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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配施腐秆剂下不同氮肥运筹对土壤养分
及活性有机碳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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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明秸秆促腐还田条件下沿淮地区不同氮肥运筹对土壤养分及活性有机碳库的影响，为秸秆还田后氮
肥的合理施用提供依据，通过沿淮麦田的定位试验，设置 4 个处理，分别为稻秸还田+腐秆剂（CN52，C/N=52∶1）
、
稻秸还田+腐秆剂+增基减拔施 N 肥（CN11，C/N=11∶1）
、稻秸还田+腐秆剂+常规施肥（CN17，C/N=17∶1）和稻秸还
，并对耕层土壤养分、不同形态碳素、不同形态碳素有效率和碳库管
田+腐秆剂+减基增拔施 N 肥（CN22，C/N=22∶1）
理指数等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土壤碱解氮以 CN17 最高，为 166.23 mg·kg-1，而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以 CN11 最高，分
别为 22.12 和 138.75 mg·kg-1；土壤总有机碳、活性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活性有机碳有效率和可溶性有机碳有效率
均以 CN11 最高，分别为 15.52 g·kg-1、11.87 g·kg-1、38.04 μg·kg-1、76.49% 和 0.25%；土壤碳库管理指数也以 CN11 最高，
为 204.19；土壤养分含量、碳素有效率与土壤碳库指数的相关性最高。总之，沿淮地区稻秸促腐还田施用氮肥调节土
壤初始 C/N 至 11 时，土壤养分含量、有机碳中活性组分含量及其有效率和土壤碳库管理指数的提升效果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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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methods on soil nutrients and labile organic carbon
poo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raw returning with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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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nitrogen fertilizer after straw returning,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area along Huaihe Riv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methods on soil nutrients and labile organic carbon poo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raw returning with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Four treatments: rice straw returning +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CN52, C/N =
52:1), rice straw returning +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 fertilized more N base fertilizer (CN11, C/N =
11:1), rice straw returning +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 recommended N fertilizer (CN17, C/N = 17:1)
and rice straw returning +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 fertilized less N base fertilizer (CN22, C/N =
22:1) were set to analyze soil nutrients, different forms of carbon, different forms of carbon efficiency and carbon
pool management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N17 treatment had the highest soil available N, which was 166.23
mg·kg-1, CN11 treatment had the highest soil available P and K, which were 22.12 and 138.75 mg·kg-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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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1 treatment had the highest soil total organic carbon, labile organic carbon, soluble organic carbon, labile organic
carbon efficiency and soluble organic carbon efficiency, which were 15.52 g·kg-1, 11.87 g·kg-1, 38.04 μg·kg-1, 76.49%
and 0.25%,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carbon pool management index (CPMI) of CN11 was 204.19;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oil nutrient content and carbon efficiency were better related to the soil carbon pool index (CPI). In
conclus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ice straw returning to promote decay in region along Huaihe River, applying nitrogen fertilizer to adjust the initial C/N ratio of soil to 11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oil nutrient content,
the content and efficiency of labile components in organic carbon and soil carbon pool management index.
Key words: straw returning; straw-decomposing microbial inoculant; nitrogen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pproach;
soil nutrients; labile organic carbon; area along Huaihe River
沿淮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是我国主
要粮食产区之一[1]。但是近年来，沿淮区仍以重化
肥而轻有机肥的施肥方式为主，作物施肥量过大,
特别是氮肥的过量施入, 造成肥效和土壤质量下降
[2]。因此，通过农业技术措施培肥地力来改善土壤
质量，对提高沿淮地区农田生产力和粮食产量具有
重要意义。
土壤有机碳和氮磷钾等养分是土壤肥力的核心
因子[3]。土壤有机碳可划分为活性和惰性两部分，
土壤活性有机碳因其周转迅速，直接影响土壤微生
物活性，故对农业生产措施的反应更灵敏，可更好
地指示土壤质量。土壤碳库决定着农田土壤质量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土壤碳库管理指数评价某
项培肥措施下土壤碳库的有效性和土壤肥力的变
化[4]。因此，研究某项农业技术措施下土壤活性有
机碳含量和土壤碳库管理指数的变化情况，对评价
该措施土壤培肥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和微量元素
以及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等有机物[5]，将其合理
还田能够提高土壤养分和有机质的含量[6]。然而，
当前因还田秸秆腐解缓慢易造成诸如土壤碳氮比失
调、耕作困难、作物产量下降、病虫害增加等问题
而难以推广[7-8]。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基于腐秆
剂应用的秸秆促腐还田培肥模式，缓解常规秸秆还
田引起的不利影响[9-10]。但腐秆剂作为一种新型微
生物产品，其田间应用功能并不稳定，易受配套农
艺措施的影响[1]。秸秆促腐还田配施氮肥可以调解
C/N 比，提高秸秆腐解速率，缓解秸秆分解过程中
微生物对无机氮素的竞争利用，为作物生长提供养
分[11-13]。前人研究表明，秸秆还田配施氮肥调节 C/N
为 15 时，可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和碱解氮的含量[14]。
王保君等[15]发现秸秆还田施氮量为 240 kg·hm -2 时，
稻田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较不施氮分别显著增
加了 43.16%和 31.86%。但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腐秆剂配合氮肥施用对秸秆还田的培肥效果和作
物增产方面，鲜有从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的角度研

究短期秸秆还田配施腐秆剂对土壤养分和活性有机
碳库的影响。考虑到外源腐秆菌的引入会使得土壤
中土著菌的数量和群落结构发生改变，势必会影响
秸秆腐解的最适 C/N[16]。因此，亟需开展秸秆促腐
还田条件下的氮肥运筹方案研究，明确腐秆剂使用
后的氮肥最佳基追比。
为此，本研究通过布置在沿淮稻麦轮作区的定
位试验，对比不同初始 C/N 对稻秸促腐还田后土壤
养分、活性碳含量和土壤碳库特征的影响，分析它
们的相关性，以期明确沿淮地区秸秆还田施用腐秆
剂的氮肥最佳基追比，为该地区秸秆资源和氮肥的
合理利用以及土壤的培肥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安徽省霍邱县宋店乡（116°32´ E，32°36´
N）的小麦季进行。该地位于淮河流域南岸，属北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积温、年均降雨量和年均气
温分别为 5 623 ℃、951.3 mm 和 15.4 ℃。供试土
壤为水稻土，试验前耕层土壤( 0 ~15 cm) pH 6.05，
全氮 1.12 g·kg-1，
全磷 0.40 g·kg-1,
有机质 21.3 g·kg-1，
全钾 15.42 g·kg-1, 碱解氮 112.0 mg·kg-1，
速效磷 21.2
-1
-1
mg·kg ，速效钾 180.0 mg·kg 。种植制度为水稻小麦轮作。
1.2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为小麦，品种为周麦 23。还田秸秆为
水稻秸秆，其有机碳 425.5 g·kg-1，全氮 8.24 g·kg-1，
全磷 1.05 g·kg-1，全钾 18.0 g·kg-1。氮肥选用尿素（N
46%），磷肥选用过磷酸钙（P2O5 12%），钾肥选用
氯化钾（K2O 60%）
。腐秆剂选用商品有机废物发酵
菌 曲 （ 粉 末 ）， 包 含 枯 草 芽 孢 杆 菌 （ 2.21×108
cells·g-1 ）、 嗜 热 脂 肪 地 芽 孢 杆 菌 （ 0.005 4×108
cells·g-1）、青天链霉菌（0.17×108 cells·g-1）和白链
霉菌（2.76×108 cells·g-1）
。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4 个处理：① 秸

464

安

徽

农

业

大

处理
CN52
CN11
CN17
CN22

P2O5 基肥/(kg·hm -2)

K2O 基肥/(kg·hm- 2)

45.0
45.0
45.0

52.5
52.5
52.5

1.4 样品采集与测定
小麦收获后，用土钻在各小区内按“五点对角
线法”法采集耕层土壤（0 ~ 15 cm）5 个点混合，
一部分风干过筛用于测定土壤养分和总有机碳等指
标，一部分保存于 4 ℃ 冰箱中用于测定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碳和可溶性有机碳等指标。总有机碳、土
壤活性有机碳、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土壤可溶性
有机碳的测定和计算方法分别参照文献[17-20]；土
壤养分测定参照常规分析方法[21]。
1.5 数据计算和分析
、微生物生物量碳
活性有机碳有效率 ALC（%）
、可溶性碳有效率 ADC（%）
、碳库
有效率 AMC（%）
指数（CPI）
、碳库活度（L）
、碳库活度指数（LI）以
及碳库管理指数（CPMI）的计算方法参照文献[22]。
采用 One-way ANOVA 和 Duncan 多重比较法
（P < 0.05）分析不同氮基肥用量下土壤养分、不同
形态碳素、活性碳有效率及碳库管理指数的差异；
采用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分析土壤不同形态碳素有效
率、碳库管理指数和土壤肥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统计分析和图形制作分别由软件 SPSS19.0 和 Origin
9.0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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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田间小区试验施肥量
Fertilization application rates in field plot experiment

N/（kg·hm -2）
基肥
拔节肥
187.5
7.5
105.0
90.0
67.5
127.5

Table 2

学

将用量为 30 kg·hm-2 的腐秆剂均匀撒施到铺好粉碎
秸秆（长度为 10 cm 左右）的田内并立即翻耕，翻
耕深度为 15 cm。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小区面积为
24 m2。试验各处理施肥方案见表 1。

秆还田+腐秆剂（CN52，C/N = 52:1）
；② 秸秆还田+
；③ 秸
增基减拔施 N 肥+腐秆剂（CN11，C/N = 11:1）
秆还田+常规施肥+腐秆剂（CN17，C/N = 17:1）
；④
秸秆还田+减基增拔施 N 肥+腐秆剂（CN22，C/N =
22:1）
。水稻秸秆还田量为 6 000 kg·hm-2，各处理均
Table 1

学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养分含量
不同处理对土壤主要养分含量的影响结果（表
2）显示，施氮肥处理（CN17、CN11 和 CN22）土壤
全量养分含量均略高于对照不施氮肥处理（CN52），
土壤全氮和全磷的增加量介于 0.06 ~ 0.12 g·kg-1、
0.00 ~ 0.03 g·kg-1，差异不显著（P > 0. 05）
。不同处
理之间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差异显著（P < 0. 05）
。施
氮肥处理（CN17、CN11 和 CN22）皆显著提高了土
壤中的碱解氮含量，其中以处理 CN17 最高，比对照
处理增加了 57.5%，处理 CN11、CN22 分别增加了
24.1%和 23.0%；处理 CN11 的速效磷含量最高，较
对照处理增加了 38.3%，差异显著（P < 0. 05）
；处
；处
理 CN22 则增加了 18.7%，差异显著（P < 0. 05）
理 CN17 增加了 3.1%，差异不显著（P > 0. 05）
。处
理 CN11 的速效钾含量同样处于最高水平，较对照处
理增加了 14.0%，差异显著（P < 0. 05）
，而处理 CN17
和 CN22 的速效钾含量则分别降低了 0.3%和 2.4%，
差异不显著（P > 0. 05）
。

表 2 不同氮基肥用量对土壤主要养分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amount of nitrogen-based fertilizer on soil major nutrients

全氮/（g·kg-1） 全磷/（g·kg-1） 全钾/（g·kg-1） 碱解氮/（mg·kg-1） 速效磷/（mg·kg-1） 速效钾 /（mg·kg-1）

CN52

1.09 ± 0.01a

0.48 ± 0.02a

14.43 ± 0.15a

105.56 ± 0.00c

15.99 ± 0.68c

121.67 ± 5.14b

CN11

1.16 ±

0.12a

0.05a

0.24a

2.97b

1.69a

138.75 ± 5.10a

CN17

1.21 ± 0.01a

0.48 ± 0.03a

14.40 ± 0.26a

166.23 ± 7.48a

16.48 ± 0.82bc

121.25± 9.19b

CN22

0.08a

0.04a

0.12a

6.19b

1.03b

118.75± 7.14b

1.15 ±

0.51±

0.51 ±

14.36 ±
14.31 ±

131.04±
129.83±

22.12 ±
18.98 ±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 < 0. 05）。

2.2 土壤不同形态碳的含量及活性碳有效率
除可溶性碳外，秸秆促腐还田配施氮肥较不施
氮肥可不同程度地增加土壤碳含量及其有效率（表

3）
。其中，处理 CN17、CN11 和 CN22 的总有机碳含
量较 CN52 分别增加 4.3%、16.6%和 7.7%，差异显著
（P < 0.05）
；活性有机碳含量分别增加 13.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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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差异显著（P < 0.05）
，而处理 CN22 增加了
6.6%，差异不显著（P > 0.05）
；微生物生物量碳有
CN11 和 CN22
效率除 CN17 较对照处理增加了 0.4%外，
分别降低了 11.1%和 3.6%，差异不显著（P > 0.05）
；
可溶性有机碳有效率仅 CN11 显著增加 127.3%，CN17
和 CN22 分别显著降低 63.6%和 18.2%（P < 0.05）
。

和 14.8%，差异显著（P < 0.05）
；微生物生物量碳分
别增加 4.5%、3.8%和 4.2%，差异不显著（P > 0.05）
；
可溶性有机碳含量仅 CN11 较对照处理显著增加了
149.0%
（P < 0.05）
，
CN17 和 CN22 则分别降低了 66.8%
（P < 0.05）和 17.7%（P > 0.05）
；CN17 和 CN11 的活
性有机碳有效率较对照处理分别增加了 8.7%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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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处理对不同形态碳含量及活性碳有效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different forms of carbon contents and labile organic carbon efficiency
总有机碳/
活性有机碳/ 微生物生物量碳/ 可溶性有机碳/
活性有机碳
微生物生物量碳 可溶性有机碳
（g·kg-1）
（g·kg-1）
（μg·g-1）
（μg·g-1）
有效率 ALC /%
有效率 AMC/%
有效率 ADC/%

CN52

13.31 ± 0.40c

9.26 ± 0.24c

370.43 ± 46.63a

15.28 ± 1.67b

69.57 ± 1.21b

2.79 ± 0.41a

0.11 ± 0.01b

CN11

15.52 ± 0.49a

11.87 ± 0.62a

384.66 ± 9.68a

38.04 ± 1.03a

76.49 ± 3.49a

2.48 ± 0.13a

0.25 ± 0.01a

CN17

13.88

± 0.41b

± 0.44b

387.25 ± 62.63a

5.07

± 1.83c

± 1.41a

± 0.48a

0.04 ± 0.01d

CN22

14.33 ± 0.13b

10.63 ± 0.24b

386.05 ± 58.29a

12.58 ± 0.27b

2.69 ± 0.41a

0.09 ± 0.00c

10.50

Figure 1

项目
活性有机碳有效率
微生物生物量碳
有效率
可溶性有机碳
有效率
碳库活度指数
碳库指数
碳库管理指数

75.61

74.18 ± 0.98ab

2.80

LI：碳库活度指数；CPI：碳库指数；CPMI：碳库管理指数。
图 1 不同处理小麦季土壤 LI、CPI 和 CPMI 的变化
Changes of LI, CPI and CPMI in soil during wheat seas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 4 碳素有效率、碳库管理指数与土壤养分的相关性
Table 4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il fertility and ALC, AMC, ADC and CPMI
微生物
可溶性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生物量碳
有机碳

活性
有机碳

总有
机碳

0.336

0.113

0.081

0.548

0.500

0.334

0.105

0.238

0.837

0.553

-0.333

-0.523

0.591*

0.152

-0.428

-0.094

0.905**

-0.346

-0.375

-0.467

-0.160

0.177

-0.010

-0.413

0.737**

0.674*

-0.064

0.997**

0.556

0.695

0.273
0.355
0.324

0.085
0.584*
0.240

0.104
-0.249
0.021

0.472
0.125
0.396

0.511
0.958**
0.688*

0.371
0.584*
0.482

0.057
-0.038
0.032

0.313
0.754**
0.476

0.843
0.914
0.942

0.564
0.999*
0.738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P < 0.05）和极显著（P < 0.001）相关。

2.3 土壤碳库管理指数
小麦季不同处理的碳库活度管理指数（LI）、碳
库指数（CPI）和碳库管理指数（CPMI）如图 1 所
示。秸秆促腐还田配施氮肥后土壤的 LI、CPI 和
CPMI 值整体高于不施氮肥处理 CN52。CN17、CN11
和 CN22 的 LI 值较 CN52 分别增加 36.1%、45.9%和
25.4%，CPI 值分别增加 4.0%、16.1%和 7.1%，CPMI

值分别增加 42.1%、70.0%和 35.4%。且处理 CN17、
CN11 与处理 CN52 间 LI、CPMI 值的差异达显著水
平（P < 0. 05）
，处理 CN11、CN22 与 CN52 间 CPI 值
的差异达显著水平（P < 0. 05）
。
2.4 土壤不同形态碳素有效率、碳库管理指数与土
壤养分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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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全钾、微生物生物量碳分别存在显著正相关
（P < 0.05）和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1）
；土壤
可溶性有机碳有效率与速效钾显著正相关（P <
0.05）
，与速效磷和可溶性有机碳极显著正相关（P <
0.01）
；土壤碳库指数（CPI）与全磷和总有机碳显
著正相关（P < 0.05）
，与速效磷和可溶性有机碳极
显著正相关（P < 0.01）
；土壤碳库管理指数和速效
磷显著正相关（P < 0.05）
（表 4）
。

3

讨论

3.1 不同氮基肥用量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前人研究表明，秸秆还田后施用氮肥可以促进
秸秆分解、腐熟过程，减少微生物对土壤氮的固持，
增 加 土 壤 氮 素 有 效 性 ，为 作 物 后 期 生 长 提 供养
分[23]。本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秸秆促腐还田
配施氮肥的处理土壤速效养分含量显著高于不施氮
肥的处理，增施氮肥的处理 CN11 速效磷、钾含量和
平衡施氮的处理 CN17 碱解氮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P < 0.05）
（表 2）
。这主要是因为处理 CN17 中
充足的基肥氮素可以缓解作物与微生物之间对氮素
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使土壤
微生物更好地参与土壤养分的循环过程中[24]。到了
作物生长的中后期，土壤微生物群落演替，先前被
固持的氮素从微生物体内开始释放出来，土壤碱解
氮含量骤升[25]，然而处理 CN11 较高的氮投入导致
大量氮素在土壤中累积，这不利于微生物的存活，限
制了土壤微生物对磷、钾的吸收[26]，故使得平衡施肥
的处理 CN17 维持了最高的碱解氮含量，增施氮肥的
处理 CN11 维持了最高的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P <
0.05）
。处理 CN11 速效磷含量之所以最高，可能是
因为施氮量偏高使得铵基肥料氧化释放质子进而导
致土壤酸化，提高了土壤中某些对磷利用能力强的
微生物的丰度[27]，使得速效磷含量上升。相比对照
处理 CN52，处理 CN22 也会显著提高土壤碱解氮和
速效磷的含量。这是因为在秸杆自身 C/N 较高时，
基肥减施氮肥和拔节期增施氮肥同样可以调节 C/N
比，满足秸秆腐解需要，从而增加土壤碱解氮含
量[28]。氮添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中 N 的含
量，但较高的氮添加可能也会造成土壤酸化[29]，使
得土壤中有效磷含量增加[30]。至于土壤全量养分含
量，促腐还田配施氮肥的处理总体上高于对照，但
差异不显著，则可能是因为田间条件下影响结果差
异因素的复杂性，使得部分全量养分的增加趋势未
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处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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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基肥用量对土壤不同形态碳素及活性
碳有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秸秆促腐还田配施氮肥的处理有机
碳不同组分显著高于不施氮肥的处理。这一结果与郭
万里等[31]研究发现类似：与不施氮肥对比，秸秆还田
配施 50 和 100 kg·hm-2 氮肥时，土壤中各活性有机碳
（SOC、MBC、EOC 以及 DOC）均显著增加。秸秆
中富含大量的碳、氮是增加土壤有机碳的重要来源
[18]，当秸秆、腐秆剂和化肥施入土壤后，增强了土壤
中有关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因此，相关的土壤酶活性
得到显著提升，从而促进秸秆的腐解和养分的释放
[32]
。高施氮量不仅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也促进了根
际碳沉积，使得土壤不同形态碳素含量上升[33]。本研
究还发现：
增基减拔施 N 肥的处理 CN11 的总有机碳、
活性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有效率显
著高于其他处理（P < 0.05）
。前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34]
果，如 Guo 等 发现在作物生长施基肥的时候，施
入充足的氮肥可以提高水稻秸秆的腐解速率，促进更
多秸秆碳素的释放；也有研究指出当作物基期蘖肥施
入比例过大时，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土壤酶活性也会更
高[35]。综上，秸秆还田配施腐秆剂下适量提高基期氮
肥比例，可以增加土壤酶活性，促进水稻秸秆碳素分
解，提高土壤碳素水平。
3.3 不同氮基肥用量对土壤碳库指数、碳库活度指
数和碳库管理指数的影响
相较于处理 CN52，本研究中秸秆促腐还田下添
加不同比例的氮肥均能显著提高土壤碳库活度指
数、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且增基减拔施 N 肥
的处理 CN11 对上述指标的提升幅度最大（P < 0.05）
（图 1）。与单施秸秆相比，处理 CN11 最有利于土
壤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的提高。这是因为碳库
活度指数和碳库指数分别决定于土壤活性有机碳和
有机碳[22]，而处理 CN11 显著增加了土壤活性有机
碳和有机碳含量，所以 LI 和 CPI 最高，使得 CPMI
表现为增加，这与马艳芹等[36]对不同氮肥用量下紫
云英还田的土壤碳库管理指数的研究结果大体一
致。相关性分析表明：土壤养分、不同形态碳素和
土壤碳库指数（CPI）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的
指标最多，和土壤碳库管理指数（CPMI）相关的指
标最少（表 4）
。该结果与马超等[10]的研究结果不一
致，这或可归因于前人的试验并未关注氮肥施用量，
而本试验通过施氮调控了秸秆还田的初始 C/N。诸
多研究表明，外加新鲜有机质能够通过激活土壤中
多种微生物活性提高对土壤固有有机质的降
解[37-38]。本试验中，作为外源有机质的稻秸 C/N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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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52，且本地区主要为需氮量高的水稻-小麦轮作
体系[39]，秸秆促腐还田可以配施一定量的氮肥可以
促进秸秆降解，加速秸秆碳向土壤碳转化，进而使
得土壤 TOC 和速效养分含量上升。而 CPI 与土壤
TOC 相关，故因不同施氮量引起的 TOC、速效养分
上升与 CPI 相关。从表 4 还可得知，土壤养分、不
同形态碳素与 LI 没有相关性，而 LI 与 CPMI 相关，
因而土壤养分、不同形态碳素和 CPMI 之间相关性
较低。所以当施肥措施涉及不同施氮水平时，CPI
与速效养分、不同形态碳素的相关性较好。而马超
等[10]的研究设置了不同水平的 P、K 肥处理，直接
刺激了碳库活性组分含量，使得土壤肥力与有机碳
库发生显著变化，此时 CPMI 可以对土壤的质量、
肥力状况起到很好的指示作用。

4

结论

秸秆促腐还田配施不同比例的氮肥均提高沿淮
地区土壤的土壤养分及活性有机碳库，尤以增基减
拔施 N 肥的促腐还田措施（CN11）提升效果最为显
著。土壤碳库指数与土壤碳库管理指数相比可更好
地反映秸秆促腐还田配施氮肥对土壤的培肥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氮肥施用量仅基肥与拔节肥的
施用比例不一致，而 C/N 比是根据基肥与秸秆量进
行计算的，本研究也未在拔节期前取样，但是这并
不影响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秸秆促腐还田对土壤质
量影响的研究重点。因此建议在该区进行秸秆还田
促腐时，增施氮肥调节 CN11，从而实现沿淮地区稻
麦轮作系统下秸秆资源和氮肥的合理利用以及土壤
的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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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自然通讯》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近日，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影响因子：14.919) 在线发表了我校
植物保护学院绿色农药研发与应用团队题为
《芳香碳氧亲电试剂的立体选择性烷基化偶联》(Enantioselective
alkylative cross-coupling of unactivated aromatic C–O electrophiles) 的研究论文。
在医药及农药研发过程中，通过在候选药物分子中引入烷基，尤其是甲基，可以显著地调节其生理活
性，改善半衰期、溶解度及靶向选择性等。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神奇的甲基化效应(magic methyl effect)”。
因此，对具有潜在生物活性有机分子进行甲基化修饰已经发展成为新药研发中最常用的策略之一。
我校绿色农药研发与应用团队在实验室前期工作(JACS2021,143, 18380-18387)的基础上，基于对芳香
碳杂键断裂过程立体化学控制规律的深入研究，通过对催化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发展了廉价易得含氧化合物
参与的立体选择性烷基化反应，实现了 β-位烷基取代轴手性酚类骨架的高效合成。通过氘代烷基试剂的使
用，进一步将氘代甲基引入到轴手性酚类化合物中。基于机理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双配体配位过渡金属物种
为该反应中具有催化活性的催化物种。
安徽农业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我校曹志超教授为该论文通讯作者，研究生张子硕、张金同以及团队
教师高全副教授为该论文第一作者。该工作得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安徽农业
大学揭榜挂帅项目以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