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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揭示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在水稻上的施用效果，特别是降低田面水中氮素浓度、防控水稻氮素面源污

染的效果，采用田间小区试验，对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水稻产量、吸氮量、田面水中氮素形态及浓度的影响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尿素处理相比，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处理的水稻籽粒产量和吸氮量分别增加 2.9% 和
10.5%，且有一定的增加单穗实粒数和千粒重的作用。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处理施肥后初期（基肥后 1 ～ 7 d，分
蘖肥后 1 ～ 5 d，穗肥后 1 ～ 3 d）田面水中 TN、NH4+-N、NO3- -N 的平均浓度分别比普通尿素处理低 10.6%、
11.1%、5.4%，但二者田面水中 TN、NH4+-N、NO3- -N 浓度的动态变化规律基本一致，且二者田面水中 NH4+N/TN、NO3- -N/TN 没有差异。因此，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水稻有一定的增产和促进氮素吸收的作用，同时会降低
稻田田面水中氮素浓度，是一种可以用于防控稻田氮素流失，并能保障水稻产量的新型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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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约 0.3
2

亿 hm ，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40%。水稻氮肥用

的施用效果，特别是对稻田田面水中氮素浓度影响
的研究较少。

［1］

量约占世界氮肥消耗总量的 7%

，但其氮肥当季
［2］

由于单独施用或者在施用尿素时人工添加聚天

。水稻

门冬氨酸，不仅费时费力，也不利于其作用的发

氮肥利用率较低，不仅会造成氮肥的浪费，同时也

挥。普通聚天门冬氨酸性能有限，因此通过改性能

会导致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要防控水稻氮素面源

来提升其对氮素等养分的吸附能力。聚天门冬氨酸

污染，途径之一是降低田面水中氮素浓度，因为田

尿素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水稻主产区氮磷流

利用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 30% 左右

［3］

面水中氮素是水稻氮素损失的直接来源

。因此，

失综合防控技术与产品研发”支持下研发的由改性

研究能降低水稻田面水中氮素浓度的新材料或者新

聚天门冬氨酸和尿素制成的新型肥料。本研究通过

型肥料，对防控稻田氮素面源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大田试验，研究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水稻田面水中

聚天冬氨酸是一类可完全生物降解的绿色聚合
［4-6］

物

，具有良好的螯合、吸附等性能，常被用作

肥料增效剂和缓释剂

［7-8］

。较多的研究表明，聚天

冬氨酸对玉米、小麦等旱地作物有增产，促进养分
吸收的作用

［9-11］

。但是，对聚天门冬氨酸在水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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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形态及浓度、产量及养分吸收的影响，以期揭
示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在水稻上的增产减排效果，进
而为提高我国水稻氮肥利用率，防控氮素面源污染
提供技术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概况
本试验于 2019 年 6 月至 9 月在湖北省安陆市

洑水镇车站村进行。试验点所在区域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年均降水量 1 084.4 mm，年均气温 16.2

qq.com。

℃，全年无霜期约 246 d。土壤为黄棕壤发育的水

通讯作者：张富林，E-mail：fulinzhang@126.com。

稻土。试验初期耕层土壤基本理化性质：pH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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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 11.35 g·kg-1，全氮 1.43 g·kg-1，全磷 0.37
g·kg-1，全钾 13.22 g·kg-1，碱解氮 88.62 mg·kg-1，

2

有效磷 7.67 mg·kg-1，速效钾 74.40 mg·kg-1，硝态

2.1

-1

-1

氮 14.14 mg·kg ，铵态氮 4.59 mg·kg 。
1.2

结果与分析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

子的影响
从产量结果可知（表 1），不施肥处理水稻籽

试验设计
大 田 试 验， 设 不 施 肥（NF）、 普 通 尿 素

粒产量为 7 295.7 kg·hm-2，施肥后产量明显增加，

（CU）、聚天门冬氨酸尿素（PU）3 个处理，每个

而且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处理的产量比普通尿素处理

处理 3 次重复，共 9 个小区，每个处理小区面积为

略高，增产 2.9%，但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 ＞

2

20 m ，随机区组排列。不施肥处理不施用任何肥

0.05）。进一步对产量构成因子分析，发现与普通

料，普通尿素和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处理的氮（N）、

尿素处理相比，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水稻单株有效

磷（P2O5）、钾（K2O）肥的施用量相同，分别为

穗数没有明显影响，但对单穗实粒数和千粒重有增

-2

N165、P2O5 90、K2O 120 kg·hm 。聚天门冬氨酸

加的作用，但增加作用不显著。

尿素是由改性聚天门冬氨酸和尿素制成，其中改性

表1

聚天门冬氨酸的含量为 0.3%，氮含量为 46.1%。改
性聚天门冬氨酸是由马来酸酐和氨水为原料，采用
侧链改性的方法制备。磷肥和钾肥均为普钙和氯
化钾。
氮 肥 分 基 肥（40%）、 分 蘖 肥（30%） 和 穗
肥（30%）施用；磷肥全部作为基肥施用；钾肥分
基肥（50%）和穗肥（50%）施用。基肥全小区撒
施，施后再耖田一次；分蘖肥和穗肥全小区撒施。

不同处理水稻籽粒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

籽粒产量

单株有效穗数

单穗实粒数

千粒重

（kg·hm-2）

（穗）

（粒）

（g）

NF

7 295.7±467.6b

7.4±0.8a

158.2±1.8b

28.9±0.4b

CU

9 133.3±689.3a

8.0±1.7a

176.8±6.1a

29.8±0.6ab

PU

9 401.2±376.2a

7.9±0.7a

185.4±8.0a

30.4±0.3a

处理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 P<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2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水稻氮吸收的影响

基肥、分蘖肥和穗肥的施用时间分别为 6 月 6 日、

对水稻吸氮量分析可知，NF 处理水稻籽粒和

6 月 14 日、7 月 21 日。水稻品种为晶两优黄莉占，

秸秆吸氮量分别为 59.4 和 25.4 kg·hm-2，总吸氮量

按 16.7 cm × 26.7 cm 的密度人工栽秧，每蔸 2 株。

为 84.8 kg·hm-2。施肥后水稻各部分的吸氮量均明

试验于 6 月 6 日移栽，9 月 23 日收获。试验过程

显增加，而且与 CU 处理相比，PU 处理各部分吸

中水分管理按当地习惯进行，群体 80% 够苗后自

氮量均有增加的趋势，籽粒、秸秆及总吸氮量分别

然断水晒田，收获前一周自然断水。

增加 8.7%、15.9% 和 10.5%，但二者之间差异不显

1.3

著（图 1）。

样品采集与测试
田面水氮素浓度：每次施肥后动态采集田面水

水样，施肥后 10 d 内每 2 d 取一次，而后每 5 d 取
一次样，每天 10：00 取样，每个小区采集 5 个样
点，混合后测定总氮（TN）、硝态氮（NO3--N）和
铵态氮（NH4+-N）。TN 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测定，NO3--N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定，NH4+-N 采用靛酚蓝比色法测定。
水稻产量：田间小区实打实收。
产量构成因子：在收获前，每个小区田间选
30 株水稻调查有效穗数，每小区按其平均有效穗
数采集考种样，测定单穗实粒数和千粒重。

图1

植株全氮含量：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1.4

不同处理水稻籽粒和秸秆吸氮量

数据处理

2.3

数据分析和绘图采用 Excel 2019、SPSS 11.5 进

2.3.1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田面水中氮素浓度的影响

行，差异显著分析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进行。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田面水中氮素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PU 和 CU 处理氮素浓度的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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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一致。田面水中 TN 浓度均在每次施肥后
+

1 d 达到峰值，而后逐渐降低。NH4 -N 浓度在施基

2.3.2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对田面水中氮素形态构成

的影响

肥和分蘖肥后均先增加而后逐渐降低，施穗肥后立

对氮素形态构成分析可知（表 2），在不施氮

即达到峰值而后逐渐降低，直至与不施肥基本接

肥条件下，稻田田面水中氮素以 NO3--N 为主，占

近。NO3--N 的浓度在施基肥后逐渐上升，施分蘖

TN 的比例高达 63.6%，而 NH4+-N 仅为 16.1%；但

肥后 5 d 达到峰值而后迅速降低至与不施肥基本相

在施氮条件下，均是 NH4+-N 占比要高于 NO3--N，

同，施穗肥后浓度基本稳定在 1 mg·L-1 左右，并

而且不论是 NO3--N 还是 NH4+-N，PU 处理的占比

与不施肥处理基本相同。施基肥和分蘖肥后 TN、

均与 CU 基本相同，二者 NO3--N 占 TN 的比重分别

NH4+-N、NO3--N 浓度明显高于施穗肥后的浓度。

为 15.0% 和 14.3%，NH4+-N 占 比 分 别 为 36.3% 和

但与普通尿素相比，聚天门冬氨酸尿素能降低

35.4%。

施肥后初期（施基肥后 1 ～ 7 d，分蘖肥后 1 ～ 5 d，

表2

穗肥后 1 ～ 3 d）田面水中氮素浓度。3 次施肥后初
+
4

3

期，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处理的 TN、NH -N、NO -N
平均浓度分别为 34.2、12.0、4.5 mg·L-1，分别比 CU
处理低 10.6%、11.1%、5.4%（图 2）。

不同处理田面水中氮素形态构成 （%）

处理

NO3--N/TN

NH4+-N/TN

NF

63.6±7.6 a

16.1±7.6 b

CU

14.3±0.9 b

36.3±4.3 a

PU

15.0±2.2 b

35.4±0.7 a

注：表内数值为基肥、分蘖肥和穗肥施用后 7 d 内测定数据的平
均值。

3
3.1

讨论
水稻产量及氮素吸收
聚天门冬氨酸是由天门冬氨酸单体的羧基和氨

基进行分子间脱水缩合而成，是一种环境友好、可
完全生物降解的氨基酸类聚合物。聚天门冬氨酸具
有良好的螯合、吸附等性能，可吸附氮素等养分元
素供给植物，有助于植物对肥料养分的吸收，促进
农作物生长，因而在农业生产中常被用作肥料增效
剂和缓释剂［7-8］。但普通聚天门冬氨酸性能有限，
通过改性将聚天门冬氨酸分子链上引入官能团，使
原来主链上无活性基团的聚合物功能化，或者改变
聚天门冬氨酸分子链的空间分布，延长分子链或
形成三维网状结构［12-14］，改性后的聚天门冬氨酸
效能显著增强。本研究中的聚天门冬氨酸尿素是由
改性聚天门冬氨酸和尿素制成的新型肥料，本改性
聚天门冬氨酸具有分子量大、侧链长、螯合基团较
多、降解时间长等特性，对氮素等养分的吸附能力
更为突出。
已有关于聚天门冬氨酸对作物生长发育及养分
吸收的研究表明，聚天门冬氨酸有促进玉米［9-10］、
小麦［11］等作物养分吸收、增加产量的作用。但聚
天门冬氨酸对水稻生长影响的研究较少。在对东北
单季稻上的研究表明，聚天门冬氨酸 / 盐的施用有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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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水稻生长及产量提高，水稻株高、有效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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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产量和籽粒产量以及氮、磷、钾养分吸收量均

肥后 NH4+-N 浓度显著低于施基肥和分蘖肥后的浓

表现出增加趋势，其中改性聚天门冬氨酸钙盐能使

度，则与施肥时土壤水分含量差异有关。穗肥是在

水稻株高、有效穗数、秸秆产量及籽粒氮含量分别

水稻晒田结束后施用，施穗肥时的土壤水分含量远

增加 12.0%、13.8%、9.3%、8.3%， 氮肥表观利用

低于施基肥和孽肥，穗肥中的很多氮素会随水进入

率提高了 8.4%

［15］

。在江苏南通的研究表明，聚天

门冬氨酸能增加单穗实粒数和千粒重，能使水稻增
［16］

土壤中，因而施穗肥后田面水中 NH4+-N 浓度就明
显较低。本研究中，不论是 PU 处理还是 CU 处理，

。本研究中，聚天门冬氨酸尿

NH4+-N 浓度在施基肥和分蘖肥后都是先增加后降

素处理的产量比普通尿素处理的高 2.9%，并有一

低，但施穗肥后立即达到最大，而后迅速降低，且

定的增加水稻单穗实粒数和千粒重的作用，但对水

施穗肥后的浓度明显低于施基肥和分蘖肥（图 2）。

稻有效穗数没有明显影响（表 1），聚天门冬氨酸

此外，本研究中 PU 处理和 CU 处理的 NO3--N 浓度

尿素处理水稻吸氮量增加 10.5%（图 1）。这表明，

动态变化规律也相同（图 2）。由此可见，施用聚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有一定的增加水稻单穗实粒数和

天门冬氨酸尿素并不会对田面水中不同形态氮素的

千粒重，进而增产的作用，也有一定的促进水稻氮

动态变化规律产生影响。

产 5.1% ～ 6.3%

徐嘉翼等［15］在辽宁水稻上的研究表明，添加

素吸收的作用。
田面水中氮素形态及动态变化

聚天门冬氨酸 / 盐可以降低施尿素后初期田面水

有研究表明，在不施氮条件下，田面水中氮素

中 TN、NH4+-N、NO3--N 浓度。本研究也表明，聚

以 NO3--N 为主，占 TN 的比例高达 35.4%［17］，但

天门冬氨酸尿素处理 3 次施肥后初期（施基肥后

3.2

［17-19］

+

在施氮条件下，NH4 -N 是主要存在形态

，占
+

1 ～ 7 d，分蘖肥后 1 ～ 5 d，穗肥后 1 ～ 3 d）田

TN 的比例在 44.7% 以上，本研究也表明，NH4 -N

面水中 TN、NH4+-N、NO3--N 平均浓度分别比普通

是稻田的主要存在形态，占 TN 的比重高达 35% 以

尿素处理低 10.6%、11.1%、5.4%（图 2）。这表明，

上，而且 PU 与 CU 处理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表 2）。

与普通尿素相比，聚天门冬氨酸尿素可以降低田面

这表明，施用聚天门冬氨酸尿素不会对田面水中氮

水氮素浓度。聚天门冬氨酸尿素之所以能降低田面

素形态构成产生影响。

水中氮素浓度，与聚天门冬氨酸有较强的络合、吸

以往研究表明，施用尿素后，稻田田面水中
TN 浓度立即达到峰值，而后逐渐降低

［3，19-22］

，而

附能力有关，聚天门冬氨酸 / 盐对养分离子的交换
吸附力约为土壤胶体的 100 倍［8］。

且施穗肥 TN 浓度降低速度更快，其浓度也显著低
［17］

综上可知，聚天门冬氨酸尿素会降低田面水中

。本研究中 PU 处理和 CU 处

氮素的浓度，但不会对田面水中氮素的形态构成和

理施肥后田面水中 TN 的变化规律均与以往研究结

动态规律产生影响。又因田面水中氮素是稻田氮素

果类似（图 2）。因氨挥发是稻田氮素的重要损失

损失的直接来源［8］，因此，施用聚天门冬氨酸尿

于施基肥和分蘖肥

途径

［23-27］

+

，且与田面水中 NH4 -N 浓度关系密切，
+

因而有大量关于施尿素后田面水中 NH4 -N 浓度变
化规律的研究。有研究表明，田面水中 NH4+-N 浓
度是先升高而后迅速降低［3，21-22］，但也有研究表
+

明，NH4 -N 浓度在施肥后就立即达到峰值

［18-19］

，

也有研究表明，田面水中 NH4+-N 在施基肥和分蘖
肥是先升高后降低，但施穗肥后立即达到峰值而
+

后迅速降低，而且施穗肥后 NH4 -N 浓度显著低于
施基肥和分蘖肥的浓度

［17］

。不同研究中，稻田田

+

素可以对防控稻田氮素流失有一定的作用。

4

结论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会降低施肥后初期田面水中

TN、NH4+-N、NO－
3 -N 的浓度，但不会对田面水中
氮素的形态构成和动态规律产生影响。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有一定的促进水稻氮素
吸 收 的 作 用， 能 使 水 稻 吸 氮 量 较 普 通 尿 素 增 加
10.5%。

面水中 NH4 -N 浓度动态变化规律的差异，可能主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有一定的增产作用，能使水

要与气温有关。如果施肥时，气温低，脲酶活性

稻籽粒产量比普通尿素增加 2.9%，且主要通过增

+

就低，尿素水解慢，田面水中 NH4 -N 浓度会呈现
先增加后降低的特点。如果气温较高，尿素水解
快，则会呈现立即达到峰值而后降低的特点。施穗

加单穗实粒数和千粒重实现。
聚天门冬氨酸尿素是一种可以用于防控稻田氮
素流失，并能保障水稻产量的新型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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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 deriv-ative and evaluation of its corrosion and scale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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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lyaspartic-urea on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water and yield of rice
NI Cheng-fan1，ZHANG Fu-lin1*，WU Mao-qian 1，XIA Ying1，ZHANG Zhi-yi 1，LIU Dong-bi1，FAN Xian-peng 1，
XIONG Gui-yun1，MA Lu2，GAO Li3（1．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and Soil Fertilizer，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tional Station for Qianjiang Agro-Environment/Hube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Qianjiang Scientific Observing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Agro-Environment and Arable Land
Conservation，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Hube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Control，Wuhan Hubei 430064；2．Soil and Fertilizer Station of Ezhou，Ezhou Hubei 436000；3．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tation of Xishui，Xishui Hubei 438200）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lyaspartic-urea on rice，especially the effect of reducing N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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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nd controlling 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rice，a field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how polyasparticurea affects the changes of N concentration in paddy field surface water，the yield and N uptake of rice．Samples of paddy
field surface water were collected continuously after each fertilizer application for analysis of total N（TN），NH4+-N and
NO3--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ain yield of polyaspartic-urea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on urea by 2.9%，
and i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ffective panicle number，but c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grains per panicle and
1 000 grain weight to a certain degree．In addition，N uptake of polyaspartic-urea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on
urea by 10.5%．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TN，NH4+-N，and NO3- -N in the surface water of polyaspartic-urea were
10.6%，11.1% and 5.4% lower than that of common urea treatment in the early stage（1 ～ 7 days after basal fertilizer，1 ～ 5
days after tillering fertilizer and 1 ～ 3 days after ear fertilizer）．However，the dynamic change rules of TN，NH4+-N，and
NO3- -N concentrations in the surface water of polyaspartic-urea wer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common urea，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NH4+-N/TN，NO3- -N/TN of surface water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So polyaspartic-urea can increase rice
yield and promote the absorption of nitrogen，and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in the surface water of rice field．It is
a new type of fertilizer that can be use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loss of nitrogen in rice field and ensure rice yield.
Key words：polyaspartic-urea；rice；nitrogen；forms；dynamic change；yield

更

正

《中国土壤与肥料》2020 年第 5 期的论文“丹参无土育苗营养液筛选与优化研究”，第二作者谷雨琛
应为谷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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