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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供氮量对水稻土壤无机氮残留、氮平衡及产量的影响
张 彬,魏文武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 要: 本文以不施肥试验地设置供氮梯度试验（CK），研究了不同供氮量（N1 40 kg·hm-2、N2 80 kg·hm-2、N3 1200
kg·hm-2、N4 160 kg·hm-2、N5 200 kg·hm-2、N6 240 kg·hm-2）对水稻地上部生物量累积、氮素吸收、土壤无机氮残留

和土壤氮素平衡的影响，可为集约化农田最大化发挥化肥生态效应和优化氮素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结果

表明：施氮对水稻生物量积累和氮素吸收利用有明显的影响，与不施氮对照相比，施氮处理显著增加了水稻生物量、

氮浓度、吸氮量增幅分别为31.69%109.83%、15.08%~103.17%和54.18%395.24%，其中 N4水平增加量最大，之后

有所降低；氮素吸收率、氮素利用率和氮素偏生产力氮浓度随施氮量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整体上，土壤剖面

无机氮含量自上而下呈现由高到低的变化，不同施氮处理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0 cm；050 cm剖面无机氮含量随施

氮量增加显著增加，其中施氮量在240 kg·hm-2间增加缓慢，施氮量高于160 kg·hm-2后快速增加。从氮素主要的输入输

出项来看，不同处理均有不同程度的盈余，大部分盈余氮素均在土壤050 cm剖面出现不同程度的累积。水稻土壤无

机氮吸收量随着氮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大，水稻土壤无机氮残留量呈

相反的变化趋势。水稻有效穗、单株穗、结实率、产量和收获指数均随着氮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

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大，之后有所降低。以上结果说明氮素对水稻生物量累积和氮素吸收利用起到一定的促

进作用，但在施氮量高于160 kg·hm-2后促进作用有所降低。综合考虑绿肥的农学和环境效应，水稻种植体系中土壤供

氮量应控制在160 kg·hm-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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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Levels on Soil Inorganic Nitrogen
Residue, NitrogenBalance andYield of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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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no fertilizer testbed Settings for nitrogen gradient test (CK), was studied for different nitrogen (N1 40 kg·hm-2, N2 80
kg·hm-2, N3 1200 kg·hm-2, N4 160 kg·hm-2, N5 200 kg·hm-2, N6 240 kg·hm-2) accumulation of above ground biomass, n uptake of rice
and soil inorganic nitrogen residue and soil nitrogen balance, for maximum intensive farmland exert the ecological effect of fertilizer and
optimized nitrogen managemen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refer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itrogen application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iomass accumulation and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i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without
nitrogen application, nitrogen applic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biomass, nitrogen concentration and nitrogen uptake of rice by
31.69%, 15.08%, 103.17% and 54.18%, respectively.The nitrogen absorption rate, nitrogen utilization rate and nitrogen partial
productivity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application.On the whole, inorganic nitrogen
content in soil profile changed from high to low from top to bottom.The inorganic nitrogen content in the 0-50 cm profil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in which the nitrogen application increased slowly between 240 kg·hm-2 and
rapidly after the nitrogen application was higher than 160 kg·hm-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input and output terms of nitrogen,
different treatments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surplus, and most of the surplus nitrogen showed different degrees of accumulation in the
0-50 cm section of soil.The inorganic nitrogen absorption in rice soil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and reached the maximum when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reached 160 kg·hm-2, and the inorganic nitrogen residue in
rice soil showed an opposite change trend. Rice effective panicle, panicle per plant, seed setting rate, yield and harvest index all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and reached the maximumwhen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reached
160 kg·hm-2, and then decreased.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itrogen promoted the biomass accumulation and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ice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promotion decreased after the nitrogen application amount was higher than 160 kg·hm-2.
Considering the agr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green manure, soil nitrogen supply should be controlled around 160 kg·hm-2 in
the rice pla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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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方面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人类资源利用方式的增多，

多种矿物燃料等投入使用[1,2]，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及燃料利用水平等原因制约，在此过程中

不少环境问题难以避免地产生了[3]，尤其是水、大气污染方面的问题，这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产

生了严重制约。尤其是燃料在燃烧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产生或多或少的氮成分[4,5]，这是大气中氮含量

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由于农业生产中施用了不少化肥，在此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含氮化合物[6]，

这些都明显地增加了大气氮沉降。目前，该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欧洲、美国及中国成

为氮沉降问题突出的国家[7,8]，较高含量的氮成分会加剧土壤的矿化速率，长期以来将会加剧土壤酸

化；对于植物生长而言，氮是其必需元素之一，对于调节土壤起着重要作用，能够较为有效地调控

营养物质，进而对作物生长产生较大影响[9]。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农业生产大国，在近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化肥逐渐出现，并在农业生产中大量

使用，一定程度上在增产增收方面作用显著[10-12]，对于肥力较差土壤的肥力提升起着重要促进作用。

施用氮肥作为培肥的重要手段，能够将土壤有机质含量予以提升，促进微生物新陈代谢，很大程度

上能够保持土壤活力[13]，因此使用较为广泛。对于水稻生产而言，其对氮素的需求较为明显，土壤

无机氮能够为之提供较充分的氮含量，此外，绿肥矿化氮也为之提供了较多氮素，通过大量的研究

发现，我国农田施肥明显存在过量的问题，在作物收割以后，土壤中依然存在较大的氮留存，尤其

是无机氮，这是主要的氮源之一[14,15]，当氮素难以充分满足作物所需的时候，作物生长受限，且不

利于土壤肥力及活性的保持，土壤生物量也将下降[16,17]，但是氮素含量过大的情况下土壤氮含量超

标问题突出，因此保持土壤氮含量平衡能够促进作物生长的同时促进土壤肥力和活性的保持。基于

此，本研究将从不同氮含量稻田来探究其对土壤及作物的影响，为了强化对照效果，将不施用氮肥

样地作为对照组 CK，供氮量 40 kg·hm-2作为低氮区 N1，并在此基础上成倍数递增，分别设置为样

地 N2、N3、N4、N5、N6，其中 N6的供氮量达到 240 kg·hm-2，然后分别探讨其对生物量及土壤氮

素平衡的影响，进而为农田的集约化经营提供有益参考，进一步发挥氮肥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实验选择在四川农业大学进行，并从 2015年开始进行连续三年的实地研究，该实验区域呈现

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点，其年均气温近 12 ℃，拥有长达 2600 h的日照时数，其降雨主要集中

在夏季三个月，由于其光照充足，其无霜期超过了 290 d。本研究区域为稻田，以潮土为主，从地表

向下 50 cm 深度呈现典型的壤土特点，其 pH值达到 6.3，有机质、全氮含量分别 12.1、1.5 g·kg-1，
而碱解氮、速效磷及钾分别为 8.2、15.9、65.1 mg·kg-1。

为了比较不同氮含量的影响，特设置对照组 CK，供氮量 40 kg·hm-2作为低氮区 N1，并在此基

础上成倍数递增，分别设置为样地 N2、N3、N4、N5、N6，其中 N6的供氮量达到 240 kg·hm-2，要

求样地的长、宽均为 2 m，并在各样地之间间隔 1 m以区分，为了提升实验准确性，特进行 3次重

复，各样地的磷、钾使用分别为 150、125 kg·hm-2，在进行播种之前进行土壤旋耕处理，施用的底肥

为尿素及硫酸钾；正式的播种日期为 2015年 9 月 15日，行距要求不低于 15 cm，最后进行平耙处

理，采取大田管理模式。

1.2 测定方法

1.2.1 植株生物量和吸氮量 对生物量的测定选择在盛花期，各样地收获后进行测产，首先将样地的

植株全部贴地刈割后称重，做好记录；接下来要随机选择一部分进行称鲜重，然后需要将其烘干，

要求温度达到70 ℃，待其达到恒重状态后再次称量，接下来进行粉碎处理后进行氮素指标测定，具

体借助于消煮法。生物量鲜重可以在鲜重和面积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干重可由鲜重的基础上去除水

分含量得到，吸氮量的计算建立在氮含量及生物量的基础上。

1.2.2 氮素利用效率计算 对氮素利用相关的效率计算如下[18]：氮吸收效率=吸氮量差/施氮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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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利用效率=产量差/施氮量；氮偏生产力=施氮区产量/施氮量

1.2.3 土壤无机氮含量 为了对土壤有机氮进行相应的测定，在不同土壤深度进行土样采集，过筛后

混合，并从中取样30 g 进行水分测定，具体采取烘干法；取样10 g进行无机氮测定，具体采用浸提

法，并借助于流动分析仪开展具体指标测定。

1.2.4 氮平衡计算 对氮平衡的计算如下[19,20]：氮平衡等于氮素投入与产出之差；氮素投入等于施氮

量加上播种前的无机氮含量；氮素产出等于地上部吸氮量加上收获后的氮含量；氮盈余等于施氮量

与地上部吸氮量之差。

首先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整理，之后借助于 SPSS 21.0开展相应的分析检验，检验水平为 0.05。
采用 Excel 2007.00 和 SPSS 15.00 数据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LSD多重

比较法检验各处理间差异显著（置信水平设置为 95%，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供氮量对水稻生物量累积和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

由表1可知，施氮对水稻生物量积累和氮素吸收利用有明显的影响。与不施氮对照相比，施氮处

理显著增加了水稻生物量、氮浓度、吸氮量增幅分别为31.69%109.83%、15.08%103.17%和

54.18%395.24%，其中N4水平增加量最大，之后有所降低；氮素吸收率、氮素利用率和氮素偏生产

力氮浓度随施氮量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其中N4水平增加量最大，之后有所降低，氮素吸收率

变化范围在18.98%36.02%，氮素利用率变化范围在32.49%53.06%，氮素偏生产力变化范围在

9.48%28.19%。以上结果说明氮素对水稻生物量累积和氮素吸收利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施

氮量高于160 kg·hm-2后促进作用有所降低，而且将显著降低氮素利用效率。

表 1 不同供氮量对水稻生物量累积和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levels on the cumulative biomass and absorptivity and application of rice
处理

Treatment
施氮量/kg·hm-2

N application rate
生物量/g·m-2

Biomass
氮含量/%
N content

吸氮量/g·m-2

N uptake
氮素吸收率/%
Absorptivity of N

氮素利用率/%
Use efficiency of N

氮素偏生产力/%
Productivity of N

CK 0 961.2 1.26 8.62 - - -
N1 40 1265.8 1.45 13.29 18.98 39.78 9.48
N2 80 1562.7 1.71 24.17 24.89 43.16 12.40
N3 120 1842.6 1.85 35.97 29.01 49.77 21.47
N4 160 2016.9 2.01 42.69 36.02 53.06 28.19
N5 200 1823.5 2.43 38.41 31.47 41.14 19.78
N6 240 1645.7 2.56 34.02 25.79 32.49 13.02

2.2 不同供氮量对土壤无机氮含量和分布的影响

图 1 不同供氮量对土壤无机氮含量和分布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levels on the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inorganic Nitrogen in soil
由图1可知，施氮对水稻土壤无机氮含量及其剖面分布有显著影响。整体上，土壤剖面无机氮含

量自上而下呈现由高到低的变化，不同施氮处理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0 cm，尤以10 cm差异明显，

50 cm无机氮含量趋于一致，说明在本研究中不同供氮量对深层土壤无机氮淋洗发生较少；050 cm
剖面无机氮含量随施氮量增加显著增加，其中施氮量在240 kg·hm-2间增加缓慢，施氮量高于160
kg·hm-2后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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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供氮量对水稻氮素平衡的影响

本研究中土壤为多年不施肥土壤，氮素供应较低，不同施氮处理能较好地反映土壤的供氮不同

水平。水稻生长季不同供氮量下氮素平衡计算结果表明（表2），受基础地力和绿肥生长季环境条件

的影响，土壤矿化来源氮素较低，仅为9.87 kg·hm-2；尽管氮浓度逐渐增加趋势，但至80 kg·hm-2施氮

量后氮平衡保持稳定，从氮素主要的输入输出项来看，不同处理均有不同程度的盈余，大部分盈余

氮素均在土壤050 cm剖面出现不同程度的累积；包含土壤无机氮含量在内的氮素整体平衡呈现亏缺

-基本平衡-盈余的阶段特征。以上结果整体上说明，在施氮量低于80 kg·hm-2时，吸氮量较低，整体

氮素平衡为负值，消耗土壤氮库；在施氮量高于80 kg·hm-2时，吸氮量变化不大，整体氮素平衡为正

值，补充土壤氮库，在80160 kg·hm-2土壤氮素基本平衡，但氮素表观损失量在施氮量高于160 kg·hm-2

后迅速增加。

表 2 不同供氮量对水稻氮素平衡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levels on the Nitrogen balance of rice
处理

Treatment
CK N1 N2 N3 N4 N5 N6

播种前无机氮 9.87 9.87 9.87 9.87 9.87 9.87 9.87
肥力氮 0 40 80 120 160 200 240
氮素矿化 15.23 15.23 15.23 15.23 15.23 15.23 15.23
吸收氮 6.21 16.25 54.79 63.01 98.17 115.67 154.03

播种后无机氮 9.56 12.57 23.07 29.94 32.57 41.05 49.11
氮盈余 -9.56 13.58 33.69 47.16 82.49 103.77 146.02
氮平衡 -14.79 -6.55 -1.58 3.44 6.78 16.94 21.71
氮素损失 0 5.92 13.04 18.92 21.05 33.79 35.10

2.4 不同供氮量对无机氮吸收量和残留量影响

由图2可知，水稻土壤无机氮吸收量随着氮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大，之后有所降低，呈倒V型变化规律，水稻土壤无机氮残留量随着氮浓度的增加

呈先降低后增加趋势，呈V型变化规律，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低。

图 2 不同供氮量对无机氮吸收量和残留量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levels on absorption and residue of inorganic Nitrogen

2.5 不同供氮量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表3可知，水稻有效穗随着氮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

最大（367.02），之后有所降低，其变化范围在342.11367.02×104 hm-2之间；水稻单株穗随着氮浓

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大，之后有所降低，其变化范围

在98.03105.42之间；结实率随着氮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

到最大，之后有所降低，其变化范围在71.5379.02%之间；千粒重随着氮浓度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其变化范围在24.0124.97 g 之间；产量随着氮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大，之后有所降低，其变化范围在6023.586519.41 kg·hm-2之间；收获指数随着氮浓

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在氮浓度达到160 kg·hm-2时达到最大，之后有所降低，其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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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490.53之间。

表 3 不同供氮量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levels on yield and components of rice
处理

Treatment
有效穗/104 hm-2

Available panicle
单株穗

Single panicle
结实率/%

Ripening percentage
千粒重/g

Thousand kernel weight
产量/kg·hm-2

Yield
收获指数

Harvest index
CK 342.11 98.03 71.53 24.06 6023.58 0.49
N1 351.69 99.15 72.07 24.59 6125.91 0.50
N2 356.78 101.51 75.16 24.19 6233.57 0.50
N3 561.07 104.77 77.30 24.55 6455.13 0.51
N4 367.02 105.42 79.02 24.97 6519.41 0.53
N5 360.72 103.26 77.53 24.01 6402.10 0.52
N6 352.03 102.78 76.01 24.37 6248.79 0.52

3 讨 论

通过研究发现，在施氮影响之下水稻的生物积累量明显提升，其最大增幅接近于109%，而其最

小增幅也超过了31%，其中 N4处理下达到最大增幅，之后呈下降趋势；另外，在施氮影响之下，水

稻氮吸收能力也受到了明显影响，吸氮量的最大增幅达到了395%，而其最小增幅也超过了54%，且

在 N4达到最大增幅；此外，氮浓度也受到明显的影响，其最大增幅达到了103%；整体来说，在施

氮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氮素的吸收及利用率先升后降，氮浓度的变化趋势亦是如此。在氮供应明

显增多的情况下，生物量并不会随之呈现上升，而是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下降，主要原因在于

氮供应过量的情况下群体竞争将会加剧，对于光合效应具有制约作用。对于稻田土壤无机氮而言，

其吸收量在氮浓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在 N4处理下达到最高水平，

整体来说呈现倒 V型变化。氮残留的变化趋势则刚好与之相反，其变化走势为先降后升，且依然是

在 N4处理下达到最高水平。

较高含量的氮成分会加剧土壤的矿化速率，长期以来将会加剧土壤酸化；对于植物生长而言，

氮是其必需元素之一，对于调节土壤起着重要作用，能够较为有效地调控营养物质，进而对作物生

长产生较大影响。通过连续三年的观测研究发现，在氮供应量不同的情况下，土壤特性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尤其是其理化特征及养分方面[21,22]，同时水稻的干物质积累也受到了明显影响，稻产最终

也受到了影响[16-18]。在氮浓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水稻穗的有效率和结实率军事先升后降，且在 N4
处理下达到最高水平，之后出现明显的降低，其产量变化亦是如此，主要原因在于适度的氮供应能

够改善土壤结构，利于土壤肥力和活性保持，增加土壤有机质等含量，促进土壤养分积累，从而增

加了水稻对营养物质的利用效率，促进水稻光合作用以获取更多的能量，因此能够促进水稻产量的

提升，但是当氮供应量过大的情况下，土壤氮含量超标问题突出，最终受损的是土壤结构及养分保

持，最终制约水稻产量的提高。综合来看，对于水稻种植而言，其土壤供氮量在160 kg·hm-2的水平

时能够促进水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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