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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条件下土壤无机磷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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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土壤磷素使用的有效性，以辽宁碱性土壤为研究对象进行试验研究。采用室内培养，测定了
在不同地力下，生物炭与 3 种螯合剂（草酸、柠檬酸、EDTA）在低中高三种浓度下对土壤磷素的活化规律。从各
形态无机磷自身活化情况来看，土壤中 Ca2-P、Ca8-P 的含量有所提高。其中 Al-P 的活化率最高，低中高地力在 3
种浓度下的平均活化率为 34.5%，35.1%和 35.3%，Ca-P 的活化率最低，但是其贡献率最高，含量占到土壤总无机
磷含量的 74.4%、73.5%和 72.9%。土壤无机磷总活化量以及各形态无机磷组分含量随着螯合剂浓度的升高而增多。
相同浓度下，草酸的活化能力最强，其次为 EDTA。低浓度时，柠檬酸对 Fe-P 的活化能力最强，草酸对 Al-P 的活
化能力最强。在中、高浓度时，草酸对各形态无机磷的活化能力都最强。试验证明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可以有效
增加土壤磷素无效态向有效态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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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soil phosphorus, alkaline soil in Liaoning province was studied.
In this study, indoor cultur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ctivation rules of soil phosphorus by biochar and three chelating agents (oxalic acid, citric acid and EDTA) at low, 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soil forces.
From Self-activation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in various forms of view, the contents of Ca2-P and Ca8-P in soil were
increased. Among them, the activation rate of Al-P was the highest, the average activation rate was 34.5%, 35.1% and
35.3% at three concentrations of low, medium and high soil fertility, and the activation rate of Ca-P was the lowest, but
its contribution rate was the highest, accounting for 74.4%, 73.5% and 72.9% of the total inorganic phosphorus content in the soil. The total activation amount of soil inorganic phosphorus and the content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in
various form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helating agent concentration.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oxalic acid had
the strongest activation ability, followed by EDTA. At low concentration, citric acid had the strongest activation ability
to Fe-P and oxalic acid had the strongest activation ability to Al-P. At 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xalic acid has
the strongest activation ability to all forms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It was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iochar and
chelating agent coul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conversion of soil phosphorus from invalid state to effective state.
Key words: biochar; chelating agent;inorganic phosphorus composition;saline alkaline soils
磷素是作物生长必需的大量元素，土壤无机磷
是土壤磷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植物生长所需磷
素的一个重要供给源。作物对土壤中磷的当季利用
率一般只有 10%～25%，大部分磷肥积累于土壤中。
土壤中的磷素 95 %为无效形式存在，在低磷环境胁

迫条件下，植物根系会分泌大量的有机酸进入根际，
这些有机酸具有较强的络合能力，并于阴离子竞争
吸附位点，减少磷素的固定，这些有机酸能够促进
土壤中磷素的活化，提高磷素的有效性，对土壤理
化性质、矿物溶解、重金属毒害等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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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是生物质在缺氧条件下高温热解产生的
副产物，具有比表面积大，结构疏松多孔等特点[1-3]。
前人研究表明[4-7]在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可以增大土
壤比表面积、土壤持水量、土壤 pH 值、有机碳含
量，在保持土壤中 N、P 元素的同时为微生物提供
寄生场所来改良土壤，对作物的产量也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盐碱土多年来重用轻养，土壤磷素积累问题突
出，土壤对磷素的固持能力随着土壤磷素的积累而
下降。利用生物炭还田培肥一种好方法，其具有改
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过量施用化肥
带来的土壤退化和污染的作用。同时螯合剂可以活
化土壤中难溶性磷，提高土壤磷的有效性。本研究
主要以盐碱地水稻土为研究对象，通过生物炭与螯
合剂的添加，测定和分析土壤中各无机磷组分含量
变化规律，探讨不同地力水平下生物炭与螯合剂配
施对土壤磷素各组分转化作用，为今后盐碱型水稻
土磷肥减量化施用以及磷素合理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和实践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水稻土于 2018 年取于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
所试验基地，土壤基本概况为：低地力土壤全盐
0.62 %，pH 值为 8.41，有机质含量为 0.84 %，有效
磷 3.21 mg·kg-1，碱解氮 44.59 mg·kg-1，
速效钾 269.92
-1
mg·kg ；中地力土壤全盐 0.11 %，pH 值为 7.97，
有机质含量为 1.99 %，有效磷 6.03 mg·kg-1，碱解氮
91.72 mg·kg-1，速效钾 223.74 mg·kg-1；高地力土壤
全盐 0.12 %，pH 值为 7.06，有机质含量为 2.27 %，
有效磷 12.44 mg·kg-1，碱解氮 109.56 mg·kg-1，速效
钾 280.19 mg·kg-1。生物炭将粉碎稻草过 20 目筛子
后在厌氧情况下升温 450℃，持续 5 h。
1.2 研究方法
本试验采用室内培养，土量为 1 500 g 每盆，生
物炭用量为土质量的 1%使用，淹水培养，加水至
高于土壤 15 cm 左右。柠檬酸、草酸、EDTA 分别
以浓度 0、4、20 和 100 mmol·kg-1 添入桶中，同时
设置 CK 处理，CK 处理为不添加任何东西。所有试
验设置 3 个重复。 25℃培养 45 d，培养过程中定期
搅拌，改善土壤通气状况，定期补水。
1.3 数据处理
采用文献[8]无机磷分级测定土壤不同形态无
机磷组分的含量，每个指标 3 次重复。不同形态磷
的活化量（mg·kg-1）=加有机酸后对应形态磷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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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mg·kg-1 ）–未加有机酸时不同形态磷浸提量
（mg·kg-1）。所有数据应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方差
分析及显著差异比较；用 Excel2007 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土壤总无机磷活化情
况的变化
螯合剂与土壤中的矿物质发生反应，能够促使
部分无机磷释放出来。通过图 1 可以看出，生物炭
与螯合剂配施可以使土壤中磷素活化，并且与螯合
剂的浓度和总类有关。随着螯合剂浓度的升高，有
效增加了总无机磷的活化量。螯合剂主要由氢离子
和有机酸阴离子两部分组成，氢离子能直接与矿物
态磷的磷酸根结合，通过酸解作用将有效磷释放出
来，另一方面，有机酸阴离子能与矿物态磷的金属
离子络合，从而促进了有效磷的释放[9-10]。因此，
螯合剂的浓度越高，酸解反应和络合效应越强，从
而有效磷释放的越多。在图 1-a 中，经过 45 d 培养
后，有效磷增加量平均为 8.78 mg·kg-1，在低浓度（4
mmol·kg-1）处理中，低分子量有机酸能够迅速提高
总无机磷的释放，其中柠檬酸与 EDTA 释放的有效
磷 总 量 最 多 ， 分 别 为 347.09 mg·kg-1 和 347.13
mg·kg-1。低浓度时活化的有效磷可能来源于土壤表
面所吸附的可交换态无机磷。随着浓度的进一步提
高，磷的活化总量迅速上升，其中 EDTA 活化能力
最高，总无机磷含量为 356.20 mg·kg-1。在高浓度
（100 mmol·kg-1）处理中，释放的总无机磷含量达
到最大值。在图 1-b 中，在浓度为 4 mmol·kg-1 的时
候，变化趋势同低地力土壤，随着浓度的增加，总
无机磷活化含量受到螯合剂品类的影响，草酸的活
化能力大于其他两种螯合剂。浓度高于 20 mmol·kg-1
的时候无机磷总量迅速增加并在最高浓度达到最大
值，草酸活化能力最强，总无机磷活化含量为 362.69
mg·kg-1。在图 1-c 中，高地力土壤总无机磷活化含
量变化趋势同低、中地力土壤。活化能力最高的螯
合剂为柠檬酸，其次为草酸。总体来说，螯合剂的
活化能力为草酸＞EDTA＞柠檬酸。许多学者认为
在低分子量有机酸对红壤[9]、碱性土[11]磷的活化效
果研究中发现，草酸对总磷的活化效果最好，且有
机酸浓度越高，磷的释放越多，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同时在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的条件下，总无机
磷活化含量要高于单独施入有机酸的情况。这说明，
添加生物炭可以使土壤蓬松，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
释放出低浓度酸，促进了无机磷组分的转化，进而
增加土壤无机磷含量，提高了土壤的磷素含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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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土壤无机磷活化总量的影响
Effect of biochar and chelating agent on total inorganic phosphorus activation in soil

表 1 土壤无机磷组分含量及形态分布
Table 1 Contents and morph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in soil
土样
种类
浓度/mmol·kg-1
Ca2-P
Ca8-p
Al-P
Fe-P
Concentration
Soil
Variety
0
低地力
柠檬酸
12.71（3.00） 50.31（14.0） 40.78（11.0） 47.64（13.0）
Low soil fertility
4
17.64（5.0）
59.76（17.0） 39.61（11.0）
45（12.0）
20
29.83（8.00） 60.12（16.0）
37.6（10.0） 41.55（11.0）
100
40.4（11.0）
74.12（20.0） 34.51（9.00） 35.34（9.00）
0
草酸
12.71（3.00） 50.31（14.0） 40.78（11.0） 47.64（13.0）
4
23.99（6.00）
53.4（15.0）
37.06（10.0） 44.27（12.0）
20
32.35（9.00） 65.94（18.0） 30.27（8.00） 37.65（10.0）
100
46.33（12.0） 78.22（21.0） 28.24（7.00） 34.1（9.00）
EDTA
0
12.71（3.00） 50.31（14.0） 40.78（11.0） 47.64（13.0）
4
22.25（6.00） 51.31（14.0） 37.95（10.0） 43.54（12.0）
20
30.82（8.00） 53.85（15.0） 39.25（11.0） 40.19（11.0）
100
42.21（11.0） 70.03（19.0） 32.61（9.00） 35.65（9.00）
0
中地力
柠檬酸
25.89（6.00） 59.76（15.0） 46.11（12.0） 55.08（14.0）
Medium soil
4
29.72（7.00） 62.22（16.0） 45.86（11.0） 54.37（14.0）
fertility
20
35.01（9.00） 72.58（18.0） 42.19（10.0） 48.56（12.0）
100
48.26（12.0） 79.49（20.0） 41.46（10.0） 43.7（11.0）
0
草酸
25.89（6.00） 59.76（15.0） 46.11（12.0） 55.08（14.0）
4
29.21（7.00） 67.31（17.0） 45.97（11.0） 53.93（14.0）
20
38.33（9.00） 76.58（19.0） 42.41（10.0） 46.51（11.0）
100
46.08（11.0）
89.4（22.0）
40.62（10.0） 47.46（11.0）
EDTA
0
25.89（6.00） 59.76（15.0） 46.11（12.0） 55.08（14.0）
4
36.07（9.00） 65.94（17.0） 45.54（11.0） 49.83（12.0）
20
40.17（10.0） 78.03（20.0） 41.43（10.0） 47.01（12.0）
100
45.67（11.0） 86.67（22.0） 40.66（10.0） 43.73（11.0）
0
高地力
柠檬酸
45.02（9.00） 78.85（17.0） 55.56（11.0） 69.36（14.0）
High soil fertility
4
49.78（10.0） 86.67（18.0） 51.29（11.0） 66.75（14.0）
20
58.42（12.0） 95.58（20.0） 47.74（10.0） 60.43（12.0）
100
67.29（14.0） 105.7（22.0） 42.95（9.00） 57.84（12.0）
0
草酸
45.02（9.00） 78.85（17.0） 55.56（11.0） 69.36（14.0）
4
59.21（12.0） 85.22（18.0） 52.56（11.0） 62.91（13.0）
20
65.67（13.0） 100.5（21.0） 50.06（10.0） 56.98（12.0）
100
79.35（16.0） 106.67（22.0） 47.19（9.00） 50.06（10.0）
EDTA
0
45.02（9.00） 78.85（17.0） 55.56（11.0） 69.36（14.0）
4
49.72（10.0） 83.31（17.0） 53.65（11.0） 68.79（14.0）
20
59.54（12.0） 98.03（20.0） 49.84（10.0） 64.39（13.0）
100
73.32（15.0） 109.4（22.0） 45.88（9.00） 60.65（12.0）
注：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组分占无机磷总量的百分比
Note: The data in parentheses are the percentages of the fraction in total inorganic phosphorus

mg·kg-1
Ca10-P
194.75（56.0）
186.47（53.0）
182.4（51.0）
178.96（49.0）
194.75（56.0）
190.75（55.0）
185.16（52.0）
175.54（48.0）
194.75（56.0）
192.75（55.0）
191.36（53.0）
176.63（49.0）
195.39（51.0）
193.36（50.0）
188.28（48.0）
180.07（45.0）
195.39（51.0）
187.56（48.0）
184.53（47.0）
174.37（43.0）
195.39（51.0）
186.25（48.0）
179.6（46.0）
173.74（44.0）
213.49（46.0）
210.79（45.0）
204.62（43.0）
196.19（41.0）
213.49（46.0）
206.47（44.0）
197.9（41.0）
191.36（40.0）
213.49（46.0）
210.87（45.0）
204.08（42.0）
191.3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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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不同地力土壤 Ca-P 活化量的影响
Effect of biochar and chelating agent on Ca-P activation in soil with different soil fertility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土壤各形态无机磷的
活化规律
2.2.1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土壤无机磷含量及形
态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加入低分子有机酸培
养 45 d 后，不同肥力土壤无机磷组成的变化是不同
的。在生物炭与螯合剂的作用下，供试土壤中 Ca2-P，
Ca8-P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 Al-P、Fe-P 和 Ca10-P
的含量明显下降，这说明土壤中的 Al-P、Fe-P 和
Ca10-P 在螯合剂的作用下向 Ca2-P，Ca8-P 转化，生
物炭的添加有效的增加了各土壤中无机磷组分的含
量。不同浓度的有机酸对土壤无机磷组分含量有一
定影响，随着浓度的增加，无机磷的组分出现上升
趋势，高地力土壤无机磷组分含量高于低地力无机
磷组分含量，土壤中这些无机磷组分的增加或者减
少与螯合剂的种类、浓度和土壤磷含量密切相关，
三种酸的活化能力为草酸＞EDTA＞柠檬酸。生物
炭与螯合剂的加入对 Ca2-P 的变化最高，对 Ca10-P
的影响最小。
2.2.2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土壤无机磷组分活化
2.2

Figure 3

大

量的影响 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土壤中 Ca-P、Al-P
和 Fe-P 的影响，如图 2、3、4 所示。在图 2 中，不
同地力水平下，随着螯合剂浓度的增加，土壤 Ca-P
含量逐渐增加。与对照相比，低地力中 Ca-P 在不同
螯合剂的条件下，柠檬酸、草酸、EDTA 的平均活
化量分别增加 18.8 mg·kg-1 ，26.4 mg·kg-1 ，19.35
mg·kg-1；中地力土壤中 Ca-P 在不同螯合剂的条件
下，柠檬酸、草酸、EDTA 的平均活化量分别增加
15.0 mg·kg-1， 16.65 mg·kg-1， 16.46 mg·kg-1；高地
力土壤中 Ca-P 在不同螯合剂的条件下，柠檬酸、草
酸、EDTA 的平均活化量分别增加 16.64 mg·kg-1，
22.43 mg·kg-1， 18.86 mg·kg-1。在低浓度酸处理下，
Ca-P 的含量变化缓慢，随着酸浓度的进一步升高，
各有机酸能较大程度的活化 Ca-P 量。低地力土壤中
Ca-P 的活化量最大，可能是由于增加了生物炭的缘
故，使得 Ca-P 含量增加，由此可以说明在低地力土
壤中同时施加生物炭与螯合剂可以更有效地提土壤
中 Ca-P 的含量。各地力土壤中各螯合剂的活化能力
为草酸＞EDTA＞柠檬酸。

图 3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不同地力土壤 Al-P 活化量的影响
Effect of biochar and chelating agent on Al-P activation in soil with different soil fertility

图 3 为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条件下对不同地力
土壤中 Al-P 活化量的影响。从总体来看，随着螯合
剂不同浓度的增加 Al-P 活化量逐渐增加。在图 3-a
中，草酸的活化能力最大，在浓度为 20 mmol·kg-1
的时候，草酸的活化能力是柠檬酸和 EDTA 活化能

力的 3 倍。低地力土壤中各螯合剂的活化能力为草
酸＞EDTA＞柠檬酸。图 3-b 中，螯合剂浓度大于 4
mmol·kg-1 时，土壤中 Al-P 活化量大幅度增加，活
化量增加了 4 倍，之后随着浓度的增加，活化量缓
慢上升。中地力土壤中各螯合剂的活化能力为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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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EDTA＞草酸。图 3-c 中，随着螯合剂浓度的增
加，Al-P 活化量平稳增加。高地力土壤中各螯合剂
的活化能力为柠檬酸＞草酸＞EDTA。低地力土壤
Al-P 活化量与高地力土壤 Al-P 的活化量基本相同，
低地力与高地力在柠檬酸、草酸、EDTA 条件下，
Al-P 最 高 平 均 活 化 量 分 别 3.45 mg·kg-1 ， 8.76
mg·kg-1，4.25 mg·kg-1 和 7.86 mg·kg-1，5.2 mg·kg-1，
5.41 mg·kg-1 。出现此情况可能是由于生物炭的添
加，使得低地力土壤肥力增加，同时增加了 Al-P 的
活化量。
图 4 为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条件下对不同地力
土壤中 Fe-P 活化量的影响。在不同地力下，随着各

Figure 4

螯合剂浓度的增加，土壤中 Fe-P 活化量逐渐增加。
在图 4-a 中，浓度为 4 mmol·kg-1 时，Fe-P 活化量基
本相同，随着浓度增加到 20 mmol·kg-1 时，草酸的
活化能力高于 EDTA 和柠檬酸。在草酸最大浓度时，
Fe-P 活化量为 12.52 mg·kg-1。图 4-b 中，3 种有机
酸的活化能力为 EDTA＞柠檬酸＞草酸。浓度为 20
mmol·kg-1 时，草酸与 EDTA 的活化能力基本相同，
并且高于柠檬酸。当浓度达到 100 mmol·kg-1 时候，
柠檬酸与 EDTA 的活化能力一致，为 11.23 mg·kg-1
和 11.18 mg·kg-1。图 4-c 中，随着有机酸的浓度增
加出现稳步上升趋势。并且活化能力为草酸＞柠檬
酸＞EDTA。草酸最大活化量为 19.08 mg·kg-1。

图 4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对不同地力土壤 Fe-P 活化量的影响
Effect of biochar and chelating agent on Fe-P activation in soil with different soil fertility

在不同浓度下，各形态无机磷对磷活化量的大
小顺序是一致的，为 Ca-P＞Fe-P＞Al-P。在对照、
低浓度、中浓度、高浓度等 4 个处理中，低、中、
高 3 个地力水平 Ca-P 对无机磷总活化量的贡献最
大，贡献率为 74.4 %、73.5 %和 72.9 %。Al-P 和 Fe-P
的贡献率分别为 11.5 %、12.04 %、11.9 %和 13.5 %、
14.4 %、14.9 %。随着浓度的提高，各形态无机磷
的活化率也不断提高，低中高不同地力下，低浓度
处理为 7.8 %、7.4 %、6.9 %；中浓度处理为 23.1 %、
23.5 %、23.4 %；高浓度处理则高达 42.1 %、42.6 %、
43.4 %，这说明在高浓度时有一半的难溶性无机磷
被低分子量有机酸活化释放。在低浓度处理时 Al-P
活化率最高，低中高不同地力为 17.2 %、17.9 %、
18.3 % 。在中、高浓度时活化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为
Al-P＞Ca-P＞Fe-P。这也说明 Al-P 是一种非常有效
的磷源，可以作为土壤磷库的主体 [12-13]，Fe-P 和
Ca-P 对土壤有效磷库起重要调节作用[14]，这与一些
研究不谋而合。Ca-P 活化率相对较低，但是贡献率
位于首位，为土壤磷素活化起到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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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于盐碱土壤时，土壤中

无机磷组分含量的变化受到螯合剂品类和浓度的影
响，随着螯合剂浓度的增加，无机磷总活化量不断
增加，活化能力为草酸＞EDTA＞柠檬酸，并且在
低地力水平下，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有助于土壤总
无机磷含量的增加。与一些学者相比[11]，添加生物
炭以后，无机磷总活化量增加了近 1 倍。这也说明
生物炭可以提高土壤中无机磷的含量，进而增加土
壤的养分。
生物炭与螯合剂配施能显著提高土壤中 Ca2-P、
Ca8-P 的含量，同时降低土壤中 Al-P、Fe-P 和 Ca10-P
含量，螯合剂对盐碱土壤无机磷形态组成的这种促
进或降低作用充分说明了螯合剂能够促进土壤无效
态磷向有效态磷的转化，这与杨绍琼等[15]研究相一
致。在低浓度时，柠檬酸对 Fe-P 的活化能力最强，
草酸对 Al-P 的活化能力最强。在中、高浓度时，草
酸对各形态无机磷的活化能力都最强。
对各形态无机磷对盐碱土壤的贡献来讲，Ca-P
的贡献率最大。从各形态无机磷自身的活化能力来
看，Al-P 的活化率最高，与一些学者研究[11]相比较，
各无机磷组分的活化率有所增加，平均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这说明生物炭的添加，增加的土壤的比
表面积，为微生物提供寄生场所，有利于土壤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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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繁殖，这些微生物能够分泌少量的酸性物质，
可以将少量的磷从各形态的无机磷中释放出来，进
而增加了各无机磷组分的活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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