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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生物炭对砂姜黑土有机磷组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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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秸秆生物炭对砂姜黑土有机磷组分及分配的影响，对剖析土壤磷循环机制和农田磷管理有重要意义。
依托砂姜黑土定位试验，分析不施肥（CK）
、常规施肥（NPK）
、化肥与 6.0、12、36 和 48 t·hm-2 小麦秸秆生物炭一次
性增施（BC6、BC12、BC36 和 BC48）6 个处理对作物产量、土壤理化性质及有机磷组分的影响。结果表明，与 NPK 处
理相比，增施秸秆生物炭均可保障小麦和玉米产量，并显著增加（P < 0.05）土壤有机碳、全氮和 pH，提升土壤肥力
和缓解土壤酸化；砂姜黑土有机磷以中等活性有机磷为主（37.4%～45.4%）
，其分配比例因秸秆生物炭施用量的不同而
呈现差异。BC6、BC12、BC36 和 BC48 处理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分别为 11.4、10.7、9.2 和 9.3 mg·kg-1，分别较 NPK 处
理下降 8.8%、14.4%、26.4%和 25.6%，差异显著（P＜0.05）
，且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与生物炭施用量呈显著线性负相
2
关（R = 0.881 6，P＜0.05）
。增施秸秆生物炭处理（BC6、BC12、BC36 和 BC48）土壤活性有机磷所占比例较 NPK 处理
均显著降低（P＜0.05）
，这说明增施秸秆生物炭除了可有效提升土壤肥力水平、缓解土壤酸化之外，还可有效降低土
壤有机磷活性，增强有机磷稳定性，保障作物产量，其中以一次性增施 36 t·hm-2 效果最好，宜在砂姜黑土区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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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on 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s
and distribution in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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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straw biochar on soil 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s and distribution in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soil phosphorus cycle mechanism and excavate the
availability of soil phosphorus pool.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no fertilization (CK),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NPK),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one-time addition of wheat straw biochar (BC6, BC12, BC36 and BC48) on crop yiel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organic phosphorus component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field experiments on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NPK treatment,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straw biochar could
guarantee wheat and maize yield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 < 0.05)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nitrogen and pH, and
improve the soil fertility and alleviate the soil acidifi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organic phosphorus in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was mainly medium labile organic phosphorus (37.4% - 45.4%). The proportion of organic phosphorus in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was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application amount of straw biochar. The contents of labile soil
organic phosphorus in BC6, BC12, BC36 and BC48 treatments were 11.4, 10.7, 9.2 and 9.3 mg·kg-1,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8.8%, 14.4%, 26.4% and 25.6% lower than that in NPK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was striking (P <
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oil labile organic phosphorus content and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biochar (R2 = 0.881 6, P < 0.05). Increasing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processing (BC6, BC12,
BC36 and BC48) and the proportion of soil labile organic phosphorus in NPK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suggesting that increasing straw biochar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evel of the soil fertility, soil acidification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 通信作者:

2021-08-18
安徽省自然基金面上项目（2008085MD108）和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01903a06020028）共同资助。
张 睿，硕士研究生。E-mail：hzjczr@163.com
朱 林，博士，教授。E-mail：zhulin@ahau.edu.cn 花可可，博士，副研究员。E-mail：huakeke1220@126.com

49 卷 3 期

张

睿等: 秸秆生物炭对砂姜黑土有机磷组分含量的影响

455

ease,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ctivity of the soil organic phosphorus,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organic phosphorus and
guarantee crop yield. The effect of 36 t·hm-2 is the best, 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in the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Key words: straw charred and returned to the field; organic phosphorus activity; organic phosphorus stability;
phosphorus management
磷是一种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大量元素，其在植
株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1-2]。我国农
田土壤有机磷含量占土壤全磷的 25% ~ 56%，在东
北黑土中，最高可以达到 70%以上[3]。相关研究表
明，对于有效磷含量较低的土壤，有机磷可以通过
矿化过程转化为无机磷后，被植物所吸收利用。与
无机磷相比，有机磷化合物一般较为复杂，种类较
多，电荷密度较高，含有较多的官能团[4-5]，大部分
的溶解性有机磷属于具有高分子量的腐殖质 [6] 。
Bowman 等[7]根据土壤有机磷对植物的有效性，把
土壤有机磷分为活性有机磷、中活性有机磷、中稳
性有机磷和稳定性有机磷 4 种组分。其中，活性和
中活性有机磷均易矿化，易被植物吸收，而中稳性
和高稳性有机磷组分则很难被矿化，不易被植物吸
收。因此，研究农田土壤有机磷组分及其分配特性
对深入探究土壤磷循环机制和挖掘土壤磷库有效性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十年，国内外关于农田土壤有机磷组分的研
究较为活跃，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徐阳春等
[8]研究表明，长期有机无机肥配施能显著提高土壤
有机磷含量，主要增加活性和中等活性有机磷组分。
尹金来等[9]发现施用猪粪后能显著增加土壤中活性
有机磷和中稳性有机磷含量，其中，中活性有机磷
增幅最明显。黄庆海等[10]研究发现，对土壤作耗磷
处理时，主要是中活性有机磷和活性有机磷下降，
对土壤作施磷处理时，主要促进中稳定性有机磷和
高稳定性有机磷的增加。Gaind 等[11]研究发现，施
用有机磷后，小麦种植区的活性有机磷与中等活性
有机磷含量较高，水稻种植区的中稳性有机磷和高
稳性有机磷含量较高。
Maranguit 等[12]发现种植油棕
和橡胶可以使土壤活性有机磷组分下降一半，且土
壤有机磷含量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总
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农田土壤有机磷组分含量、
比例及分布特征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的研究结
论多局限于不同施肥方式或种植方式，且普遍认为
施肥可显著增加土壤活性有机磷的含量及比例。生
物炭是植物或废弃的原料通过热裂解而产生的固体
材料，作为一种土壤改良剂，具有疏松多孔和吸附
能力强等特性，被广泛用于农田土壤，其对土壤物
理、化学和生物性质具有显著影响[13-14]，生物炭可

改变土壤磷的吸附-解吸和沉淀-溶解等关键过程，
从而影响土壤磷的有效性。王光飞等[15]研究发现在
保持土壤有效磷供应下长期大量施用生物炭在保持
土壤有效磷供应下可提高土壤磷的吸附能力，降低
土壤磷素的流失风险。但迄今为止，关于施用秸秆
生物质炭施用对农田土壤有机磷组分影响的研究较
为缺乏[16]，这限制了人们对农田土壤有机磷周转及
磷循环机制的全面认识。
砂姜黑土是我国黄淮海平原典型的中低产土壤
之一，全国砂姜黑土总面积约为 4.0 km×104 km，
其中安徽省面积最大，约为 1.65 km×104 km，所在
区域也是安徽省的粮食主产区[17-18]。本区域已有较
多研究集中在长期施肥对土壤有机磷分布的影响，
如王道中等 [19] 研究发现长期有机无机配施能够显
著增加砂姜黑土有机磷的总量，且长期施用有机肥
可显著增加土壤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微增加活性
有机磷与中稳性有机磷的含量，而高稳性有机磷含
量几乎不发生改变。而关于秸秆生物炭施用对砂姜
黑土有机磷组分的影响效应尚不清楚。本研究拟通
过砂姜黑土不同用量秸秆生物炭田间定位试验，分
析作物产量、土壤化学性质及土壤有机磷组分的变
化特征，明确秸秆生物炭施用对土壤有机磷组分及
分配的影响，阐明秸秆生物炭施用对土壤有机磷的
作用机制，以期为剖析土壤有机磷循环机制和科学
制定砂姜黑土磷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域概况
试验点位于农业部蒙城砂姜黑土生态环境重点
野外观测站内（33°13′ N，116°37′ E），地处淮北平
原 中 部 ， 属 于 暖 温 带 季风 气 候 ， 常 年 平 均 气温
16.5 ℃，近 20 年年平均降水量 872.4 mm。作物种
植方式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属黄淮海平原的典型
种植制度。试验前（2014 年 10 月）土壤基本理化
性质（0～20 cm）：pH 为 5.5，有机碳含量为 8.4
g·kg-1，全氮 1.0 g·kg-1，全磷 0.34 g·kg-1，碱解氮 58.6
mg·kg-1，有效磷 13.6 mg·kg-1，速效钾 113.2 mg·kg-1。
1.2 试验材料
供试小麦品种为“周麦 12 号”，玉米品种为“中科
玉 505”，化肥为普通单质肥料，氮肥为普通尿素，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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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为过磷酸钙，钾肥为氯化钾。供试秸秆生物炭材料
为小麦秸秆生物炭（河南商丘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热裂解炭化温度 350～450 ℃）
，秸秆生物炭基本理
化性质为：pH 10.3，有机碳含量为 510 g·kg-1，全磷
含量为 440 mg·kg-1，有效磷含量为 162.1 mg·kg-1。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6 个处理，分别为不施肥（CK）
、常规
-2
施肥（NPK）、化肥与 6.0 t·hm 秸秆生物炭配施
（BC6）
、化肥与 12 t·hm-2 秸秆生物炭配施（BC12）
、
-2
、化肥与 48
化肥与 36 t·hm 秸秆生物炭配施（BC36）
-2
t·hm 秸秆生物炭配施（BC48）秸秆生物炭于试验开
始时，即 2014 年 10 月份种植冬小麦之前结合整地
一次性施入，后期每年均不再追施，以观测生物炭
还田后长期的肥力与生态环境效应。所有秸秆生物
炭处理化肥（氮-尿素、磷-过磷酸钙、钾-氯化钾）
的施用量、田间管理均与 NPK 处理完全一致。每个
处理 4 次重复，共计 24 个小区，小区面积为 40 m2
（4 m×10 m）
。根据当地农民施肥习惯，NPK 代表常
规施肥水平，小麦季施氮总量为 210 kg·hm-2（基肥
，施磷（P2O5）总
和追肥分别为 126 和 84 kg t·hm-2）
-2
量为 90 kg·hm ，施钾（K2O）总量为 135 kg·hm-2。
玉米季施氮总量为 225 kg·hm-2（基肥和追肥分别为
135 和 90 kg·hm-2）
，磷钾肥施用量同小麦季。
1.4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方法
样品采集：在试验开始前，以整个试验田块为
采样单元，利用不锈钢土钻（直径 0.03 m）
，采用“S”
形取样方法采集耕层（0 ~ 20 cm）土样，人工除去
肉眼可见的根茬及秸秆碎屑，
掰碎混匀风干过 2 mm
筛后，测定 pH，而后分别过 20 目和 100 目筛测定
有机碳、全氮、全磷、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
，以各
指标。2015 和 2019 年玉米收获后（10 月份）
试验小区为采样单元，采用上述方法再次采集耕层
（0 ~ 20 cm）土样，测定不同化学指标。
测定方法：土壤 pH 值通过电位法测定，水土
比 2.5∶1；土壤有机碳含量采用高温外热重铬酸钾
氧化-容量法；全氮含量采用开氏法；土壤全磷采用
酸溶-钼锑抗比色法；碱解氮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
有效磷含量采用碳酸氢钠法；速效钾采用乙酸铵提
取法[20]；土壤有机磷分组测定采用 Bowman 和 Cole
法[7]，即测定不同酸碱溶液能够浸提出土壤中的总
磷量和无机磷量，采用差减法计算出相应组分有机
磷含量，并将土壤有机磷分为活性、中活性、中稳
性和高稳定有机磷 4 个组分。活性有机磷指能溶于
0.5 mol·L-1 NaHCO3 而易矿化又易为植物吸收的组
分；中活性有机磷指能溶于 1 mol·L-1 H2SO4 而较易

大

学

学

报

2022 年

矿化又较易为植物吸收的组分；中稳性有机磷指能
溶于 0.5 mol·L-1 NaOH，在 pH 1～1.5 条件下不发
生沉淀而较难矿化又较难为植物吸收的组分；高稳
性有机磷指能溶于 0.5 mol·L-1 NaOH，在 pH 1～1.5
条件下产生沉淀而很难矿化又很难为植物吸收的组
分。小麦和玉米产量采用全小区实打实收法（含水
率按照 0.14 计）
。
1.5 数据分析
所有的测定结果用 Excel 2019 进行数据的初步
整理和汇总，用 SPSS 24.0 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
2019 进行作图。方差分析使用 LSD 与 Duncan 法进
行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秸秆生物炭对作物产量及土壤理化性质影响
不同用量秸秆生物炭处理年平均产量有所不
同。小麦平均产量为 2.0～6.7 t·hm-2，其中 CK 处理
小麦产量显著小于其他处理（P＜0.05），仅为 2.0
t·hm-2，其他处理产量均超过 6.0 t·hm-2，BC36 处理产
量最高，为 6.7 t·hm-2，小麦产量随秸秆生物炭施用
量的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施用秸秆生物炭处
理间差异性不显著。玉米平均产量为 4.1～7.4 t·hm-2，
其中 CK 处理玉米产量显著小于其余处理，仅为 4.1
t·hm-2，其余处理产量均达到或超过 6.9 t·hm-2，BC6
处理产量最高，为 7.4 t·hm-2，玉米产量随秸秆生物
炭施用量的增加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但施用
秸秆生物炭处理间未呈现显著差异性（表 1）
。
各处理土壤 pH 平均为 4.9～6.1，土壤有机碳平
均含量为 8.3～21.0 g·kg-1，其中 BC36 和 BC48 处理
有机碳平均含量显著高于其余处理（P＜0.05）
，分
别为为 21.0 和 20.4 g·kg-1。土壤全氮含量为 3.7～7.4
mg·kg-1，其中 BC36 和 BC48 处理全氮含量显著高于
其余处理（P＜0.05）
，分别为 7.3 和 7.4 mg·kg-1。土
壤全磷平均含量为 388.3～585.7 mg·kg-1；与 CK 相
比，NPK 处理土壤全磷含量提高 33.8%。土壤全磷
含量因秸秆生物炭施用量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其中
BC36 和 BC48 处理含量较高，分别为 585.7 和 584.8
mg·kg-1，显著高于其余处理（P＜0.05）
。总有机磷
-1
平均含量为 123.5 mg·kg ，其中，CK 处理的总有
机磷含量最低，为 102.4 mg·kg-1，BC36 处理的总有
机磷含量最高，为 134.6 mg·kg-1，显著高于 NPK（P
＜0.05）
。有效磷平均含量为 22.7 mg·kg-1，其中 CK
处理显著低于其余处理（P＜0.05）
，为 13.1 mg·kg-1。
总体说明，增施秸秆生物炭均可保障小麦和玉米产
量，并显著提升土壤肥力和缓解土壤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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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秸秆生物炭施用后作物产量及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Table 1 Changes of crop yield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fter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有机碳/
小麦产量/ 玉米产量/
全氮/
全磷/
总有机磷/
有效磷/
pH
处理
-2
-2
-1
-1
-1
-1
（t·hm ） （t·hm ）
（g·kg ） （g·kg ） （mg·kg ） （mg·kg ） （mg·kg-1）
CK

2.0±0.8b

3.9±1.6b

5.5±0.2b

8.4±0.4e

3.6±0.0c

404.3±48.3b

122.8±1.6a

13.6±1.3b

NPK

4.9±0.3a

7.3±0.6a

5.0±0.1c

9.2±0.2e

3.6±0.0c

471.6±30.0b

128.5±13.0a

25.7±4.5a

BC6

5.2±0.4a

7.3±0.5a

5.1±0.3b

10.9±0.5d

4.2±0.1c

445.6±11.6b

132.2±8.3a

25.6±2.2a

BC12

5.2±0.7a

7.2±0.5a

5.6±0.3b

13.1±0.2c

4.8±0.1b

461.0±13.8b

134.9±5.0a

28.2±4.5a

BC36

5.2±0.3a

7.1±0.8a

5.5±0.4b

20.1±0.2a

6.6±0.1a

488.1±31.7a

130.8±11.5a

26.6±4.1a

BC48

4.9±0.1a

7.0±0.5a

5.9±0.3a

18.2±0.9b

6.3±0.0b

476.9±37.1b

132.0±6.9a

23.7±2.4a

CK

2.0±0.4b

4.2±0.6b

5.2±0.2b

8.2±0.2d

3.7±0.1c

372.3±17.1c

81.9±4.8c

12.6±2.1c

NPK

7.7±0.2a

7.4±0.7a

4.8±0.3c

10.0±0.5c

4.2±0.5c

567.3±37.2b

98.4±6.2b

28.9±0.8a

BC6

7.8±0.3a

7.4±0.5a

5.2±0.1b

16.5±0.6b

4.7±0.3c

603.5±16.5b

113.7±4.9b

27.3±1.7a

BC12

7.8±0.2a

6.8±0.6a

5.7±0.2b

18.4±1.1b

6.2±0.2b

610.5±10.8b

133.3±11.5a

24.5±2.4a

BC36

8.2±0.2a

6.6±0.7a

6.0±0.3a

21.8±0.8a

8.1±0.1a

683.2±26.1a

138.4±5.1a

18.1±0.5b

BC48

7.7±0.2a

6.9±0.3a

6.2±0.2a

22.6±0.6a

8.4±0.3a

692.7±20.4a

134.6±3.3a

17.4±2.4b

CK

2.0±0.6b

4.1±1.1b

5.4±0.2b

8.3±0.3c

3.7±0.1b

388.3±32.7c

102.4±1.6c

13.1±1.7b

NPK

6.3±0.3a

7.3±0.6a

4.9±0.2b

9.6±0.4c

3.9±0.3b

519.5±33.6b

113.5±13.0b

27.3±2.7a

BC6

6.5±0.3a

7.4±0.5a

5.2±0.2b

13.7±0.6b

4.5±0.2b

524.5±14.1b

123.0±8.3b

26.5±2.3a

BC12

6.5±0.4a

7.0±0.6a

5.7±0.3a

15.8±0.7b

5.5±0.2b

535.8±12.3b

134.1±5.0a

26.4±3.1a

BC36

6.7±0.2a

6.9±0.7a

5.8±0.4a

21.0±0.5a

7.3±0.1a

585.7±28.9a

134.6±11.5a

22.4±3.3a

BC48

6.3±0.2a

6.9±0.4a

6.1±0.3a

20.4±0.8a

7.4±0.2a

584.8±28.8a

133.3±6.9a

20.6±1.5a

注：每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同一年份（或两个年份的平均值）内差异显著（P＜0.05）。下同。

年份
2015

2019

平均

表 2 秸秆生物炭施用对土壤有机磷含量组分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organic phosphorus components
处理
活性有机磷
中等活性有机磷
中稳性有机磷

(mg·kg-1)
高稳性有机磷

CK

11.6±0.4a

68.8±3.7b

13.5±1.9b

28.9±2.2a

NPK

13.5±0.4a

68.0±1.6b

13.9±2.4b

33.2±8.8a

BC6

12.7±0.9a

67.5±2.4b

14.2±5.3b

37.9±4.8a

BC12

12.2±0.9a

73.9±1.6a

18.8±5.1a

30.0±7.2a

BC36

11.1±0.8b

68.3±4.0b

15.7±0.4a

35.7±4.4a

BC48

11.3±2.0b

69.2±1.7b

22.3±5.5a

29.3±5.6a

CK

14.2±1.7a

24.1±3.9b

12.7±0.7d

31.0±3.7d

NPK

11.5±0.9b

34.5±5.4a

18.9±1.3c

36.5±2.1c

BC6

10.1±1.1b

28.6±6.2a

32.0±4.6b

42.9±3.2b

BC12

9.2±0.8c

34.2±8.6a

40.6±6.7a

49.3±1.7a

BC36

7.2±1.3d

33.5±3.4a

45.0±4.8a

52.8±4.0a

BC48

7.4±0.7d

30.6±3.5a

43.9±3.6a

52.7±3.4a

CK

12.9±2.0a

46.4±3.8b

13.1±1.3c

29.9±3.0b

NPK

12.5±2.0a

49.8±3.5b

16.4±1.8c

34.9±5.4b

BC6

11.4±2.1a

48.1±6.6b

23.1±4.9b

40.4±4.0a

BC12

10.7±0.8a

54.1±7.7a

29.7±5.9a

39.6±4.4a

BC36

9.2±2.0b

50.9±3.7b

30.3±2.6a

44.2±4.2a

BC48

9.3±1.4b

49.9±4.5b

33.1±4.6a

41.0±4.5a

2.2 秸秆生物炭对土壤活性有机磷的影响
NPK 处理土壤活性有机磷两个年份平均含量为
，较 CK 处理下降 3.1%，差异不
12.5 mg·kg-1（表 2）
显著（P > 0.05）
。在施用 NPK 基础上配施秸秆生物

碳 1 年后，BC6、BC12、BC36 和 BC48 处理土壤活性
有机磷含量分别较 NPK 处理下降 8.8%、14.4%、
26.4%和 25.6%，均低于 NPK 处理，其中以 BC36 处
理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最低，差异显著（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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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与秸秆生物
炭施用量呈显著线性负相关（P＜0.05）
。且对于配施
秸秆生物炭的处理，2015 年土壤活性有机磷平均含
量为 12.1 mg·kg-1，2019 年平均含量为 9.9 mg·kg-1，
较 2015 年下降了 18.2%，说明施用秸秆生物炭可降
低土壤中有机磷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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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秸秆生物炭对土壤中稳性与高稳性有机磷的
影响
CK 处理土壤中稳性有机磷两个年份平均含量
为 13.1 mg·kg-1。NPK 处理为 16.4 mg·kg-1，其较 CK
处理提升了 25.2%（表 2）。增施秸秆生物炭后，BC6、
BC12、BC36 和 BC48 处理土壤中稳性有机磷含量分
别为 23.1、29.7、30.3 和 33.1 mg·kg-1，分别较 NPK
处理提升了 40.1%、81.1%、84.8%和 101.8%，其中
BC6、BC12、BC36 和 BC48 处理土壤中稳性活性有机
磷含量均显著高于 NPK 处理（P < 0.05）
。2015 年
土壤中稳性有机磷平均含量为 16.4 mg·kg-1，2019
年平均含量为 32.2 mg·kg-1，提升 96.3%，结合 2.2，
这进一步说明秸秆生物炭施用可有效降低土壤中有
机磷的活性，提高有机磷的稳定性。

图 1

2015 年秸秆生物炭施用对土壤有机磷组分分配比例
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 distribution in 2015

图 3 不同处理土壤有机磷组分分配比例（2015 年和 2019
年平均值）
Figure 3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organophosphorus com
ponents in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2015
and 2019 average)

图 2

2019 年秸秆生物炭施用对土壤有机磷组分分配比例
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 distribution in 2019

2.3 秸秆生物炭对土壤中等活性有机磷的影响
NPK 处理土壤中等活性有机磷两个年份平均
含量为 49.8 mg·kg-1，较 CK 处理增加了 7.3%，无
显著差异（P＞0.05）
（表 2）
。除 BC6 处理外，其余
生物碳处理土壤中等活性有机磷的含量都较 NPK
处理有所增加，但总体变化幅度不大，只有 BC12
处理土壤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显著高于 NPK 处理
（P < 0.05）
，为 54.1 mg·kg-1，2015 年土壤中等活
性有机磷平均含量为 69.28 mg·kg-1，2019 年平均含
量为 30.4 mg·kg-1，较 2015 年下降 56.1%，幅度较
大，说明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由于长期耕作、施肥
等农艺措施的影响，土壤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会出
现明显下降，而秸秆生物炭施用会加剧这一现象。

CK 处理土壤稳定性有机磷两个年份平均含量
为 29.9 mg·kg-1，NPK 处理为 34.9 mg·kg-1，较 CK
处理提升了 16.7%，无显著差异（P＞0.05）
。BC6、
BC12、BC36 和 BC48 处理土壤中稳性有机磷含量分
别为 40.4、39.6、44.2 和 41.0 mg·kg-1，分别较 NPK
处理提升了 15.8%、13.5%、26.6%和 17.5%。2015
年 CK 处 理 的 土 壤 高 稳 性 有 机 磷 含 量 为 28.9
mg·kg-1，NPK、BC6、BC12、BC36 和 BC48 处理土壤
高稳性有机磷含量均较 CK 处理有所提升，但各处
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土壤高稳性有机磷平
均含量为 32.5 mg·kg-1，而 2019 年土壤高稳性有机
磷平均含量为 44.2 mg·kg-1，较 2015 年提升 26.5%，
且 2019 年配施秸秆生物炭的土壤高稳性有机磷含
量均显著高于 NPK 处理（P < 0.05）
。
2.5 秸秆生物炭对土壤有机磷组分分配的影响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施用秸秆生物炭 5 年后，
相较于 2015 年，BC6、BC12、BC36 和 BC48 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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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稳性、中稳性有机磷比例明显上升，中活性有机
磷比例明显下降，对于配施秸秆生物炭的处理，土
壤中等活性有机磷已不再是各有机磷组分中占比最
大的组分，这说明增施秸秆生物炭后，土壤活性有
机磷占比呈下降趋势，稳定性有机磷呈上升趋势，
土壤有机磷的活性降低，稳定性增强。如图 3 所示，
施用秸秆生物炭后，土壤有机磷组分平均分配比例
发生明显变化。土壤有机磷各组分占总有机磷的比
例按从大到小顺序为：中等活性有机磷（37.4%～
45.4%）＞高稳性有机磷（29.2%～32.9%)＞中稳性
有机磷（12.8%～24.8%）＞活性有机磷（6.8%～
12.6%）
。在各处理中，土壤活性有机磷平均占比为
9.1%，其中 CK 处理最大，为 12.6%。与 NPK 相比，
增施秸秆生物炭后，BC6、BC12、BC36、BC48 处理
土壤活性有机磷所占比例均显著下降，而中稳定性
有机磷组分显著上升（P < 0.05）
。

3
3.1

讨论

增施秸秆生物炭对砂姜黑土理化性质及作物
产量的影响
增施秸秆生物炭对土壤理化性质具有显著影
响，且随秸秆生物炭施用量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据
徐茂林等[21]的研究，随着化肥的大量施用，砂姜黑
土地区农田土壤 pH 已由原来的偏碱性转变为现在
的偏酸性，且有着逐年下降的趋势。本试验不施肥
处理的土壤 pH 为 5.5，而常规施肥处理的土壤 pH
下降到了 5.0，说明长期化肥的施用会导致土壤酸
化。而在增施秸秆生物炭的处理中，土壤 pH 均显
著增加，且土壤 pH 与秸秆生物炭施入量呈显著正
相关（P＜0.05）
，说明增施秸秆生物炭对砂姜黑土
地区改善土壤酸化具有积极作用。
常规施肥与增施秸秆生物炭处理的土壤有机碳
含量、全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对比不施肥处理均显
著增加，增施秸秆生物炭后这些营养元素含量要显
著高于常规施肥，表明施肥能够显著提升土壤中有
机碳、全氮、速效钾 3 种元素的含量，且增施秸秆
生物炭的效果要好于常规施肥，可能是由于秸秆生
物炭的施入增加了外源养分的供给并改善了土壤微
生态环境，加速了土壤微生物的分解有机物及养分
循环过程等作用[22]，这与杨旸等[23]提出的有机肥对
加速土壤有机碳、氮积累显著优于常规施肥的结论
一致。在 6 种处理中土壤碱解氮含量并没有显著差
别，这可能与其性质不稳定，极易被固化成有机磷
或被植物吸收利用有关。
随着秸秆生物炭施入量的增加，小麦和玉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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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说明在砂姜黑土
地区，采用增施秸秆生物炭的方法可以显著增加土
壤养分含量，改提升土壤肥力，改良土壤结构和保
障作物产量。
3.2 增施秸秆生物炭对砂姜黑土有机磷组分影响
不同农田管理方式会对土壤有机磷含量及分配
比例产生强烈影响。在本研究中，常规施肥处理的
土壤总有机磷含量略高于不施肥处理，说明在单施
化肥的情况下，由于外源磷投入量的增加及其微生
物活性的增加，加速土壤磷循环过程，土壤有机磷
的合成速率要高于矿化速率，土壤有机磷发生累积；
而增施秸秆生物炭的 4 种处理，其土壤有机磷总量
均都高于常规施肥处理，这说明施肥可以增加土壤
有机磷的含量，且增施秸秆生物炭比常规施肥更能
够明显提升土壤有机磷含量，这与前人所提出的施
肥可促进土壤中有机磷的积累相吻合[24]。
对于土壤有机磷组分，本研究发现，所有处理
的土壤有机磷组分占总有机磷比例由大到小为：中
等活性有机磷＞高稳性有机磷＞中等稳定性有机
磷＞活性有机磷，这说明中等活性有机磷是砂姜黑
土有机磷的主要赋存形态。在两个年份平均数据中，
土壤活性有机磷占总有机磷的比例较小，平均为
9.1%，增施秸秆生物炭处理中，土壤活性有机磷含
量及比例随秸秆生物炭施用量的增多而呈现减少的
趋势，甚至两年中 BC36 与 BC48 两处理的土壤活性
有机磷含量低于 CK 处理。对比两个年份的有机磷
组分含量，可发现 2019 年度施用秸秆生物炭处理的
土壤活性有机磷与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均显著低于
2015 年，这一现象说明增施秸秆生物炭可显著降低
土壤活性有机磷的含量及比例，降低土壤有机磷的
活性，这与前人将猪粪、牛粪、绿肥等有机肥料施
入土壤后所得结果迥然不同[25-27]，因为施用的有机
肥本身含有大量的磷元素，且施用有机肥料可以进
一步激发土壤中微生物及磷酸酶的活性，造成土壤
活性有机磷含量及比例明显升高 [24] 。而在本试验
中，增施秸秆生物炭以后，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及
比例呈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秸秆生物炭中含
有大量的碳原子，没有像大多数有机肥那样有较高
的磷元素含量，也缺乏进一步激发土壤微生物与磷
酸酶的活性的物质，在施入土壤后，其中大量的碳
原子促使土壤有机磷向 C/P 比值更高的稳定形态转
变，故而活性有机磷的含量随着秸秆生物炭的施入
而发生下降[28]，即土壤有机磷的活性降低。此外，
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两个年份平均占土壤总有机磷
含量的比例为 40.6%，是本研究中占比最高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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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组分，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29-30]。冯跃华等[31]
提出，在土壤有机磷的 4 种不同组分中，中等活性
有机磷的生物有效性最高，在本研究中，土壤中等
活性有机磷含量与活性有机磷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P＜0.01）
，且 BC12 处理的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与
速效磷含量均为最高，故其玉米产量最高，也佐证
了这一观点。对于中稳性有机磷和高稳性有机磷，
增施秸秆生物炭处理这两种有机磷组分占比相比于
不施肥与常规施肥处理均有所提升，且两个年份相
比，可发现 2019 年度施用秸秆生物炭处理的土壤中
稳性有机磷与高稳性含量均显著高于 2015 年，这也
与前人有机肥试验中土壤稳定性有机磷比例下降的
情况明显不同[32]，可能同样是因为有机碳中含有较
多的碳原子，且秸秆生物炭无法像有机肥那样激发
微生物与磷酸酶的活性，同时，由于秸秆生物质碳
的施入造成了土壤 pH 的上升，据研究，在酸性土
壤中磷的吸附量会随生物炭的添加而上升[34]，且生
物炭巨大的比表面积与其含有的大量 Ca、Fe、Al
等元素进一步促进了土壤中磷元素的吸附与固定，
降低土壤有机磷的活性，增强土壤有机磷的稳定性。
此外，2015 年 NPK 与施用秸秆生物炭的处理
土壤高稳性有机磷含量均较 CK 处理有所提升，但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
；而 2019 年配施秸
秆 生 物 炭 的 土 壤 高 稳 性有 机 磷 含 量 均 显 著 高于
NPK 处理（P < 0.05）
。且 2015 年土壤高稳性有机
磷平均含量为 32.5 mg·kg-1，而 2019 年土壤高稳性
有机磷平均含量为 44.2 mg·kg-1，较 2015 年提升
26.5%，这说明施入土壤的秸秆生物炭对土壤有机
磷组分起着长期影响，秸秆生物炭起初主要通过影
响中稳定性有机磷来改变土壤有机磷的稳定性，但
一段时间后配施秸秆生物炭对于土壤有机磷稳定性
的影响逐渐在高稳性有机磷中表现出来。
3.3 秸秆生物炭与砂姜黑土磷管理
本研究表明，砂姜黑土农田土壤增施秸秆生物
炭后，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及比例均有所下降，而
土壤中稳性有机磷含量及比例显著提升，结合土壤
有效磷含量随秸秆生物炭施用量增加而出现的先上
升后下降的现象，说明在土壤中增施秸秆生物炭可
以有效抑制土壤中磷元素的活性及有效性，同时促
进稳定性较低的有机磷元素转化为稳定性较高的有
机磷。在实际生产中，对于有效磷含量偏高（> 20
mg·kg-1）的土壤，可以考虑合理增施秸秆生物炭以
抑制磷元素的活性，减弱活性有机磷向有效磷的转
化过程，增强土壤对磷的吸附能力，从而减少磷元
素通过地表径流和淋溶等途径向地下水、河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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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等水体中的扩散，降低非点源磷污染风险。对于
磷元素活性偏低（有效磷 < 20 mg·kg-1）的土壤，
可以考虑采用合理配施有机肥的方式来增强土壤有
机磷的活性，促进有机磷向有效磷的转化，解决磷
元素在土壤中大量累积却难以为植物所吸收利用的
问题。
砂姜黑土是我国黄淮海平原典型的中低产土壤
类型之一，现阶段砂姜黑土物理性质不良（蒙脱石
含量高，胀缩性强）仍然是制约本地区农田土壤生
产潜力进一步发挥的关键。大量研究表明，秸秆生
物炭可有效降低土壤容重，改良土壤质地，降低土
壤胀缩性，增加土壤持水性，综合改善土壤物理性
状[35]。因此，通过增施秸秆生物炭不仅可以改善砂
姜黑土不良的物理性状，还可以有效的降低土壤有
机磷的活性，增强有机磷的稳定性，调节土壤有机
磷的矿化过程，降低有机磷向土壤有效磷的转化能
力，进而降低高磷含量农田土壤（例如有效磷 > 20
mg·kg-1）的磷素随径流流失风险。所以在磷流失风
险较高的农田土壤可将秸秆碳化还田作为一种有效
的防控磷面源污染的农艺措施，降低农田非电源磷
污染的风险。但秸秆生物炭施用对农田磷流失过程
（浓度和通量）的影响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4

结论

施用秸秆生物炭可显著提升砂姜黑土肥力和有
效缓解土壤酸化，保障作物产量；土壤有机磷以中
等活性有机磷为主，其分配比例因秸秆生物炭施用
量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即随着秸秆生物炭施用量的
增加，活性较强的有机磷组分比例下降，活性较弱
的有机磷组分比例上升；随试验年限的增加，土壤
活性有机磷比例下降而稳定性有机磷比例上升，年
际变化明显，且这种演变效应在秸秆生物炭施用下
更为突出；秸秆生物炭具有降低土壤有机磷活性和
提高有机磷稳定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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