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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沼液、有机肥配施对稻田磷、钾损失的影响，拟明确降低稻田磷、钾元素损失的最佳配施措施。以

太湖水稻土为研究对象进行盆栽试验，设置了空白对照（CK）、常规化肥（CF），100% 沼液氮替代（N1），75%
沼液 +25% 猪粪有机肥氮替代（N2），50% 沼液＋ 50% 猪粪有机肥氮替代（N3）和 100% 猪粪有机肥氮替代
（N4）6 个处理，测定施肥后稻田田面水以及径流磷、钾浓度和流失量。结果显示，各施肥处理径流磷损失量大小
依次为 N4>N3>N1>CF>N2，其中 N4 处理最高，达到 P 44.99 kg/hm2，N2 处理最低，为 P 3.94 kg/hm2，仅为前者的
8.76%；各施肥处理径流钾损失量大小依次为 N1>N3>N4>N2>CF，最高为 N1 处理的 K 43.48 kg/hm2，最低为 CF 的
K 24.78 kg/hm2；各施肥处理产量无显著差异，处于同一水平。综合比较而言，N2 处理可在保持一定产量的基础上
显著降低径流磷、钾流失的风险，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施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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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畜禽养殖
［1-2］

境影响的相关研究不多。氮、磷、钾皆是作物生长

，其主要的废弃物处理产

所必需的营养元素，磷更是导致水体环境富营养化

物——沼液和有机肥，其规模庞大且处理困难，对

的重要因子，且据研究，以农田排放为主的农业面

业沼气工程发展迅猛

。同

源污染已成为水体中磷的主要来源［12］。因此本研

时，沼液和有机肥的施用在我国农业史上有重要地

究以太湖水稻土为目标对象进行盆栽试验，研究

位，其富含作物生长必需的多种养分及活性物质，

4 种不同配比的沼液与猪粪有机肥处理条件下氮、

生态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极大的压力

［3-4］

［5-6］

。因此，利用稻田消纳沼

磷、钾的田面水浓度及径流损失量，其中氮素损失

液和有机肥，既有效地利用了废弃物，又解决了环

已撰文归纳［13］，本文仅综合分析沼液与猪粪有机

保问题，同时也完成了作物的施肥，是我国养殖废

肥配施处理对磷、钾损失以及产量的影响，以期能

弃物处理的重要途径，猪粪有机肥和沼液配合农田

为有机肥农田合理消纳利用提供参考。

施用成为重要的利用方向。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沼液、有机肥单独施用或分别和化肥配施对

1

作物品质、农田环境的影响，如有机无机肥配施对

1.1

沼液还能补充灌溉水

川麦冬产量、品质的影响

［7］

，化肥有机肥配施对

［8］

试验于 2017 年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内露天试
验田进行，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

，还有许多科研人员也作了

该区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常年平均降水 117 d，

［9］

相关类似研究

试验地点概况

，配施对稻田氮磷及

氨挥发及玉米产量的影响
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10-11］

，而对等氮量替代条件下沼液

与有机肥配合施用时农田的养分元素流失及其对环

平均降水量 1 106.5 mm，相对湿度 76%，无霜期
237 d，年平均气温 15.4 ℃。
1.2

收稿日期：2019-11-28；录用日期：2020-01-26

试验材料
试验用土壤类型为太湖水稻土，取回后放置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8YFD0800105）；江苏省

风干，去石块后碾磨过筛。试验前土壤基本理化

自主创新资金（CX（20）2014）
。

性质：pH 6.38，有机质 18.30 g/kg，总氮含量 1.03

作者简介：周炜（1982-），男，江苏无锡人，助理研究员，硕士，
主要从事农业生态与资源环境方面研究。E-mail：zwei@jaas.ac.cn。
通讯作者：盛婧，E-mail：nkysj@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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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g，全磷含量 1.04 g/kg，速效钾含量 0.203 g/kg。
盆栽试验所用容器为定制有机玻璃圆桶，高 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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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30 cm，底部封闭，顶端开口接受降雨。桶上

CF（ 常 规 化 肥 对 照 ），N1（100% 沼 液 氮 替 代 ），

部开一径流孔，其下方至土层表面留有 6 cm 左右

N2（75% 沼液 +25% 猪粪有机肥氮替代），N3（50%

的空间用于淹水和降雨存留。桶外侧包覆隔热层，

沼 液 +50% 猪 粪 有 机 肥 氮 替 代 ），N4（100% 猪 粪

并裹以铝箔防晒。将过筛好的土壤分两层放入桶中

有机肥氮替代），每个处理 3 次重复。以 N 300 kg/

3

按容重压实：下层高 30 cm，容重 1.45 g/cm ；上层

hm2 为基准等氮量替代，各处理基肥∶蘖肥∶穗肥施

高 18 cm，容重 1.25 g/cm3。

用比例为 5∶1∶4，N∶P2O5∶K2O 施用比例为 2∶1∶1，

试验用沼液来自于江苏泰兴洋宇公司养猪场沼

不足部分磷、钾肥用化肥补足，磷、钾肥全部基

气工程，常年运行，其养分含量为总氮 1.66 g/L，

施。沼液、有机肥配施处理中猪粪有机肥作基肥，

总磷 0.128 g/L，钾 1.013 g/L；试验用猪粪有机肥来

单施有机肥处理中猪粪有机肥作基肥与追肥，猪粪

自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六合基地有机肥厂，其养

有机肥施用方式为表施。各处理肥料施用方法见

分含量为全氮 1.18%，全磷 1.89%，速效钾 1.04%。

表 1，其中沼液为液体，施用时间控制在施肥当天

供试水稻品种为南粳 9108，属迟熟中粳品种，于

给水稻盆钵补充灌溉水之前，施入沼液后即开始给

6 月 27 日移栽于圆桶中，10 月 30 日收获，全生育

各盆钵浇水至田面水层高度一致。在每次施肥后采

期合计 156 d。

集田面水样品带回实验室，测定磷、钾含量。降雨

1.3

试验设计

时收集径流，测量径流产生量，并测定其磷、钾含

试验共设 6 个处理，分别为：CK（空白对照），

量。水稻成熟时测定各处理产量。

表1

（kg/hm2）

各试验处理肥料运筹

处理

基肥

蘖肥

穗肥

CK（空白对照）

0

0

0

CF（常规化肥）

化学磷 150，化学钾 150

0

0

N1（100% 沼液氮）

沼液 + 化学磷 138.45，沼液钾 91.55

沼液磷 2.31，沼液钾 18.31

沼液磷 9.25，沼液钾 73.24

沼液磷 2.31，沼液钾 18.31

沼液磷 9.25，沼液钾 73.24

N2（75% 沼液 +25% 猪粪有机肥氮）

沼液 + 猪粪 + 化学磷 138.45，
沼液 + 猪粪钾 111.90

N3（50% 沼液 +50% 猪粪有机肥氮）

猪粪磷 240.25，猪粪钾 132.20

沼液磷 2.31，沼液钾 18.31

沼液磷 9.25，沼液钾 73.24

N4（100% 猪粪有机肥氮）

猪粪磷 240.25，猪粪钾 132.20

猪粪磷 48.05，猪粪钾 26.44

猪粪磷 192.20，猪粪钾 105.76

注：分别以 P2O5、K2O 为磷、钾肥养分单位计算肥料运筹。

1.4

测定方法
田面水及径流磷含量采用流动分析仪测

定，钾含量采用火焰光度计测定；田面水每次施
肥 后 1 d 取 样， 然 后 每 隔 2 d 左 右 取 样 1 次， 持
续 8 ～ 10 d；盆栽所用有机玻璃圆桶上部有一开
口，位于土层上方约 6 cm 处，用塑料管下接储液

2
2.1

结果与分析
水稻产量
表 2 为各处理的水稻产量数据，配施处理整体

表现为产量与施用沼液比例呈正相关。其中 CF 处
表2

容器，每次降雨产生径流，即自开口流出至储液

（kg/hm2）

水稻产量

容器中，及时采集并处理。水稻收获后人工统计

处理

产量

各处理总穗数、每穗粒数及千粒重等数据计算产

CK

8 610.75±47.56 b

量。

CF

12 752.7±17.81 a

N1

12 934.65±106.01 a

用 Excel 2016 处理数据，采用 SPSS 19.0 对数

N2

11 691.6±184.93 a

据进行统计分析，用 LSD 法比较各处理之间的差异

N3

11 205.9±25.49 ab

N4

10 876.95±106.77 ab

1.5

数据处理

（α =0.05）。

注：表中同一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 0.05 显著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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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产量为 12 752.7 kg/hm2，配施处理的产量分别为
2

峰值，且浓度整体下降速度缓慢，与 CF、N1 等处

2

理在趋势上的差别，可能是肥料缓释效果导致，而

2

N3 处理 11 205.9 kg/hm ，N4 处理 10 876.95 kg/hm ，

同时虽然其施用较高量磷肥（P2O5 240.15 kg/hm2），

但方差分析显示这 4 个处理与 CF 处理间无显著性

但峰值仍低于 CF（P2O5 150 kg/hm2）。蘖肥期各处

差异。

理均随时间推移呈磷浓度降低表现，施用猪粪有机

2.2

田面水磷浓度

肥的 N3、N4 处理其峰值出现于施肥后第 1 d，此

从整体来看（图 1），等氮量替代情况下各施

阶段 CF 未施以磷肥，而各配施肥处理仍有施用，

N1 处理 12 934.65 kg/hm ，N2 处理 11 691.6 kg/hm ，
2

肥处理田面水磷浓度基本呈随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

故 CF 浓 度 最 低； 而 N1、N2、N3 在 施 磷 量 上 相

趋势，基肥期 N3 和 N4 处理磷浓度先上升，在施

同，且施用磷肥都为沼液，趋势相同，但浓度有所

肥后第 3 d 到达最高值后再下降。基肥期中，N1 与

差异，N4 处理磷肥施用较多，浓度在本阶段最高。

CF 都为速效肥，磷浓度相近，变化趋势类似，其

穗肥期中除 N4 处理外其它处理磷浓度在施肥后第

下降幅度先大后小，其浓度自高而低；而 N2 虽施

3 d 即与 CK 无显著差异，而 N4 下降趋势虽快但缘

磷量与 N1 相等，肥源由 50% 等磷量猪粪替代沼

于总施磷量高，在穗肥末期磷浓度仍高达 P 14.07

液，但两者磷浓度差异明显，施肥后第 1 d N1 磷

mg/L，穗肥初期其他处理中最高的 N3 磷浓度仅为

浓度比 N2 高了 P 26.13 mg/L；N3 与 N4 处理其肥源

P 8.88 mg/L，且相较基肥期，两者初始浓度有一定

与用量相同，表现相近，都于施肥后第 3 d 才出现

差距，但与施磷量未呈明显关系。

图1

田面水磷浓度变化趋势

稻田径流磷流失

kg/hm2。分时期看，N4 处理与其他处理不同，其

试验期间因降水共产生 3 次径流，分别发生

基 肥 期 流 失 量 为 P 8.26 kg/hm2， 仅 占 总 流 失 量 的

于 7 月 2 日、7 月 10 日和 8 月 12 日，其磷径流量

18.22%，而以穗肥期流失量为最高，为 P 32.95 kg/

如图 2。可见，各配施处理磷流失总量从高到低依

hm2，占其总流失量的 72.67%；其它各处理多以基

次为 N4>N3>N1>N2。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较，除

肥期流失率最高，显著高于蘖肥期与穗肥期，CF、

N2 处理外，其他配施处理磷流失量都大于 CF，尤

N1、N2 和 N3 处理的基肥期流失量分别为 P 6.01、

2.3

2

以 N4 处理为最，增加 P 38.44 kg/hm ，为 CF 处理

7.02、2.96 和 9.39 kg/hm2，分别占其本身总流失量

的近 6 倍，N3、N1 处理则分别增加 P 5.65 与 2.05

的 87.09%、78.44%、68.95% 和 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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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试验期各处理磷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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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田面水钾浓度

其钾肥全部基施，全施肥期始终呈降低趋势，在基

图 3 是田面水的钾浓度变化趋势，总体看基

肥期高于其他处理，而蘖肥期低于各配施处理并持

本所有配施处理趋势相近，而穗肥期浓度峰值高

续至施肥期结束；配施处理中 N1 处理于基肥初期

出基肥期 50% 以上（K 102.88>68.43 mg/L），这与

浓度略高于其他处理，为 K 61.77 mg/L，N3、N4 处

钾肥施用量比例不同。基肥期与蘖肥期钾下降曲

理于穗肥初期略高，N3 更高于 N4（K 102.88>90.40

线较平缓，而穗肥期施肥后前 3 d 下降较快，降幅

mg/L）。综上所述，钾在稻田环境中的降幅按时期

K 50 ～ 80 mg/L，明显高于前两个时期。CF 处理因

来讲为穗肥期 > 蘖肥期 > 基肥期。

图3

2.5

田面水钾浓度变化

稻田径流钾流失

肥 期施 钾 量 N3>N2>N1， 其 基肥 期 实际 钾径流流

钾径流流失（图 4）趋势与磷有一定差异，因

失 量为 N1>N3>N2， 全施 肥 期流 失 量大 小趋势与

为肥料本身原因，钾在配施处理中施用量高于计划

基 肥 期 相 同， 具 体 数 值 为 K 45.31>44.78>31.86 kg

配比量，而磷仅在 N3 与 N4 处理中多于配比施用，

/hm2；而 N4 处理基肥期施钾量与 N3 处理相同，蘖

故配施处理所有时期都有较大的径流钾流失，与之

肥与穗肥期皆高于 N3 处理，但其基肥与穗肥期钾

相比，基施所有钾肥的 CF 处理流失量按基肥、蘖

流失量少，全试验期总流失量（K 40.95 kg/hm2）也

肥、穗肥时期流失量依次降低。按处理来看，N1、

低于 N3。

N2 与 N3 处理其蘖肥与穗肥期施钾量相同，而基

图4

2.6

试验期各处理钾径流量

hm2（流失率 2.63%），钾流失量 K 35.03 kg/hm2（流

径流磷钾肥流失率
从表 3 可以看出，4 个配施处理综合审视肥料损

失率 17.22%）
］
。磷、钾径流流失量、流失率跟产量

2

间没有明显规律，此与试验设计中肥料施用量多有

（流失率 9.37%），钾流失量 K 39.12 kg/hm （流失率

关，N1 和 N2 处理磷投入量相同，但流失量 N1 高于

失，则以 N4 处理为最高［磷流失量 P 44.99 kg /hm
2

14.80%）
］，N2 处理相对最低［磷流失量 P 3.94 kg/

N2，产量却 N1 高于 N2，常规施肥量属过量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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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磷、钾径流损失

磷径流流失率

钾径流量

钾径流流失率

（P kg/hm2）

（%）

（K kg/hm2）

（%）

CK

—

—

—

—

CF

6.55±2.42c

4.36

24.78±4.82c

16.52

N1

8.60±3.74bc

5.73

43.48±4.09a

23.76

N2

3.94±2.30c

2.63

35.03±3.36b

17.22

N3

12.20±5.71b

4.85

42.96±2.55a

19.21

N4

44.99±2.32a

9.37

39.12±1.33ab

14.80

磷径流量

处理

3

表3

化 肥 处 理 高 41.35% ～ 75.45%， 占 肥 料 使 用 量 的

讨论

3.1

14.80% ～ 23.76%，比刘红江等［19］ 所作研究结果

磷钾流失关键时期

数据高，结合其试验分析，可能是盆栽试验与大田

已有相关研究认为，磷属于水体污染关键因
［14］

子

［15］

，而地表径流是土壤中磷流失的主要途径

。

实际生产有一定差异，并且两者钾肥施用方式与施
用量有较大区别所致；同李盟军等［20］在蔬菜地相

本文对沼液、猪粪有机肥配施处理各时期磷钾肥径

关的研究相比，又表现出水、旱地作物需肥量差异

流流失进行了比较，结果认为：在本试验条件下，

大的区别。

磷肥流失的关键时期是穗肥期，其次是基肥期。即

3.3

磷钾流失调控

在穗肥期等氮量施用猪粪有机肥替代，将造成该施

结合磷钾流失数据与前述田面水变化趋势，初

肥期极高的磷流失风险，而基肥期施用大量配施肥

步认为本研究背景下 100% 猪粪有机肥处理磷损失

料也会造成普遍的风险；钾肥流失的关键时期综合

总量在各处理中最高，其控磷关键期应以穗肥期为

归纳应为基肥期全期，及蘖肥、穗肥期施肥后 3 d

主，基肥期为辅。其他各施肥处理的控磷流失关键

左右，宜避免该时间段内有径流产生。

时期为基肥期，控磷时长 7 ～ 10 d 左右，按所施

3.2

磷钾流失量

肥料主要肥源类型而定。整体来讲，适当的调整肥

数据显示，100% 猪粪有机肥处理磷流失量比

料运筹，前磷后施，穗肥期施速效肥等措施对控磷

常规化肥处理高 586.87%，占肥料使用量的 9.37%。
此与陈秋会等

［16］

的相关研究结果表现趋同，但其

效果较好。配施处理控钾关键期为基肥期，辅以施
蘖肥与穗肥后的 1 ～ 3 d，由于有机肥钾含量富足，

认为常规种植农田总磷流失系数应高于有机种植，

调控措施应以防为主。

此与本研究不同。可能是总施磷量差异较大及肥

4

料运筹不同所致，且其仅对全量有机肥替代常规

结论

化肥进行比较，对沼液、有机肥配施等氮量替代

本试验条件下，磷肥流失的关键期是穗肥期，

研究未有涉及；N1 处理磷流失量和 N3 处理分别为

其次是基肥期；而钾肥流失关键期为基肥期全期，

比常规化肥处理高 31.33% 和 86.19%，占肥料使用

及蘖肥、穗肥期施肥后 3 d 左右。

量的 5.73% 和 4.85%，而 N2 处理流失量低于常规

在等施氮量条件下，各施肥处理径流磷损失量

化肥处理，说明适当比例的速效与缓释肥配施可

大小依次为 100% 猪粪有机肥 >50% 沼液＋ 50% 猪

［17］

也有类似结论，究

粪有机肥 >100% 沼液 > 常规化肥 >75% 沼液 +25%

其原因，可溶性磷是磷流失的主要形态，占总磷

猪粪有机肥，其中 100% 猪粪有机肥 P 44.99 kg/hm2

径流流失总量的 72.73% ～ 97.22%，而猪粪有机肥

最高，75% 沼液 +25% 猪粪有机肥 P 3.94 kg /hm2 最

提供的磷以缓释居多。同时据 Ohno 等［18］ 研究认

低；各施肥处理径流钾损失量大小依次为 100% 沼

为，水溶性有机物质显著降低了土壤对磷的吸附

液 >50% 沼液＋ 50% 猪粪有机肥 >100% 猪粪有机

作用，提高了土壤中磷的移动性及径流液中磷的

肥 >75% 沼 液 +25% 猪 粪 有 机 肥 > 常 规 化 肥， 最

浓度水平，此结论对提高配施肥中猪粪有机肥占

高为 100% 沼液 K 43.48 kg/hm2，最低为常规化肥

比而磷流失量不降反升有解释作用，最适配比有

K 24.78 kg/hm2；各施肥处理产量无显著差异，处于

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各配施处理钾流失量较常规

同一水平。

减少径流磷流失，陈永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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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比较而言，75% 沼液 +25% 猪粪有机肥处
理在保持一定产量的基础上又能减少径流磷、钾流
失的风险，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施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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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iogas slurry combined with organic fertilizer on runoff loss of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n paddy field
ZHOU Wei，WANG Zi-chen，ZONG Jiao，WANG Guo-dong，SHENG Jing*（Key Laboratory for Crop and Animal
Integrated Farm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Recycling Agriculture Research Center，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jing Jiangsu 210014）
Abstract：The effect of biogas slurry and organic fertilizer on the loss of P and K in rice field was studied，and the best
measures to reduce the loss of P and K were sought．A po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paddy soil of Taihu Lake．Six
treatments were set up：blank control（CK），conventional fertilizer（CF），100% biogas liquid nitrogen replacement（N1），
75% biogas liquid+25% pig manure organic nitrogen replacement（N2），50% biogas liquid+50% pig manure organic
nitrogen replacement（N3）and 100% pig manure organic nitrogen replacement（N4）．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mount of
phosphorus loss in runoff of eac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was N4>N3>N1>CF>N2，among which N4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
reaching P 44.99 kg/hm2，N2 treatment was the lowest，which was only P 3.94 kg/hm2 and 8.76% of the former．The amount
of K loss in runoff of eac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was N1>N3>N4>N2>CF，the highest was K 43.48 kg/hm2 of N1 treatment，
the lowest was K 24.78 kg/hm2 of CF．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yield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In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N2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runoff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los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a certain yield，which is a more suitable fertilization mode.
Key words：biogas slurry；organic fertilizer from pig manure；phosphorus；potassium；runoff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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