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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酸性紫色土磷淋失特征研究 

吴先勤1,2，丁红利 1,2，付莉 1,2，蔚建军 1,2，周川 1,2，张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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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库区紫色土约30%为酸性。土壤酸性赋予其与中性或碱性土壤不同的理化性质，进而导致

土壤磷淋失特征不同。为研究三峡库区酸性紫色土磷淋失特征，本研究利用温室盆栽试验，设置了不

同过磷酸钙用量（0、1.006、2.515、4.527、6.036 g/盆）对酸性紫色土磷淋失及玉米生物量、磷素吸收

和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酸性紫色土（旱地）自身磷淋失量较高，达164.6ug/盆，施入少量磷肥，各

形态磷淋失量显著增加，但当施磷量达到2.515 g/盆（即农户普遍磷用量87 kg /km
2）以上时，磷淋失

量在不随施磷量的增加而增加，呈下降-升高-稳定趋势。土壤总磷淋失峰出现在玉米拔节期和灌浆期；

玉米7-8叶期是溶解性磷和正磷酸盐淋失高峰期，之后随玉米的生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颗粒态磷是土

壤主要的磷淋失形态；溶解性有机磷是溶解态磷淋失最主要形态。当地农民普遍施磷水平I2（2.515 g/

盆）在本研究中为磷淋失最低处理，但磷肥利用率仍然很低，仅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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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le soil is the main kind of soil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nd 30% of these purple 

soils is acid. Acidity changes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comparing with neutral or alkaline soils of 

the same group.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phosphorus in acid purple soils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pot experiments in the greenhouse were conducted under different phosphorus 

levels 0、1.006、2.515、4.527、6.036 g/po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ching amount of phosphorus in acid 

purple soil itself was already as high as 164.6ug/pot, and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applying a small 

amount of phosphate fertilizer, but when phosphor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mount was greater than 2.515 g/pot, 

the phosphorous leaching stopped increasing, and presented the falling - rising - stability trend instead. The 

high leaching concentra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in acid purple soil happened at the jointing stage as well as the 

milking stage of corn, while the peak of dissolved phosphorus and orthophosphate leaching appeared in 7-8 leaf 

stage of corn, although the latter two patterns of phosphorous leaching presented a decline overall. Particulate 

phosphorus was the major form of phosphorus leaching , while soluble organic phosphorus was the main form 

of dissolved phosphorus leaching in acid purple soil. Treatment I2 (2.515 g/pot), namely the local farmers 

phosphat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level, had the lowest phosphorous leaching in this study, but its phosphate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still remained as low as jus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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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level; Corn 

  引言 

磷素是植物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之一，但近来的研究却证明其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

关键元素[1]。磷素从土壤淋溶，随即由径流流入附近水体被认为是农田土壤磷进人水体的

主要途径[2-3]，是近年来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4-6]。另一方面，磷素又是不可多得的资源，

随着磷素营养不断且不可逆地淋失进入水体，我们也正日益失去有限的磷肥资源。所以，

研究土壤磷淋失对合理利用磷素这一重要农业资源，以及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库区水体最主要的污染源是农业面源污染，其氮磷排放总量占库区排入长江水体

总量的40% ~ 70% 
[7-8]。三峡库区蓄水后水体氮素超标量远高于磷素[9]。水体中氮素的可通

过浮游藻类（如蓝细菌）生物固氮获得，然而磷素则主要源于库区水土流失[10]和土壤生物

淹没[11]；有关库区的富营养化研究多证明磷是水华爆发的限制因子[10]。三峡库区主要土壤

类型为紫色土，占库区耕地面积的69.2%
[12]，其中约30%为酸性紫色土[13]，随着过量施用化

肥且不均衡配施及酸沉降，土壤酸化形式日益严峻[14]。土壤酸化使阳离子交换量和盐基饱

和度降低，土壤贫瘠化，有毒重金属元素活化，微生物活性受影响[15]。三峡库区紫色土坡

耕地小流域磷流失风险已呈现，磷损失量为12.81 kg/（hm
2
·a），磷盈余量为48.20 kg/（hm

2
·a），

高于全国均值26.1 kg/（hm
2
·a）[16]。李学平[13]对紫色土稻田磷素淋失的特征的研究表明磷

素的渗漏淋失受磷肥用量和土壤性质的影响。孙军益[12]在三峡库区小流域进行了紫色土在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氮磷淋溶研究，指出紫色土磷流失除受施肥品种与施肥量、土壤氮

磷含量影响外，耕地作物类型、植被覆盖情况等因素同样重要。因此，在典型作物下，磷

素在不同性质的紫色土中会有不同的淋失表现。玉米是三峡库区内的典型旱地种植作物。

姚军[17]在西南大学农场的径流小区研究了紫色土坡耕地“冬小麦-夏玉米”种植模式下施农

家肥和化肥后对土壤氮磷流失特征的影响。魏松庆[18]在西南大学国家紫色土肥力与肥效监

测基地研究了“榨菜-玉米”种植模式下不同养分管理对氮素淋失的影响。但针对酸性紫色

土耕地磷的淋失还鲜有研究。因此本文选取玉米这一库区代表性作物进行酸性紫色土的盆

栽试验，初步探讨该条件下酸性紫色土中磷淋失变化，以期为三峡库区玉米地土壤磷素面

源污染风险评价和最佳养分管理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金玉 506 

供试土壤：采自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治平村的龙王沟小流域。当地土地种植模式为玉

米-榨菜或水稻-榨菜，土壤为酸性紫色土，质地为粉砂粘土，基本理化性状为：pH4.47，有

机质为 16.166 g/kg，全氮 1.058 g/kg，全磷 0.448 g/kg，全钾 14.511 g/kg，碱解氮 3.44 mg/kg，

有效磷 31.09 mg/kg，速效钾 97.28 mg/kg，田间持水量 28%，砂粒含量 6.66%，粉粒含量

52.75%，粘粒含量 40.59%，以及 CEC 26.04 Cmo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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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整个盆栽试验在西南大学 1 号温室内进行。供试磷肥采用过磷酸钙（含 P2O512%）。试

验中施肥量的设计基于对龙王沟小流域农户施肥量进行的调查。当地农户普遍磷肥施用量

为 87 kg/km
2，即 0.251 g（过磷酸钙）/kg 土。因此，本研究磷肥施用量设 5 个水平，磷肥过

磷酸钙（g/kg 土）：0、0.100、0.251、0.452、0.602，分别称为处理 I0、I1、I2、I3 和 I4，其

中 I2 处理代表当地农户普遍施磷水平。试验中氮肥和钾肥也采用当地农民较普遍水平，即

尿素（含 N46%）：0.220 g/kg 土，氯化钾（含 K2O60%）:0.0521 g/kg 土，与过磷酸钙配施。

由于盆栽装土量有限，植株根系所能吸收土壤中养分远低于大田，所以盆栽施肥量一般都

高于大田 2-3 倍[19]。据此，本盆栽试验各处理的实际施肥量和施肥时间如表 1。施肥时间也

按农户习惯，即在玉米主要肥量-拔节肥施用之前施少量定苗肥；施肥方式采用窝施。试验

共 5 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试验采用塑料盆（外直径33 cm，高16 cm），盆底打有孔，装土前将纱网垫于盆底，在

塑料盆底套接口大小一致的底盆承接渗滤液。来自龙王沟小流域的耕层土过5 mm筛，于

2014年3月初装土，每盆5 kg。2014年3月9日将玉米催芽至根、芽与种子齐长，3月14日下

种，每盆两粒玉米种子；3月29日定苗，选择长势均匀的玉米幼苗留于盆内，每盆1株。盆

钵初始灌水使土壤含水量达最大田间持水量，此后用重量法补充水分维持土壤含水量在田

间最大持水量的70％～90％。盆栽试验于玻璃大棚内进行，整个生育期内，除人工浇水外

不受自然降雨的影响。试验期间，分别于定苗肥施用（2014年4月1日）后10、24、43、59、

76、91和105 d采集渗滤液共7次，每次取样的同时记录各处理渗滤量。所采集的渗滤液静

置后于当日进行测定。2014年7月18日玉米收获，测定植株生物量等各项指标。 

                   表1 玉米各处理施肥情况 

处理 
4 月 1 日第一次施肥量/ (g·盆-1

) 5 月 4 日第二次施肥量/ (g·盆-1
) 

尿素 过磷酸钙 氯化钾 尿素 过磷酸钙 氯化钾 

I0 0.075 - 0.015 1.70 - 0.52 

I1 0.075 0.006 0.015 1.70 1.00 0.52 

I2 0.075 0.015 0.015 1.70 2.50 0.52 

I3 0.075 0.027 0.015 1.70 4.50 0.52 

I4 0.075 0.036 0.015 1.70 6.00 0.52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渗滤液：根据《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20]，对未过滤水样用过硫酸钾消煮-钼锑抗比

色法测得总磷（TP），对0.45 um微孔滤膜过滤后的水样采用过硫酸钾消煮-钼锑抗比色法测

得溶解性磷(DP)，正磷酸盐（SRP）对用0.45 um微孔滤膜过滤后的水样直接采用钼锑抗比

色法，颗粒磷（PP）采用差减法计算，即总磷与溶解磷之差为颗粒磷。 

植株样品：玉米植株烘干后用百分之一天平称量作为植株干重；磨碎、过筛后用H2SO4 

-H2O2消煮-钒钼黄比色法测定植株全磷。 

1.4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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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肥利用率(% )=(施磷处理植株吸磷量−对照处理植株吸磷量)/施磷量×100% 

使用 Excel 2003 程序和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磷肥用量处理下土壤总磷淋失浓度动态 

不同磷用量处理土壤总磷淋失动态变化如图1。各处理在采样期土壤总磷淋失浓度差异

不显著；除第76 d采样期(玉米灌浆期)外，其它采样期各处理土壤总磷淋失浓度虽有起伏，

但淋失浓度较稳定，集中于0.124~0.289ug/ml间。第76 d(玉米灌浆期)和91d(玉米收获期)两

次采样，各处理淋失浓度表现出同样的升高和回落态势，且处理I3在第76d达到各处理中最

高淋失浓度；与第76 d的磷淋失浓度相比，第105 d时各处理土壤总磷淋失浓度一致下降了

48%左右，至其淋失浓度在0.138~0.160ug/ml之间。二次施肥后第10 d即初施后43d(玉米拔

节期)，除处理I0和I1外,其它各施磷处理出现一次总磷淋失峰，这是由于施肥后几天内施到

土壤中的磷素尚未被完全固定时，部分磷素可能被随即输出[21]，增加了下渗水中磷素负荷。

单艳红等[22]研究结果也表明磷在土壤剖面的渗漏高峰在施肥后3~10 d。即使是不施磷的对

照处理，其总磷淋失浓度在玉米不同生育期的波动范围仍为0.148~0.289ug/ml，远高于

0.02ug/ml（国际公认导致水体水华爆发的总磷浓度临界值），其原因是土壤本身磷素淋失。

这与宁建凤[21]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李学平等[13]也指出土壤本身磷素含量也是磷素渗漏淋失

的重要来源。 

 

  图1 不同处理土壤总磷淋失浓度动态变化 

2.2 不同磷肥用量处理下土壤溶解态磷淋失浓度动态 

土壤淋失液中溶解态磷浓度总体较低。与总磷淋失浓度的动态不同，各处理溶解态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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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失浓度总体上随玉米生长呈下降趋势（图2）。各处理在不同生育期或采样期的土壤溶解

态磷淋失浓度差异不显著；第24 d（玉米7-8叶期）和43 d（玉米拔节期）两次采样，各处

理淋失浓度表现出同样的升高和回落态势，形成玉米生育期中最高淋失峰，峰值在0.029 

~0.041ug/ml间波动。已有研究表明，施入土壤后磷肥只有极小部分在土壤中呈离子态的磷

酸盐才能被作物吸收[13]，且溶于土壤溶液中的溶解态磷被认为是可以直接淋溶到土壤下层

的磷。集中施肥(磷肥施在表层3 cm内)能明显地减少磷素淋溶出土体[23]。本试验采用的施

肥方式为窝施，减少了外源溶解态磷的淋失；二次施肥后第10 d即初施后43d，玉米处于拔

节期，生长和吸收能力强，未出现淋失峰。在第59 d（玉米喇叭-抽穗期），除处理I4外，

其它各处理土壤溶解态磷出现二次淋失峰；除处理I3，第三次淋失峰出现在第91d（玉米收

获期）；第105 d（玉米收获期）各处理土壤淋失液中溶解态磷浓度范围在0.005-0.011ug/ml

之间。在整个玉米生育期，土壤溶解态磷淋失浓度动态变化表明溶解态磷不是酸性紫色土

磷淋失最主要的形式。 

 

图2 不同处理土壤溶解性磷淋失浓度动态变化 

 

2.3 不同磷肥用量处理下土壤颗粒态磷淋失浓度动态 

如图3，不同磷用量处理土壤颗粒态磷淋失浓度动态与总磷浓度一致。颗粒态磷是土壤

磷淋失的另一主要形态，包括全部的初级和次级矿物磷、有机磷以及吸附在细颗粒物上的

磷，同时是溶解态磷的潜在补给源[24]。各处理在不同生育期或采样期的土壤颗粒态磷淋失

浓度差异不显著；除第76 d(玉米灌浆期)样品外，其它时期各处理土壤颗粒态磷淋失浓度虽

有起伏，但淋失浓度较稳定，集中于0.095~0.234ug/ml间。除处理I0和I1外，其它各施磷处

理在第43 d（玉米拔节期）出现一次下渗液颗粒态磷的淋失峰；在第76 d（玉米灌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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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一致处于第二次淋失峰，且处理I3达到各处理中最高淋失浓度0.361ug/ml，之后迅速

下降。在第105 d（玉米收获期），各处理颗粒态磷淋失浓度集中在0.131~0.150ug/ml间波动。

颗粒态磷作为溶解态磷的潜在磷源，通过土壤的解吸收作用补充溶解态磷，加之植株对溶

解态磷的吸收，使得土壤中颗粒态磷和溶解态磷的含量处于动态平衡之中[21]。在整个玉米

生育期，与土壤溶解态磷淋失浓度相比，颗粒态磷浓度动态变化表明其是酸性紫色土磷淋

失最主要的形态。 

 

 

 

 

 

 

 

 

 

 

 

 

 

图3 不同处理土壤颗粒态磷淋失浓度动态变化 

2.4不同磷肥用量处理下土壤正磷酸盐淋失浓度动态   

由于正磷酸盐是溶解性磷的主要形式之一，不同磷用量处理的土壤正磷酸盐淋失浓度

动态变化趋势与溶解性磷相似（图4），呈现先升高后缓慢下降，且有规律起伏的态势。除

处理I3外，各处理在不同生育期或采样期的土壤正磷酸盐淋失浓度差异不显著；在第24 d

（玉米7-8叶期）各处理土壤正磷酸盐淋失浓度一致出现玉米生育期中最高淋失峰，峰值集

中在0.013 ~0.015ug/ml间。随玉米的生长，除处理I3外，其它各处理相续在第59 d（玉米喇

叭-抽穗期）和91 d（玉米收获期）再次出现两次淋失峰。土壤中磷酸盐的浓度关键取决于

有机磷的矿化作用和微生物的固定作用这两个同时进行、方向相反过程的相对速率[25]。微

生物对正磷酸盐的固定和同化作用，且正磷酸盐能被作物吸收利用，降低正磷酸盐的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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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处理土壤正磷酸盐淋失浓度动态变化 

 

2.5 不同磷肥用量处理不同形态磷淋失量分析 

如表2所示，正磷酸盐淋失量在各处理中无显著性差异；比较各处理土壤磷淋失总量及

溶解性磷和颗粒态磷淋失量，处理I1最大，但与磷用量较大的处理I3及I4无显著性差异；而

处理I2，即农户普遍磷用量处理，是不同磷形态淋失量最小的处理，显著低于处理I1。一些

研究表明渗漏液磷素累积淋失量随施磷量的增加呈递增趋势[13,26,27]，但本试验结果与上述

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的结果则表明酸性紫色土（旱地）自身淋失量较高，各形态磷淋失

量随少量磷肥施入显著增加，但当施磷量达到2.515 g/盆（即农户普遍磷用量87 kg /km
2）以

上时，磷淋失量在不随施磷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呈下降-升高-稳定趋势。结果还显示不同处

理颗粒态磷淋失量占总磷淋失量比例在89.7%~ 91.2%之间，溶解性磷淋失量占总磷淋失量

比例则仅在8.8%~10.3%之间，所以颗粒态磷是土壤磷淋失最主要的形态，即酸性紫色土磷

的淋失主要为与颗粒结合的磷；不同处理正磷酸盐淋失量占溶解性磷的比例在31.0%-37.6%

之间，表明溶解性有机磷才是酸性紫色土溶解态磷淋失过程中最主要形态。 

表2 不同处理磷淋失总量及主要磷淋失形态 

处理 
实际施磷

量/(g·盆-1) 

TP 

/(ug·盆-1
) 

PP 

/(ug·盆-1
) 

DP 

/(ug·盆-1
) 

PP/TP 

/% 

SRP 

/(ug·盆-1
) 

SRP/DP

/% 

I0 0 164.6±20.6bc 147.6±20.2bc 17.0±0.4ab 89.7 5.3±0.5a 31.0  

I1 1.006 211.5±12.8a 192.9±11.9a 18.6±1.3a 91.2 5.8±1.5a 31.2 

I2 2.515 146.0±22.5c 131.9±22.5c 14.1±0.5c 90.4 4.9±0.6a 35.1 

I3 4.527 189.9±11.1ab 174.3±10.4ab 15.6±0.8bc 91.8 5.9±1.4a 37.6 

I4 6.036 182.8±19.5ab 164.9±18.5abc 17.8±1.1a 90.2 6.2±0.8a 34.9 

注：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P＜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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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不同磷肥用量处理对玉米生物量及磷素吸收、利用的影响 

如表3所示，处理I1和I2的玉米植株干重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处理I2的植株吸磷量在

各处理中最高；最大施磷量处理I4的植株干重及吸磷量则显著低于I2处理，且与不施磷处理

I0的无显著性差异，表明了适量施磷显著增加玉米植株干物质重及吸磷量。有研究表明，

供磷量过高产生的报酬递减效应与高磷对植物生长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有关[28]。处理

I1的磷利用率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但其值仍很低；随施磷量增加磷利用率呈显著下降趋

势，与处理I1相比，处理I2下降了40%，最大施磷量处理I4下降了93%。这与许多研究结果

类似，即适量施磷肥利用率最高，继续增加磷用量，肥料利用率均呈下降变化[29]。从玉米

植株干重、磷素吸收利用及减轻磷素对环境污染的三个角度进行综合考虑，文中玉米磷用

量处理I2（0.25 g/kg土），即农户普遍磷用量为所研究酸性紫色土的适宜施用量。 

表3 不同磷用量处理对玉米生物量、磷素吸收量及磷利用率 

处理 P2O5水平/(g·盆-1) 干重/(g·盆-1) 吸磷量/(g·盆-1) 磷利用率/% 

I0 0 53.24±2.73c 0.111±0.003cd - 

I1 0.121 63.39±2.78a 0.141±0.004ab 24.58±3.25a 

I2 0.302  59.64±1.26ab 0.155±0.018a 14.69±5.92b 

I3 0.543 43.85±3.57d 0.094±0.014d 0±2.53c 

I4 0.724 49.88±1.01c 0.123±0.007bc 1.69±0.93c 

注：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间差异显著(P＜5% )。 

3.讨论 

三峡库区紫色土约30%为酸性[13]，随着过量施用化肥且不均衡配施及酸沉降，土壤酸

化形式日益严峻[14,30]。土壤酸性赋予其与中性或碱性土壤不同的理化性质[31]
。土壤酸化使

阳离子交换量和盐基饱和度降低；土壤贫瘠化；有毒重金属元素活化；微生物活性受影响
[15]。酸性土壤中铁、铝活性高，与磷素形成难溶性铁磷和铝磷，甚至有效性更低的闭蓄态

磷，使土壤磷和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磷绝大部分转化为固定态磷。所以，与钙质和中性土壤

相比，绝大多数酸性土壤磷利用率低，同时磷淋失量降低；有研究表明，3种类型紫色土磷

素渗漏淋失量为中性紫色土>钙质紫色土>酸性紫色土[13]，酸性紫色土更难淋失。 

一些研究表明，渗漏液磷素累积淋失量随施磷量的增加呈递增趋势。如宁建凤等[21]在

中性赤红壤上研究施磷对苦麦菜生长及土壤磷素淋失的影响指出施磷显著增加土壤磷淋失

量，随磷肥用量增加，不同形态磷淋失量均显著增加。李学平等[13]对稻田酸性（pH5.2）、

中性及钙质3种类型紫色土的研究结果显示，各土层磷素渗漏淋失随磷肥施用量增加而增

加，高施磷量增加了磷素渗漏淋失的风险；孙军益[12]的不同肥料施用三峡库区紫色土（旱

地/果林/消落带/水田）室内淋溶模拟表明，磷素流失量与磷肥施入量呈正相关。本研究的

结果则表明酸性紫色土（旱地）自身磷淋失量较高，且各形态磷淋失量随少量磷肥施入显

著增加，但当施磷量超过一定值时，磷淋失量在不随施磷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呈下降-升高

-稳定趋势。本结论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其原因包括供试土壤类型、磷肥施用量、

http://baike.so.com/doc/2334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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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方式和观测方式不同。如孙军益等研究中的磷肥施用量为0、50、100、200、400

和800kg/hm
2共6个水平，将至40cm以下的磷素视为淋溶损失，通过土柱淋溶实验研究供试

土壤固有磷素淋失特征；而本试验设定的磷肥施用量范围较小，仅为0、35、87、156和208 

kg/hm
2，收集并测定各指标的渗漏液在表土层15cm以下，探究典型作物玉米与供试土壤综

合作用下磷素的淋失状况。可见，酸性紫色土磷素淋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需要深入

研究。 

本研究磷肥利用率最高达24%，来自施肥水平较低处理，即I1，相当于35kg /km
2。而

库区中性紫色土磷肥利用率为30%左右。为此，需要采用合理配施氮磷钾肥或增施有机肥

等有效措施以改善土壤pH和团聚体结构，从而提高磷肥利用率，并减少磷素淋失，既节约

磷肥资源，又减少磷素面源污染。 

4 结论  

1） 颗粒态磷是酸性紫色土（旱地）主要磷淋失形态，占总磷淋失量比例在83.7%-91.2%

间；溶解性有机磷是溶解态磷淋失最主要形态，占溶解性磷淋失量比例在62.4%-69%

之间。玉米拔节期和灌浆期是土壤总磷和颗粒态磷淋失浓度高峰期；试验中土壤溶解

性磷和正磷酸盐淋失浓度高峰期主要是玉米7-8叶期。 

2） 酸性紫色土（旱地）自身磷淋失量较高，且各形态磷淋失量随少量磷肥施入显著增

加，但当施磷量达到2.515 g/盆（即农户普遍磷用量87 kg /km
2）以上时，磷淋失量在

不随施磷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呈下降-升高-稳定趋势；适量施磷显著增加玉米植株干

重及吸收利用量；当地农民普遍施磷水平I2（2.515 g/盆）在本研究中为磷淋失最低处

理，但磷肥利用率仍然很低，仅为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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