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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控释肥侧深施对稻田田面水氮素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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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明确掺混控释肥侧深施对稻田氮素损失的控制效果，采用大田试验，以武运粳 23 号为试验材料，通

过设置无机化肥常规用量分次施用（CN）、掺混控释肥梯度减量一次性基施（常规用量、减量 10%、减量 20%
和减量 30%）共 5 个处理，研究了掺混控释肥（RBB）减量对太湖地区稻田田面水不同形态氮素浓度的影响及
产量效益。结果表明，与无机化肥常规用量分次施用 CN 处理（270 kg/hm2）相比，RBB 减量 10% ～ 30% 不
会造成水稻减产。田面水氮素以铵态氮为主，无机化肥施用后田面水氮素浓度在施肥后 1 ～ 2 d 即达到峰值浓
度，此后逐渐下降；掺混控释肥处理的 3 个肥期田面水氮素峰值浓度较低，均显著低于 CN 处理。由于田面水
氮素以铵态氮为主，因此总氮均值浓度降低幅度与铵态氮较一致。其中，基肥期、蘖肥期、穗肥期田面水总氮
均值浓度两年降低幅度分别为 87.19% ～ 93.87%（2015 年）和 76.93% ～ 83.48%（2016 年），69.74% ～ 79.73%
（2015 年）和 74.46% ～ 87.52%（2016 年），94.43% ～ 96.69%（2015 年）和 95.52% ～ 96.57%（2016 年）。RBB
减量能够降低前期（基肥期和蘖肥期）田面水氮浓度，总体呈随用量减少而降低的趋势。但减量幅度相近
处理的田面水氮素浓度未呈现一致性规律变化。结果说明，RBB 施用减少了太湖地区稻田肥期氮素流失风
险，RBB 肥料用量为 189 ～ 216 kg/hm2 能够在保证水稻产量的前提下降低前期田面水氮素浓度，减少氮素流失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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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活动引发的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是水

题［5-8］。因此，为了控制稻田氮肥面源污染损失对

体富营养化和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1］。随着公

环境排放的贡献，进行农田养分的减量化技术研究

众意识和监管力度的提高，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

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水等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成为水
污染的最重要来源

［2-3］

。农业面源污染中，氮肥的
［4］

为了控制稻田氮素损失，科研人员近年来开展
了大量的养分优化专题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农田面

。太湖地区是

源污染治理的系列源头减量技术［4，9-10］。随着化肥

重要的水旱轮作种植区，农民为追求高产常常大量

研究深入和工艺进步，缓控释肥料发展取得长足进

施用氮肥。由于水稻水分管理的特殊性及地区降雨

步［11-13］。作为一类新型肥料，由于肥料的缓效释

特性等原因，大量氮肥通过径流、淋洗、氨挥发和

放，缓控释肥料能够控制肥料中养分释放速度，从

N2O 排放等途径进入大气和水环境中，引发系列问

而满足水稻生长需肥规律，提高水稻氮素利用率，

过量不合理施用是最重要的来源

减少氮素环境损失［14-17］。笔者等［18］在另一专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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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稻产量和田面水氮素浓度的影响，以此明确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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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稻区基于高产环保的掺混控释肥适宜用量，以期

1.2

为水稻氮素高效利用和稻田面源污染减排提供技术

采样及测定方法
水 稻 产 量： 于 成 熟 期 普 查 每 小 区 40 穴， 计

支持。

算每穴的有效穗数；根据每穴平均穗数，取代表

1

性样品 5 穴，水选法考察穗粒结构，并折算理论

材料与方法

1.1

产量。
田面水采集与测定：与无机化肥分次处理田块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5 ～ 2016 年在江苏省宜兴市漳渎村

同步，分别于基肥、追肥施用后 1 周时间内，每天

（东经 119°54′，北纬 31°17′）进行。该地区位于

连续采集各田块田面水样，采集后的混合水样过滤

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

后用 SKALAR 流动分析仪测定水样的总氮、铵态氮

均温 15.7℃，平均降水 1 100 mm。该区域水稻土多

和硝态氮质量浓度。

由湖底沉积物发育而成，耕作层深度 18 cm，经历

1.3

统计分析方法

过百年水稻耕作，耕作层土壤主要理化特性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无机化肥肥效的集中释

有 机 质 24.6 g/kg、 全 氮 1.42 g/kg、 全 磷 0.51 g/kg、

放，掺混控释肥具有肥效缓慢释放的特征，本试验

全 钾 11.3 g/kg、 有 效 磷 21.9 mg/kg、 速 效 钾 72.2

中所采用的掺混控释肥是根据水稻高产养分需求曲

mg/kg。试验田前茬为小麦，供试水稻品种为武运

线配比而成，肥效释放与水稻生长需肥规律相吻

粳 23 号，常规粳稻品种。

合。因此，本试验中仅按照无机化肥的施肥和取样

试验采用大田育苗移栽，随机区组排列，3 次

频次对田面水样进行采集分析。

2

重复，小区面积为 120 m ，每个小区单设进、排水

常 规 数 据 处 理 在 Excel 2007 中 进 行， 方 差 分

口。2015 年 5 月 27 日 播 种、6 月 18 日 移 栽、10 月

析 在 SPSS 16.0 中 进 行， 作 图 在 SigmaPlot 10.0 中

27 日收获，2016 年 5 月 30 日播种、6 月 20 日移栽、

进行。

10 月 25 日收获。移栽采用日本气吹式插秧侧深施
肥一体化机器（PZ60HVRASLF），田间种植密度为

2

30 cm×14 cm。缓控释肥侧深施（施肥点距根侧约

2.1

5 cm，实际深度约 2 ～ 3 cm）与插秧同步进行，常

结果与分析
田面水总氮浓度的动态变化
结 果 表 明，CN 处 理 的 各 肥 期 田 面 水 总 氮 浓

度 两 年 均 显 著 高 于 RBB 处 理， 基 肥 期、 蘖 肥 期

规无机化肥撒施。
试验设置常规化肥分次施用，缓控释肥梯度减

和 穗 肥 期 峰 值 浓 度 分 别 达 121.47、42.26 和 73.40

量（常规用量、减量 10%、减量 20% 和减量 30%）

mg/L（2015 年 ），68.08、107.0 和 131.17 mg/L

共 5 个处理。各处理磷、钾用量均相同，分别为

（2016 年 ）（ 图 1）。RBB 处 理 下， 田 面 水 总 氮 浓

2

108 和 324 kg/hm ，一次性基施。常规化肥分次施

度总体呈随用量减少而降低的趋势，但不同肥期

用处理氮肥为尿素，磷肥为过磷酸钙，钾肥为氯化

表 现 不 一 致。 由 于 肥 料 的 一 次 性 施 用，RBB 处

钾，采用的掺混控释肥由树脂复合肥、树脂二胺、

理的基肥期和蘖肥期田面水总氮浓度明显高于穗

树脂氯化钾和不同释放速率的树脂尿素依据水稻生

肥期。

长需肥规律按一定比例掺混而成。水分管理采用干

处理间比较来看，不同减量处理的田面水总

湿交替灌溉方式，病虫草害防治按高产栽培要求进

氮浓度在基肥期和蘖肥期差异明显，但穗肥期无

行控制，具体肥料运筹见表 1。

明显差异。RBB 不同用量处理的田面水总氮浓度

表1

在基肥期和蘖肥期整体表现为随 RBB 用量减少而

肥料类型及运筹方案
氮素用量

降低的趋势，但减量幅度相近处理的田面水氮素

处理

代码

无机化肥常规用量

CN

270

基∶蘖∶穗 =4∶2∶4

基肥期的峰值浓度出现时间（1 ～ 2 d）两年均早

掺混肥常规用量

RBB1

270

一次性深施

于 RBB 减量处理（2 ～ 4 d），而蘖肥期减量 30%

掺混肥减量 10%

RBB2

243

一次性深施

处 理 的 田 面 水 总 氮 浓 度 在 2015 年 高 于 减 量 20%

掺混肥减量 20%

RBB3

216

一次性深施

处理。

掺混肥减量 30%

RBB4

189

一次性深施

（kg/hm2）

施用方式

浓度未呈现一致性规律变化。此外，RBB1 处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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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处理（2 ～ 4 d），而蘖肥期减量 30% 处理的田
面水铵态氮浓度在 2015 年高于减量 20% 处理。

图1

不同处理的田面水总氮质量浓度变化

注：B1 ～ B7 为 基 肥 期 第 1 ～ 7 d；T1 ～ T7 为 蘖 肥 期 第 1 ～ 7 d；
P1 ～ P7 为穗肥期第 1 ～ 7 d。下同。

2.2

图2

田面水铵态氮浓度的动态变化
图 2 结果表明，无机化肥和掺混控释肥两种

肥料类型下，田面水氮素均以铵态氮为主。田面
水铵态氮浓度变化与总氮浓度变化一致，CN 处理
的各肥期田面水铵态氮浓度两年均显著高于 RBB
处理，基肥期、蘖肥期和穗肥期峰值浓度分别达
120.11、41.16 和 73.31 mg/L（2015 年），32.25、107.0
和 131.0 mg/L（2016 年）。RBB 处理下，田面水铵
态氮浓度同样呈随用量减少而降低的趋势，基肥期
和蘖肥期田面水铵态氮浓度也明显高于穗肥期。
与田面水总氮浓度相一致，不同减量处理的田面
水铵态氮浓度在基肥期和蘖肥期差异明显，但穗肥期
无明显差异。基肥期和蘖肥期处理间田面水铵态氮浓
度同样表现为随 RBB 用量减少而降低的趋势，但减
量幅度相近处理的田面水氮素浓度也未呈现一致性规
律变化。此外，与总氮浓度一致，RBB1 处理在基肥
期的峰值浓度出现时间（1 ～ 2 d）两年均早于 RBB
18

2.3

不同处理的田面水铵态氮质量浓度变化

田面水硝态氮浓度的动态变化
田面水硝态氮浓度动态变化结果列于图 3。结

果可以看出，与田面水铵态氮浓度相比，田面水硝
态氮浓度较低。两种肥料类型下，与 RBB 肥料相
比，CN 处理的田面水硝态氮浓度较高，但两年表
现不尽一致。其中，2015 年无机化肥处理的基肥
期和蘖肥期田面水硝态氮浓度较高，穗肥期无显著
差异；而 2016 年基肥期的峰值浓度和肥期氮素浓度
均显著高于 RBB 处理，而蘖肥期和穗肥期除峰值浓
度显著较高，其余时间与 RBB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RBB 一次性基施处理的田面水硝态氮浓度在基施后
的 第 3 或 4 d（2015 年 第 4 d，2016 年 第 3 d） 达 到
浓度峰值，此后迅速下降。由于浓度较低，RBB 不
同用量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且未表现出一致性规律变
化（2015 年峰值浓度为 1.91 ～ 2.07 mg/L，2016 年
峰值浓度为 0.75 ～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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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田面水氮素浓度均值
不同肥期田面水氮素浓度均值结果（表 2）表明，

RBB 处理的 3 个肥期田面水氮素浓度均显著低于无机
化肥分次施用 CN 处理。由于田面水氮素以铵态氮为
主，因此总氮均值浓度降低幅度与铵态氮较一致。其
中，基肥期、蘖肥期、穗肥期田面水总氮均值浓度
两年降低幅度分别为 87.19% ～ 93.87%（2015 年）和
76.93% ～ 83.48%（2016 年 ）、69.74% ～ 79.73%
（2015 年）和 74.46% ～ 87.52%（2016 年）、94.43% ～
96.69%（2015）和 95.52% ～ 96.57%（2016 年）
。
不同用量 RBB 处理的田面水总氮和铵态氮浓度
有明显差异，但硝态氮浓度处理间无明显差异。田面
水总氮和铵态氮浓度结果表明，RBB 不同减量处理间
田面水氮素浓度基肥期和蘖肥期差异显著，但穗肥期
差异不显著。基肥期和蘖肥期田面水氮素浓度比较来
看，RBB 常规用量 RBB1 处理的田面水氮素浓度明显
高于其它处理，其中 2015 年蘖肥期，2016 年的基肥
期、蘖肥期差异显著。随着减量幅度增加，RBB 处
理下田面水总氮和铵态氮浓度总体呈降低趋势，但用
量相近处理间并未呈现一致性变化。其中，2015 年
RBB 减量 20% 处理 RBB3 的田面水氮素浓度在基肥
期高于减量 10% 处理 RBB2，而 2016 年减量 30% 处
图3

理 RBB4 的田面水氮素浓度在 3 个肥期均与减量 20%
不同处理的田面水硝态氮质量浓度变化
表2

年份
2015

2016

处理

处理 RBB2 无显著差异，且有增高的趋势。

不同肥期田面水的氮素质量浓度均值

总氮

（mg/L）

铵态氮

硝态氮

基肥期

蘖肥期

穗肥期

基肥期

蘖肥期

穗肥期

基肥期

蘖肥期

穗肥期

CN

47.14a

29.11a

35.37a

45.86a

28.38a

35.29a

1.28a

0.73a

0.07a

RBB1

6.04b

8.81b

1.97b

4.73b

8.61b

1.63b

0.79b

0.13b

0.08a

RBB2

4.05b

7.12c

1.62b

2.88b

6.67c

1.38b

0.70b

0.14b

0.07a

RBB3

5.02b

5.90c

1.17b

3.68b

5.46c

0.99b

0.93ab

0.13b

0.07a

RBB4

2.89b

6.71c

1.21b

1.58b

6.37c

1.02b

0.78b

0.13b

0.07a

CN

26.09a

25.57a

46.70a

14.77a

25.44a

46.37a

11.11a

0.14a

0.34a

RBB1

6.02b

6.51b

2.09b

5.53b

6.44b

1.95b

0.42b

0.06b

0.13b

RBB2

4.75bc

6.53b

2.04b

4.38b

6.47b

1.90b

0.22b

0.06b

0.14b

RBB3

4.31c

3.19c

1.60b

3.96b

3.14c

1.53b

0.26b

0.05b

0.07bc

RBB4

4.47c

3.32c

1.63b

4.10b

3.27c

1.57b

0.24b

0.04b

0.06c

注：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LSD）。

2.5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不显著。不同处理间两年水稻产量分别表现为：

图 4 结 果 表 明， 与 CN 处 理 相 比，RBB 减 量

RBB1>RBB2、RBB3、RBB4、CN，RBB3>RBB1、

处理不会造成水稻减产。除 2015 年 RBB1 处理的

RBB2、RBB4>CN。结果说明，掺混控释肥 RBB 减

产量显著高于其它处理，2016 年 RBB3 处理的产

量 10% ～ 30% 不会影响水稻产量。

量显著高于 CN 处理，其它处理间水稻产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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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B 肥料减量能够降低前期（基肥期和蘖肥期）田
面水总氮和铵态氮浓度，总体呈随用量减少而降低
的趋势，但减量幅度相近处理的田面水氮素浓度未
呈现一致性规律变化（图 1）
。其中，2015 年减量
20% 处理的田面水氮素浓度在基肥期高于减量 10%
处理，而 2016 年减量 30% 处理的田面水氮素浓度
在 3 个肥期均与减量 20% 处理无显著差异。这可
能与掺混肥料不同释放速率的肥料成分在施用时的
实际占比有关。本研究采用的掺混控释肥由树脂包
图4

衣复合肥、树脂包衣二铵、树脂包衣氯化钾、2 个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月树脂包衣尿素、3 个月树脂包衣尿素等按不同比

注：柱形图上方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LSD）
。

3

例混配而成［24］。由于不同控释肥料的密度存在一
定差异，在实际施用时可能由于密度差异造成实际

讨论

施用的掺混肥料配比与设计配比存在一定误差。这

新型掺混控释肥被认为是提高水稻产量、减少
养分损失和节省劳动力投入较好的替代肥料

［18-20］

。

但目前的掺混控释肥的研究，其用量主要参照常规
尿素用量进行确定，减少 RBB 用量能否在保证水

也可能是 RBB 不同减量处理峰值浓度出现时间不
一致的原因。

4

稻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面源污染发生风险仍不
2

结论
RBB 施用减少了太湖地区稻田肥期氮素流失风

明确。本研究结果表明，与 CN 处理（270 kg/hm ）

险，RBB 肥料用量为 189 ～ 216 kg/hm2 能够在保证

相 比，RBB 减 量 10% ～ 30% 不 会 影 响 水 稻 产 量

水稻产量的前提下降低前期田面水氮素浓度，减少

（图 4）。这说明，由于肥效的缓慢释放，降低配方
肥用量仍然能够满足水稻生长的需要，其用量参照
常规尿素存在肥料冗余现象。
本研究结果表明，无机化肥和掺混控释肥两种

氮素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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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for resin blending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on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water of paddy field
HOU Peng-fu1，XUE Li-xiang1，ZHOU Yu-ling2，LI Gang-hua2，YANG Lin-zhang1，XUE Li-hong1*（1．Key Lab of
Agro-environment in Downstream of Yangtze Plain，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jing Jiangsu 210014；2．College of
Agronom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control effect of side deep fertilization for resin blending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RBB）on nitrogen loss in paddy fields，a field experiment with Wuyunjing-23 rice was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educed application of RBB on nitrogen concentration of surface water and rice yield in Taihu area．Five treatments，
namely，conventional split fertilization（CN），RBB with conventional application rate（RBB1），reduction by 10%
（RBB2），reduction by 20%（RBB3），and reduction by 30%（RBB4），were set up．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BB
reductions of 10% to 30% did not result in the reduction of rice yields when compared with CN treatment（270 kg/hm2）．
The nitrogen in surface water was mainly ammonium nitrogen．And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of surface water reached the
peak concentration on the first or second day，and then decreased after in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The control effect
of RBB on nitrogen release was better．The peak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in surface water in the three fertilizer periods was low，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N treatment．As the nitrogen in surface water was mainly ammonium nitrogen，the
reduction of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was more consistent with ammonium nitrogen．And the mean of tot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at the basal，tillering，and jointing stages was reduced by 87.19% ～ 93.87%（2015）and 76.93% ～ 83.48%（2016），
69.74% ～ 79.73%（2015）and 74.46% ～ 87.52%（2016），94.43% ～ 96.69%（2015）and 95.52% ～ 96.57%（2016）
．
RBB reduction treatments reduced the total nitrogen and ammonium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basal and tillering
stage），and showed a decrease trend with the application amount decreased．However，there was not a uniform regularity o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water between RBB reduction of 10% and 20% in 2015，20% and 30% in 2016．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BB reduced the nitrogen loss risk in the paddy field in Taihu area．And RBB rate with 189 ～ 216
kg/hm2 reduced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of surface water and nitrogen loss risk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rice yield.
Key words：rice；resin blending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reduced application；yield；nitrogen concentration of surfac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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