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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了硫肥对土壤质量及生物有效性的影响，阐明了硫肥对土壤物理性状、化学性状、微生物学性状的
影响及土壤环境效应以及硫肥的生物有效性及互作效应。并阐述了当前土壤硫素研究应用的一些新方法和技术。最
后展望了土壤硫的转化及相关过程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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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dvanc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different sulphur fertilizers for soil quality and biology was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chemical properties, microbiological properties, soil
environmental effects, sulphur forms and its bioavailabi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lphur and other nutritional elements in
soils and several new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present research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lphur in soils. Finally,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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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存在着较多的硫化合物，包括含硫氨基酸及相关化合物、磺酸、硫氧化酸、硫酸酯盐、单
质硫和气态硫等六大类，这些物质在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进入到地质大循环和生物小循
环过程中，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变化。这些变化和过程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同的
影响，大气沉降的硫对缺硫地区是有益的，但对于酸性较强的土壤或是需硫量较少的作物来说则不
然。硫素不足时，需硫较多的作物产量和品质会降低；硫素过量时，也会造成作物减产和品质下降
等，同时硫素也是水体、土壤、大气环境的重要污染物，对人和动物也会有害。硫素在营养作用方
面的意义不如氮和磷，但它与其它元素间的交互作用及其效应方面要超过它的营养作用[1]。所以科
研工作者在硫素营养和硫素互作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1

硫肥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硫是作物必需的营养元素，继氮、磷、钾后居第四的重要营养元素[2]。在植物内含量占干物质
的 0.1%~0.5%，平均为 0.25%。
我国缺硫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该区高温多雨，土壤硫易分解淋失，而且该地区的土壤有
机质含量较低，土壤贫瘠[3]。但在北方和西南部也有缺硫的报道[4-6]。近年来由于高产粮食、蔬菜和
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以及复种指数的提高，高浓度低硫量的化肥的施用，硫肥施用不被重视、环保
措施的改善等因素[5,7-8]，使收获物从土壤中携带出的硫素大幅度增加，而投入不足，导致了植物吸
收养分的不平衡，使作物出现缺硫或亚缺硫症状。
硫肥在土壤中反应机理包括：土壤有机硫的矿化；土壤对硫的吸附；土壤氧化还原反应和土壤
酸化；土壤微生物固定作用等。硫肥施入土壤后，会进行一系列的物理、化学、生物及交互作用等
过程，对土壤质量产生一定影响。直接的结果是土壤酸化，也可以间接通过不同植物对硫的吸收和
根系活力的影响，使土壤性状发生变化。
1.1

硫肥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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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硫肥后，硫的氧化作用可以产生酸，导致土壤中矿物溶解，风化和脱硅富铝化作用增强，土
壤颗粒变细，盐基离子淋失而使结构遭到破坏。或者土壤结构体不能形成，土壤板结，容重增大，
孔隙度增加，持水能力增强，温度趋于稳定，但通气透水能力变差。故农田土壤一般不推荐施用硫
肥，或者要结合石灰施用。
硫肥可以作为碱性土壤的改良剂。硫酸钙改良土壤的机理在于 Ca2+离子可以代换 Na+离子，形成
硫酸钠容易淋洗或排出土体。Ca2+离子可以促使大的团聚体形成，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改良碱化土
壤不良的物理性状。
1.2

硫肥对土壤化学性状的影响

硫肥经氧化作用产生硫酸，导致酸溶物质增加，又由于 H+离子与盐基离子的代换作用，使 K+、
Na+、Ca2+、Mg2+离子淋失量增加，土壤颗粒有机物降低。由于土壤酸化增加了活性铝的含量，从而
增加磷的活性吸附点位，使有效磷含量降低[9]，Al3+离子还影响植物对 K+、Na+、Ca2+、Mg2+的吸收、
传输和利用。酸性土壤上，可溶性铝是作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10-11]。矿物态钾可以间接通过根系
分泌物和植物吸收促使其释放[12]。由于阳离子容易淋失，电导率、盐基饱和度和碱化度则降低。由
于酸性增强，土壤中的铁、锰、铜、锌、钴等元素活性增强，淋失量增加；硼、钼元素淋失量增加，
同时有效性随酸性增强而下降[13]。有研究表明水稻土长期施用含硫化肥可显著降低水稻对 Fe、Mo、
B、Mg、Cl 的吸收[14]。
硫磺氧化形成的酸可以改良碱性土壤。而烟气石膏是一种湿式烟气脱硫副产石膏（中性），其硫
酸钙含量高于普通石膏。对改良酸性土壤也有较好的效果，可以提高土壤 pH，增加 Ca2+和一些中微
量元素等[15]。
1.3

硫肥对土壤微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1.3.1 微生物量 土壤微生物的种类有细菌、真菌、放线菌、藻类、原生动物等。其数量也很多，l g
土壤中就有几亿到几百亿个微生物个体，其中细菌是土壤微生物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群，决定了微
生物总量的变化。各种微生物都有其生长的最适 pH 值，过低或过高 pH 下，微生物生长受抑制或导
致死亡。根据微生物生长最适 pH 值，可将微生物分为：嗜碱微生物（硝化细菌、尿素分解菌和多
数放线菌）、耐碱微生物（许多链霉菌）
、中性微生物（绝大多数细菌、一部分真菌）
、嗜酸微生物（硫
杆菌）和耐酸微生物（乳酸杆菌、醋酸杆菌）。化能无机异养型硫杆菌适于酸性环境，异养微生物适
于中性和碱性环境，一般土壤中异养型微生物要大于自养型微生物。
蛋白质、尿素等分解可产生碱性物质，使土壤 pH 值上升；糖类和脂类分解可产生酸性物质，
使土壤 pH 下降。土壤中施入含硫肥料后，土壤 pH 值降低。这样，必然会影响到某些适于中性和碱
性环境的微生物活性。有研究表明土壤 pH 的变化会影响微生物量和活性[16-18]。对于硫杆菌来说，最
适宜生长的土壤 pH 为 1.0~4.0，所以随着 pH 值的下降，会促进硫杆菌的生长繁殖。硫酸盐还原细
菌不能在 pH<5 的培养基中生长，却可以在 pH<3.5 的酸性矿水中还原 SO42-[1]。施用硫磺有时也可以
增加某些自养和异养硫氧化微生物的数量[19-20]。
1.3.2 酶 酶对土壤有机硫的活化具有重要意义。施用硫肥使土壤酸化，会影响某些酶的活性[21]，从
而影响土壤养分特别是有机态养分的转化和循环。低酸度对脲酶、中性磷酸酶有一定的激活作用，
酸度过高则会抑制脲酶和蛋白酶的活性[22]。在无植物土壤上培养的硫酸酯酶，无机 SO42-释放数量与
硫酸酯酶活性无关[1]。脲酶一般适宜在近中性环境中生长，最适 pH 值为 6.5~7.0 [23,24]。蔗糖酶活性
在 pH5.0 时活性最强。王涵等[25]在酸性土壤上加酸或碱对酶活性影响的研究表明，脲酶、蛋白酶、
磷酸酶、脱氢酶、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活性大致呈现酸化抑制碱化激活的规律。施用硫肥，改
变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可以间接影响酶活性，尤其是碱性磷酸酶和硫酸酯酶活性[26]。
1.4

硫肥的土壤环境效应

硫与其它元素间的交互作用还表现在硫与一些有毒元素的效应方面。硫肥可以促进或者抑制植
物对某些有毒元素的吸收。有研究认为硫可以促进油菜对重金属 Pb、Zn 的吸收，而三叶草则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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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认为含硫钝化剂可降低芥菜对重金属的 Pb、Cd 的吸收[31]。镉硫交互处理对水稻吸
收累积 Cd 及其蛋白巯基含量影响的研究表明，硫能有效地增加 Cd 在水稻叶片中的累积[32]。过量施
用 S 肥，可以增加植物根系中 Cu、Zn、Cd 的含量，而降低茎叶中的含量[33]。施 S 可以降低水稻对
Cd 和 As 的吸收[34-37]，增加鹰嘴豆对 Cu 的吸收[38]，增加玉米对 Cu、Zn 的吸收[39]。综上所述，硫肥
对重金属吸收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作物类型，更要取决于土壤性状、养分状况和环境因素等。
土壤硫的还原也是一个微生物参与的过程。土壤中硫酸盐的还原有两种机制：一是 SO42-通过同
化还原成有机化合物中的硫基；二是 SO42-通过同化还原由细胞分泌出 H2S。还有些硫酸盐还原细菌
能同化中间价态的 S 和 S0 还原成 H2S[1]。土壤硫的还原可分成两种途径进行：一是硫的同化还原，
就是将硫酸盐中的 S6+同化为还原态的硫，并形成含硫代谢物（如半胱氨酸和胱氨酸等），构成生物
细胞的组分。大多数微生物和植物均可参与这一过程。二是硫的异化还原。在淹水条件下，有机底
物被氧化时，氧化还原电位 Eh 下降，在 Eh 的变化范围内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40]。异化还
原的硫酸盐还原菌可分两个生理种：一类是不能完全氧化有机底物的细菌，其最终产物为乙酸；另
一 类 是 能 完 全 氧 化 有 机 底 物 的 细 菌 ， 其 最 终 产 物 为 CO2 ， 而 SO42- 被 还 原 成 H2S ， 即
2CH2O+SO42-+2H+→2CO2+H2S+2H2O [41]。生成的 H2S 或扩散出土体，或遇到金属离子生成沉淀，或
进一步与有机质反应生成碳键硫[42]。当然，土壤中的 SO42-还原过程要受到厌气、SO42-浓度和有机碳
的有效性等条件的限制[1]。

2

硫肥的生物有效性及互作效应

通常，作物吸硫量大约是吸氮量的 9~15%，与吸 P 量接近[1]。不同作物对硫的需求量不同，一
般需硫量较多的作物有结球甘蓝、花椰菜、四季萝卜等；需硫中等的作物有豆科植物、百合科和十
字花科作物等；需硫较少的作物有禾本科、甘蔗、棉花和烟草等。施用硫肥可以促进作物产量和品
质的提高，但对不同作物的效应不同。近年来，国内外对硫肥的效应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43-45]。
硫主要是以 SO42--S 形态和以质流的方式被植物主动吸收。植物叶片可以吸收和同化其他形态和
来源的硫，如大气沉降中的 SO2。根系和叶片还能吸收 S2-、HSO3-、SO32-和含硫有机化合物[1]。植物
吸收 SO42-与土壤 pH、温度、土壤溶液中陪伴离子[46]、土壤类型和植物种类[47]、介质中 S 的浓度、
外源氨基酸等有关。pH4 时吸收 SO42-速度最快，pH 升高吸收速度减慢。而环境温度升高，吸收 SO42速度加快。土壤溶液中的 SeO42-能抑制 SO42-的吸收。硫素供应充足的条件下，介质中 SO42-浓度若低
于细胞内的浓度，则吸收速度减慢。半胱氨酸、还原性谷胱甘肽等有机化合物能抑制植物根系对 SO42的吸收[1]。为提高土壤硫的肥效，必须减少土壤对 SO42-吸附和固定，增加微生物对 S 的转化和植物
对 S 的吸收。
硫与其它元素间的交互作用及其效应方面要超过它单独的营养作用[1]。硫可以提高氮肥的利用
率，增加植物的新陈代谢和羧酸酶辅酶的活性，提高脂类或蛋白质的含量，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48-54]。但是，在氮肥施用量过多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导植物缺硫[55]。土壤中有效 S 与有效 N 的
比值为 7 时，最有利于油菜对硫的吸收和同化[56]。
SO42-与 H2PO4-会产生竞争吸附[57]，土壤胶体对 H2PO4-的吸附更牢固[58]，施用磷肥可以提高硫肥
的利用率[59-60]。张继榛等[61]研究认为低磷时，硫和磷之间是协助作用；高磷时，两者间是拮抗作用[58]。
这种相互作用取决于土壤肥力、肥料用量和作物种类。SO42- 能促进植物对阳离子的吸收，Ca2+存在
下，促进 K+、NH4+离子的吸收；施 N 量高时，Ca2+促进 K+的吸收；施 N 量低时，Ca2+促进 NH4+的
吸收。S 与 K、Ca、Mg 具有较好的正交互作用[33,62-64]。
硫肥或含硫肥料能使土壤 pH 或肥料微域 pH 下降，土壤氧化还原电位降低,氧化态物质被还原，
Fe、Mn 溶解性增加，还会引起某些离子存在状态与比例变化(如 B、Mo、Zn 等)，这些元素有效性
发生变化，从而可以矫治缺素症或诱发中毒。S 与 Se、Mo 之间存在拮抗作用,但也有正交互作用[65-66]。
S 与 Zn 之间存在协助作用[29,33,67]。施硫可促进植物对 Fe、Mn 的吸收[38]。

3

土壤硫素研究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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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边缘学科的相互渗透，生物技术在植物营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以及研究手
段的不断提高，促进了植物矿质营养学与生物化学的结合，新仪器的应用使这一领域得到了拓展。
电镜技术是该领域用得较多的技术。王庆仁等[68]应用扫描电镜（SEM）和透射电镜（TEM）并结合
X-衍射显微探针分析（XMA）技术对硫胁迫对油菜各器官硫分布的影响研究，能够很直观的揭示硫
素营养对油菜细胞正常结构的维持和硫胁迫导致细胞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异常现象。张秋芳等[69]用透
射电镜观察水稻根系和叶片的超微结构，发现低 S 胁迫下，叶肉细胞内的叶绿体结构肿胀，基粒片
层松弛且散乱，细胞器减少，线粒体遭到破坏，根系细胞内几乎无内含物；S 浓度高时，则叶绿体
的基粒片层致密、无规则化，细胞发生质壁分离等现象，从微观上清晰地揭示了硫胁迫对水稻生长
的影响机理。
红外分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在作物品质的分析上，采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有关 C、
H、O、N、P、S 的官能团的检测上，傅里叶红外光谱起了很好的作用，可以定性地测出官能团的状
况，再结合其他仪器使用，若是液体样，可结合液相色谱 HPLC 分析；若是固体样，结合 XRD、XPS
和 SEM/EDS 等分析。可进一步确定与官能团相应的化合物的类型和数量情况。此外，同步辐射[8]、
微热分析等技术也应用较多。
微生物学机制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热点，应用 PCR-DGGE 和 16rDNA 等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通
过提取土壤 DNA，并依此为模板，选择特异性引物，对 16SrRNA 基因进行目的基因片段的 PCR 扩
增，纯化 PCR 产物，最后对目的 DNA 片段进行克隆，测序，序列结果通过 Blast 程序与 GenBank
中核酸数据进行同源性比对，可以分析出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70-71]。与传统的平板培养方法相
比,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技术能够更精确的反映出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对一些不能培养的
微生物来说，它是一种更有效的微生物多样性研究技术。

4

展 望

土壤硫的转化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土壤过程，对环境生态、地球变化和生物代谢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土壤存在复杂的氧化还原体系、酸碱反应、沉淀溶解平衡，吸附解吸平衡等化学过程，又由于
硫元素具有多种化合价易于变化的特点，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结合以上所述，目前对硫的
研究是现象研究多于机理研究，实验室研究多于大田研究。基于硫肥对土壤和作物生长的影响及其
生态环境效应，笔者认为可以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1）从土壤硫素转化的机理方面研究，包括土壤化学和微生物学机制等。如水稻土中硫的形态
及转化的微生物学机制；水稻土中硫化细菌、反硫化细菌作用下硫的形态及转化；土壤硫的行为动
力学、电化学和热力学性质研究；土壤界面特性与硫的化学行为及机理研究等。
（2）研究应由实验室转到大田中来。实验室研究目的是为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问题服务的，然而
实验室与大田的环境差异大，造成许多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应用较少。
（3）土壤硫的转化与其他元素的关系研究，对于环境生态、地球变化和生物代谢都有重要意义。
如土壤硫的转化过程与土壤 C、N 的循环的关系研究；硫与其他元素（包括重金属元素）相互作用
的酶学、微生物学和土壤化学机制等。
（4）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探讨。随着科技的发展，要把新的科技手段引入到科学研究中
来，让测定变得更容易，研究更深入、结果更精确。如电镜扫描技术、PCR-DGGE、16SrDNA、同
步辐射和微热分析等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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