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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小麦 - 水稻轮作盆栽试验，共设 7 个处理，包括不施氮 CK，掺混控释氮肥 0、10%、20%、40%、

80%、100%， 依 次 记 为 CK、T1、T2、T3、T4、T5、T6， 分 析 不 同 处 理 下 稻 麦 季 土 壤 微 生 物 数 量、 酶 活 性 动
态变化，探讨控释掺混尿素对土壤生物学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稻、麦季拔节至成熟期，T4 处理较单施尿
素 T1 处理分别显著提高细菌、放线菌数量 30.22% ～ 44.12%（小麦季）和 13.98% ～ 66.96%（水稻季），真菌
数量以掺混 20% ～ 80% 控释氮肥处理较高。稻、麦分蘖期，土壤氨化、硝化和反硝化细菌数量均以 T1 处理最
高，拔节期后氨化、硝化细菌以掺混 40% 及以上控氮比处理最高，反硝化细菌数量则以掺混 80% 及以上控氮比
处理最大。拔节至成熟期，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可提高土壤脲酶和蛋白酶活性，尤以 T4 处理最高。细
菌、真菌数量与小麦季土壤蛋白酶活性相关性达极显著水平，但水稻季无显著相关，土壤氨化、硝化、反硝化
细菌数量与土壤酶活性相关性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综上，适当掺混控释氮肥（20% ～ 80% 控释氮肥处理）在
水稻、小麦生育中后期（拔节至成熟期）有效提高土壤细菌、放线菌、真菌和氮转化细菌数量，增强了土壤
脲酶、蛋白酶活性，从而改善了土壤生物学特性，促进了土壤养分释放，其中以掺混 40% 控释氮肥处理效果
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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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是植物生长的生命元素，三大营养元素之

和酶活性在促进土壤代谢、提高土壤肥力、优化作

一。我国氮肥总使用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升

物种植技术等方面有重要意义［11-12］。本文通过盆

很快，达到世界的 35% 左右［1］。高氮施入提高了

栽试验，研究不同控释氮肥掺混比例对小麦、水稻

粮食产量，但是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会造成严重的

不同生育期土壤中微生物数量以及酶活性变化的影

环境污染，影响土壤微生物丰度和群落结构，反而

响，从土壤生物学变化角度，探讨控释氮肥可能带

［2-3］

。控释氮肥作为一种

来的生物学效应及土壤微生态环境的变化规律，为

新型高效肥料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它能使其中有效

改善农田土壤生态环境，推广麦稻轮作下控释掺混

养分缓慢释放，避免氮肥过量输入和保持较长肥

尿素一次性施肥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效，还具有减少施肥作业次数、节省劳力和费用等
优点［4-5］。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控释氮肥不仅可

1

以促进作物增产，同时还能减少氮素损失，减小对

1.1

不利于作物的优产、高产

环境的污染［6-7］。然而，目前控释氮肥成本较高，

材料与方法
试验区概况
试 验 于 2015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9 月 在 四 川 农

且氮素释放较慢，单施控释氮肥易造成作物前期养

业大学资源学院盆栽研究室进行。供试土壤类型为

分供应不足，生长受限，故本试验采用控释氮肥掺

水稻土，采自四川农业大学崇州市桤泉镇试验基地

混尿素处理，以期达到速效、控释氮肥的优势互

0 ～ 30 cm 耕层。土壤基础养分含量为有机质 26.96

补，使其更具生产实践意义。施氮量和养分供应同

g·kg-1，全氮 1.33 g·kg-1，碱解氮 58.25 mg·kg-1，

样影响着土壤的微生态环境变化［8-10］，土壤微生物

有效磷 12.45 mg·kg-1，速效钾 95.04 mg·kg-1，pH
值 6.45。

收稿日期：2018-05-11；录用日期：2018-07-22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D0301701）
。
作者简介：李新悦（1997-），女，重庆长寿人，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为土壤质量与环境可持续。E-mail：lxyjean@163.com。
通讯作者：李冰，E-mail：benglee@163.com。

1.2

供试材料与肥料
供 试 控 释 氮 肥 含 氮 量 41.4%， 氮 素 释放时间

约 为 90 d； 供 试 尿 素 含 氮 量 46.4%； 采 用 分 析 纯
KH2PO4 和 KCl 作为磷源、钾源。供试小麦品种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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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麦 836；水稻品种为 F 优 498。
1.3

种后 182 d）和水稻分蘖期（播种后 33 d）、拔节期

试验设计

（播种后 62 d）、孕穗期（播种后 81 d）、成熟期

盆 栽 试 验 采 用 内 径 35 cm、 高 33 cm 塑 料 盆， （播种后 126 d）采集土样，对每个处理 3 个盆栽的
每盆装过 1 mm 筛的风干土 15 kg。设计 7 个处理：

小麦、水稻根系带土样挖出，抖掉根系外围土。取

CK（不施氮肥）、T1（100% 尿素）、T2（控释氮

根表附近土样，装入无菌袋中，放入 4 ℃冰箱中冷

肥 10%+ 尿 素 90%）、T3（ 控 释 氮 肥 20%+ 尿 素

藏保鲜，用以测定土壤微生物数量及酶活性。

80%）、T4（ 控 释 氮 肥 40%+ 尿 素 60%）、T5（ 控

土壤细菌、放线菌、真菌数量采用涂抹平板

释 氮 肥 80%+ 尿 素 20%）、T6（ 控 释 氮 肥 100%）。

计数法测定，分别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高氏 I

除 CK 不施氮外，各处理施氮量一致。小麦季按

号培养基以及马丁氏培养基进行分离培养，然后

-1

-1

-1

测定每克干土中的微生物菌落数［13］。土壤氨化细

与土壤混合均匀；水稻季对相同处理土壤进行重新

菌、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数量采用稀释计数法

N 0.15 g·kg 、P2O5 0.09 g·kg 、K2O 0.09 g·kg
-1

-1

装盆，施肥量按 N 0.15 g·kg 、P2O5 0.075 g·kg 、 （MPN）［14］。土壤脲酶活性采用苯酚钠比色法［15］，
K2O 0.06 g·kg-1 与土壤混合均匀，试验处理相同。

土壤蛋白酶活性采用茚三酮比色法［16］。

小 麦 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 播 种， 每 盆 25 粒 小 麦，

1.5

数据分析

待出苗后定苗 20 株，试验过程中，每周浇水 1 ～ 2

试验数据用 Excel 2016 和 SPSS 22.0 软件进行

次，每次 1 L，除草；水稻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移

分析处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LSD

栽每盆长势均匀良好的水稻 4 株，拔节期前进行淹

方法进行统计处理。

水处理，拔节期后对每个盆栽每周浇水 2 ～ 3 次，
每 次 1 L， 除 草， 每 个 处 理 重 复 12 次， 共 84 盆，

2

随机摆放。

2.1

1.4

2.1.1

样品采集与处理

表1
处理
小麦

水稻

土壤细菌

提高小麦、水稻全生育期细菌数量。在小麦分蘖期，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细菌数量的影响

分蘖期

（106 cfu·g-1）

拔节期

孕穗期

成熟期

CK

  4.62±1.07b

  8.80±1.20c

13.45±1.58c

  7.55±1.18d

T1

  8.74±1.38a

15.68±1.88b

20.02±1.97b

10.20±2.07cd

T2

  8.15±1.11ab

15.94±1.56b

21.24±2.15b

10.68±2.33bcd

T3

  7.93±1.19ab

21.03±1.71a

22.52±2.64b

12.91±0.23abc

T4

  7.50±1.96ab

20.46±1.50a

26.07±1.90a

14.70±1.29a

T5

  6.62±1.49ab

16.55±1.77b

22.52±1.89b

14.22±0.74ab

T6

  6.43±1.74ab

16.59±1.71b

22.48±3.22b

14.19±1.60ab

CK

19.99±2.41e

17.03±1.41d

15.50±1.45e

  8.93±0.90e

T1

36.42±1.10a

27.41±4.86c

21.76±1.25d

13.53±1.52d

T2

33.24±2.25ab

25.32±3.97c

28.99±1.54c

16.56±1.84c

T3

31.86±2.05bc

38.70±1.37ab

30.38±0.92bc

18.36±0.52bc

T4

28.40±1.44cd

42.31±2.35a

35.35±1.51a

22.59±1.38a

T5

29.79±1.36bcd

33.99±2.48b

33.34±2.43ab

21.73±2.21ab

T6

27.07±1.73d

24.90±0.60c

29.59±2.39c

20.04±2.01ab

注：表中同列数据无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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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对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与 CK 相比，各施氮处理可有效

在小麦分蘖期（播种后 58 d）、拔节期（播种
后 108 d）、孕穗期（播种后 134 d）、成熟期（播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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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细菌数量随控释氮肥掺混比例的增加而逐渐降

2.1.2

土壤放线菌

低，但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拔节至成熟期，小麦季

由表 2 可以看出，各施氮处理可以显著提高土

土壤细菌数量均随控释氮肥掺混比例的增加而先

壤放线菌数量，且小麦、水稻全生育期内，放线菌

升高后降低，且拔节期以 T3 处理最高，孕穗期和

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小麦分蘖期，单施尿素

成熟期以 T4 处理最多，孕穗期 T4 处理较 T1 和 T6

T1 处理最多，且控释氮肥掺混比例越高，土壤放

处理分别提高了 30.22%、15.97%，成熟期，掺混

线菌数量越低；拔节至成熟期，峰值随控释氮肥掺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比单施尿素 T1 处理显著

混比例增加逐渐后移，依次为 T4（拔节期）、T5（孕

提高 39.12% ～ 44.12%。

穗期）、T6 处理（成熟期）；孕穗至成熟期，掺混

水稻季分蘖期，土壤细菌数量随控释氮肥掺
混 比 例 的 增 加 而 递 减，T1 处 理 显 著 高 于 控 释 掺

4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土壤放线菌数量明显高
于其余处理，且彼此间无显著差异。

混 氮 肥 处 理； 拔 节 至 成 熟 期， 土 壤 细 菌 数 量 随

水稻分蘖期，单施尿素 T1 处理较掺混 40% 及

控 释 氮 肥 掺 混 比 例 的 增 加 而 先 上 升 后 下 降， 均

以上控释氮肥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放线菌数量；拔

在 T4 处理达到峰值，较单施尿素 T1 处理提高了

节期，土壤放线菌数量随控氮比增加而先升高后下

54.36% ～ 66.96%，较单施控释氮肥 T6 处理提高

降，以 T3 处理最高，T4 处理次之，较单施尿素 T1

19.47% ～ 69.92%；拔节期 T3 和 T4 处理处于较优

处 理 分 别 显 著 提 高 23.15%（T3）、13.98%（T4）；

水平，而孕穗期则以 T4 和 T5 处理最多，成熟期掺

孕穗至成熟期，掺混 2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较

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均显著高于单施尿素

其余处理明显增加了放线菌数量，其中 T3 和 T4 处

T1 处理。

理处于较优水平。
表2

处理
小麦

水稻

2.1.3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放线菌数量的影响

（105 cfu·g-1）

分蘖期

拔节期

孕穗期

成熟期

CK

  2.29±0.48d

  4.26±0.47c

  4.85±0.46e

  5.02±0.86d

T1

  5.15±0.42a

  5.46±0.47bc

  6.02±1.09de

  7.18±0.37c

T2

  5.06±0.36a

  5.26±0.26bc

  6.74±1.37cde

  7.42±0.22c

T3

  4.35±0.72ab

  6.23±0.51ab

  7.54±0.63bcd

  8.78±1.24bc

T4

  4.06±0.26bc

  7.85±0.77a

  8.61±0.92abc

  9.90±0.85ab

T5

  3.33±0.32c

  7.35±1.24a

10.17±0.86a

10.36±0.86ab

T6

  3.29±0.29c

  6.25±0.31ab

  9.06±1.10ab

11.58±1.39a

CK

19.20±1.88c

24.38±1.81d

22.34±1.97d

27.28±1.31d

T1

28.29±1.48a

30.54±0.68c

27.74±1.25bc

35.84±1.49bc

T2

26.71±1.26ab

29.93±0.77c

25.93±1.85c

34.47±3.32c

T3

26.94±1.48ab

37.61±1.90a

32.25±1.86a

43.14±2.24a

T4

23.13±1.74b

34.81±1.36b

32.23±1.21a

42.13±2.91a

T5

23.82±2.24b

33.45±1.98bc

30.07±1.39ab

39.60±1.81ab

T6

22.92±0.31b

31.74±1.94bc

29.54±1.22ab

40.09±1.87a

土壤真菌

水稻分蘖期，单施尿素 T1 处理土壤真菌数量

由表 3 可知，施氮处理比 CK 处理显著提高小

最丰富，与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差异显

麦、水稻土壤真菌数量。小麦分蘖至拔节期，土壤

著，且控释掺混氮肥比例越高真菌数量越低；拔节

真菌数量分别以 T1 和 T3 处理较多，但各施氮处理

期，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显著高于其余

间无显著差异；孕穗至成熟期，土壤真菌数量基本

处理；孕穗至成熟期，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

持平，随控释氮肥掺混比例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

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均处于较优水平，其中以掺混

趋势，以 T3、T4 处理最优，显著高于单施控释氮

80% 控释氮肥处理数量最多，较单施尿素 T1 处理

肥 T6 处理。

显著提高了 56.92% ～ 89.0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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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处理
小麦

水稻

2.2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真菌数量的影响

分蘖期

拔节期

孕穗期

成熟期

CK

1.96±0.13b

2.15±0.13b

2.86±0.20c

2.57±0.05e

T1

2.88±0.35a

3.05±0.22a

3.43±0.06b

3.64±0.20bc

T2

2.70±0.33a

3.30±0.19a

3.34±0.08b

3.39±0.13cd

T3

2.73±0.26a

3.55±0.42a

4.11±0.29a

4.10±0.19a

T4

2.58±0.17a

3.30±0.53a

3.84±0.12a

3.89±0.15ab

T5

2.54±0.14a

2.95±0.10ab

3.22±0.10b

3.34±0.11cd

T6

2.37±0.18ab

2.79±0.05ab

3.15±0.15b

3.16±0.17d

CK

2.55±0.19d

2.28±0.30c

1.75±0.34c

1.11±0.15d

T1

4.29±0.17a

3.46±0.16b

2.60±0.21b

1.65±0.13c

T2

3.93±0.25ab

3.62±0.35b

2.94±0.29b

1.59±0.09c

T3

3.88±0.24ab

3.91±0.55b

2.70±0.10b

2.81±0.41a

T4

3.67±0.17bc

4.61±0.29a

3.64±0.39ab

3.05±0.19a

T5

3.71±0.21bc

4.87±0.45a

4.08±0.94a

3.12±0.28a

T6

3.41±0.10c

4.82±0.22a

3.47±0.16ab

2.14±0.24b

不同处理对氮转化细菌的影响

2.2.1

（104 cfu·g-1）

土壤氨化细菌

处 理 相 对 最 高， 较 其 余 施 氮 处 理 提 高 39.67% ～
96.14%。

由 图 1 可 以 看 出， 施 氮 处 理 较 CK 处 理 可 有

水稻季土壤氨化细菌数量整体呈先上升后下

效提高小麦、水稻全生育期土壤氨化细菌数量。

降趋势，在拔节期出现拐点。分蘖期，各施氮处

小 麦 分 蘖 期， 单 施 尿 素 T1 处 理 土 壤 氨 化 细 菌 数

理间土壤氨化细菌数量差异较小；随生育期的推

量明显高于其余处理，但随生育期的进程持续下

进，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氨化细菌数量

降；拔节至孕穗期，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

明显较高，与单施尿素 T1 处理相比在孕穗期和成

理氨化细菌数量小幅上升，明显高于其余施氮处

熟 期 分 别 提 高 了 25.38% ～ 40.33% 和 40.66% ～

理；成熟期，土壤氨化细菌数量呈下降趋势，T4

58.58%。

图1

2.2.2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氨化细菌数量的影响

土壤硝化细菌

显的提高；孕穗期，T1 处理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

由图 2 可以看出，小麦季土壤硝化细菌数量整

势，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较单施尿素 T1

体呈先升高后稳定趋势，水稻季则在孕穗期有较为

处理提高 32.23% ～ 53.17%；成熟期，T4 处理土壤

明显的峰值，且施氮均能明显提高两季土壤硝化细

硝化细菌数量达到最多，较 T1 处理提高 23.84%。

菌数量。小麦分蘖期各施氮处理间差异较小；拔节

单施尿素 T1 处理和掺混 10% 控释氮肥 T2 处

期以 T4 和 T6 处理最多，较单施尿素 T1 处理有明

理水稻季硝化细菌数量在分蘖期相对最多，但在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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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明显下降，在生育中后期也相对较低；掺混

量在成熟期略微下降，掺混 40% ～ 100% 控释氮肥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在生育中后期硝化细菌数

处理仍处于较高水平，较单施尿素 T1 处理提高了

量明显较高，且彼此间差异较小；土壤硝化细菌数

26.61% ～ 48.62%。

图2

2.2.3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硝化细菌数量的影响

土壤反硝化细菌

较小或基本持平，反硝化细菌数量仍处于较高水平。

由图 3 可知，与 CK 相比，施氮处理可有效提高

由图 3 可以看出，水稻季，单施尿素 T1 处理

小麦、水稻全生育期土壤反硝化细菌数量。T1、T2

反硝化细菌数量在分蘖期最多，并随生育期的推进

处理反硝化细菌数量在小麦分蘖期最高，但随生育期

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

的推进有下降趋势，且 T1 比 T2 处理下降幅度大；掺

处理则呈先上升后下降规律，在孕穗期出现峰值，

混 2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反硝化细菌数量呈先上

以 T6 处理最高，较 T1 提高了 56.94%。孕穗至成

升后下降规律，除 T5 处理外均在拔节期出现拐点；

熟期，掺混 8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反硝化细菌

孕穗至成熟期，掺混 8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降幅

数量较高，且二者差异较小。

图3

2.3
2.3.1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反硝化细菌数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脲酶活性
从图 4 可以看出，与 CK 相比，各施氮处理有

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在拔节至成熟期较其
余处理有明显的提高，均以 T4 处理脲酶活性最高，
较单施尿素 T1 处理提高了 28.70% ～ 69.00%。

利于提高小麦、水稻各生育期土壤脲酶活性。小麦

从图 4 可知，水稻分蘖期，单施尿素 T1 处理

全生育期，脲酶活性呈先上升后下降规律，在拔节

脲酶活性最高，控释氮肥掺混比例越高脲酶活性越

期出现拐点。分蘖期土壤脲酶活性随控释氮肥掺混

低；拔节至成熟期，除单施尿素 T1 处理不断下降

比例增加而呈下降趋势，单施尿素 T1 处理相对最

外，其余处理呈先上升后下降规律，在孕穗期出

高，但在生育中后期均低于控释掺混氮肥处理；掺

现峰值，以 T4 处理脲酶活性最高；成熟期，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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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脲酶活性的影响

4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为较优水平，各处理间

处理差异较小，均明显改善蛋白酶活性，孕穗期较

差异不大，其中 T4 处理脲酶活性相对较大，较单

T1 处理提高了 27.89% ～ 30.74%。

施尿素 T1 处理提高 23.27%。
2.3.2

水稻全生育期内土壤蛋白酶活性呈现先上升后

土壤蛋白酶活性

下降规律，在孕穗期出现拐点。分蘖至拔节期，掺

从图 5 可以看出，施氮处理较 CK 处理明显改

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蛋白酶活性增长明显，

善小麦、水稻土壤蛋白酶活性。小麦全生育期，土

单施尿素 T1 处理上升幅度相对较小；拔节至孕穗

壤蛋白酶活性均在孕穗期达到最高后下降，控释掺

期掺混 4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与 T1 处理相比，

混氮肥处理与 T1 处理相比，前期增长幅度更大，

分 别 提 高 了 8.37% ～ 17.05%、7.39% ～ 13.84%；

后期下降更平缓；单施尿素 T1 处理小麦季土壤蛋

成熟期蛋白酶活性以 T4 处理最高，但掺混 40% 及

白酶活性除在分蘖期外，均明显低于控释掺混氮肥

以上控释氮肥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处理；拔节至成熟期，掺混 40% ～ 100% 控释氮肥

图5

2.4

不同处理对小麦季和水稻季土壤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数量与酶活性相关性分析

酶、水稻脲酶活性呈极显著相关关系，与小麦脲

由表 4 可以看出，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酶活

酶、水稻蛋白酶活性则无显著相关性。土壤氮转化

性基本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土壤细菌数量与小

功能菌中，土壤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

麦季脲酶、蛋白酶及水稻季脲酶活性相关程度较

数量与脲酶、蛋白酶活性相关性均较强，除水稻反

高，达到极显著水平，与水稻蛋白酶活性则无显著

硝化细菌与蛋白酶活性显著相关外，其余因子间均

相关性。土壤放线菌数量与小麦蛋白酶活性相关性

呈极显著相关关系。从不同作物来看，小麦土壤微

达到极显著水平；与小麦季土壤脲酶和水稻季土壤

生物与酶活性相关性较强，尤其与蛋白酶的相关性

蛋白酶活性相关性显著，但与水稻季土壤脲酶活性

均达到极显著性水平；水稻土壤微生物则与脲酶活

则无显著相关性。土壤真菌数量与小麦季土壤蛋白

性相关性较强，与蛋白酶相关性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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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项目
小麦

水稻

细菌

放线菌

**

脲酶

0.746

蛋白酶

0.838**

脲酶

0.780

蛋白酶

0.303

土壤微生物数量与酶活性的相关系数
0.400

真菌

*

0.347

0.903**

**

氨化细菌
0.646

**

硝化细菌
0.781

反硝化细菌

**

0.741**

0.708**

0.480**

0.817**

0.635**

**

**

**

0.762**

0.003

0.681

0.375*

0.134

0.711

0.663**

0.560

0.788**

0.389*

注：**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n=28。

3

育期提供大量氮素，充足的底物有效刺激了微生物

讨论

的生命活动，提高代谢速率［31］。

土壤有机质形成与养分转化均有微生物参
与，土壤微生物数量与土壤质量和肥力高低密切相
关

［17-18］

。同时，微生物活动需要土壤提供养分，

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功能直接影响土壤酶活性，
土壤酶催化土壤中各种生物化学过程，为微生物的
生长繁殖建立基础［32-33］。土壤酶参与土壤肥力形

科学施氮能有效供给氮素营养［19］。本试验中，小

成和演化的全过程［34-35］，施入土壤中的尿素仅在

麦、水稻全生育期土壤微生物数量总体呈现先上升

脲酶作用下水解，为植物提供氮源［36］；土壤蛋白

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生育中期根系分泌物增

酶能水解各种蛋白质和肽链化合物，与土壤氮素转

［20-21］

。与不施氮 CK

换密切相关［37］。本研究显示，小麦和水稻全生育

相比，施氮处理均可有效提高小麦、水稻土壤微生

期脲酶和蛋白酶活性变化相似，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物数量，表明施氮处理可促进土壤微生物生长繁

规律，这与冯爱青等［38］的研究结果类似，这可能

殖［22］。小麦、水稻分蘖期，土壤微生物数量以单

是因为土壤酶主要来源于植物根系分泌物和土壤微

施尿素 T1 相对较高，且随控释氮肥掺混比例增加

生物［39-41］，而生育中期微生物活动旺盛，根系分

而减少，这可能是由于尿素的快速供氮，在作物生

泌物增多。本研究中，单施尿素 T1 处理明显增加

多及温度升高利于微生物活动

［23］

了小麦、水稻分蘖期脲酶活性，但尿素水解过快易

［24］

，

造成氮素的损失。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

且控释氮肥掺混比例越高，氮素释放速率越慢。

脲酶活性在小麦拔节期明显提高，可能是因为控释

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单施尿素 T1 处理续氮能力降

氮肥延长了尿素水解周期，也可能受到了氮素功能

育前期土壤养分充足，刺激微生物生长繁殖

而控释氮肥则在该时期有效抑制了氮素的释放

；

［25］

低

，而掺混 20% ～ 80% 控释氮肥处理逐渐表现

菌的影响［42］。本研究对土壤蛋白酶活性分析表明，

出优势，其中以掺混 40% 控释氮肥处理最优，可

掺混 40% 控释氮肥在小麦、水稻分蘖至拔节期均

能是由于该处理更能综合速效、控释氮肥的优点，

高于掺混 8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而在孕穗至

达到“前保后释”的效果，使作物生育期内的氮素

成熟期三者均处于较高水平且差异不大，这可能是

［26］

，从而为微生物营造了适宜的

因为掺混 40% 控释氮肥处理在前期可利用相对较

。氮转化细菌直接参与氮素养分循

多的尿素水解供氮，在后期则利用适宜的控释氮肥

供应持续且充足
［27-28］

生长环境

［29］

，而控释

延长肥效周期，以基本达到高比例掺混控释氮肥的

氮肥有效延长了氮素释放周期，本试验条件下掺混

效果，体现出较好的保肥效果，这与罗兰芳等［43］

4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氨化、硝化细菌数量除

研究结果一致。与小麦季相比，水稻季土壤蛋白酶

小麦、水稻分蘖期外，均高于其余处理；反硝化细

活性相对较高，这可能与蛋白酶在湿润条件下水解

菌数量在作物生育中后期则以掺混 80% ～ 100% 控

能力较高有关。王淑英等［44］研究表明，土壤微生

释氮肥处理最高，其可能原因是中后期土壤硝态氮

物活动的增强促进酶活性的提高，本研究发现，小

丰富，利于反硝化细菌生长，打破了氮转化菌群结

麦、水稻拔节至成熟期土壤氮转化细菌和酶活性

构平衡，增强了土壤反硝化作用强度，加大氮素损

均以掺混 40% ～ 100% 控释氮肥处理较好，其变化

环，其活跃度随供氮能力强弱而变化

［30］

失，降低氮素利用率

。综合来看，掺混 40% 控

趋势大体一致，与陶磊等［45］研究结果类似。可见，

释氮肥处理既可以在作物生长前期提供维持作物生

相较其余施氮处理，掺混 40% 及以上控释氮肥处理

长所需的氮素水平，也可在作物快速生长的关键生

不仅能有效提高作物生育中后期土壤脲酶活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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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酶活性也处于较高水平，有效促进土壤氮素转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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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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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rolled release blend bulk urea on soil microorganism and enzyme activity in rice and wheat rotation
LI Xin-yue1，WANG Chang-quan1，LI Bing1*，HE Jie1，LI Yu-hao1，ZHANG Jing-sheng1，LIANG Jing-yue1，CHEN
Lan1，YIN Bin2（1．College of Resources，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1130；2．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Jiangsu 210008）
Abstract：A pot experiment of wheat-rice rotation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CRF）combined with urea（UR）on the soil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Dynamic changes of soil microorganism and
enzyme activity in rice and wheat season were measured in seven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including no fertilization，routine
fertilization，10%CRF+90%UR，20%CRF+80%UR，40%CRF+60%UR，80%CRF+20%UR，and 100%CRF，which
recorded as CK，T1，T2，T3，T4，T5 and T6，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bacteria and
actinomycetes in T4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1 treatment with 30.22% ～ 44.12%（wheat season）
and 13.98% ～ 66.96%（rice season），respectively，the amount of fungi were the highest in treatments of 20% ～ 80%
CRF，in jointing to mature stage of rice and wheat．The amount of soil ammonifiers，nitrifiers and denitrifiers were the
highest in T1 treatment during tillering stage．However，after jointing stage，the amount of soil ammonifiers and nitrifiers
were the highest in treatments of 40% or above CRF while the denitrifying bacterias were the most with 80% ～ 100% CRF．
During jointing to mature stage，the treatments of 40% or above CRF in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soil urease and protease，in
particular，the T4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The activity of soil protease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bacteria and
fungi in wheat season，but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in rice season．The soil enzyme activity showed significant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soil ammonifiers，nitrifiers and denitrifiers．In conclusion，blending properly controlled-release
nitrogen fertilizer（the treatments of 20% ～ 80% CRF）effectively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bacteria，actinomycetes，fungi
and bacteria participating in nitrogen transformation，and enhanced activities of urease and protease during the mid-late
growing stages of wheat and rice．Therefore，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were improved，and soil nutrient release
was promoted，among which 40% CRF was the best treatment.
Key words：controlled-release nitrogen fertilizer；wheat-rice rotation；soil microorganism；soil 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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