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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稻鱼复合种养能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在保证水稻正常生长和稻田环境质量稳定的同时提高农民经济
效益。本研究选取“巨型稻”和 “稻花鲤”为稻鱼复合种养试验材料，开展为期两年的田间定位试验，设置稻
鱼复合种养（URF30）、单独水稻种植（UR30）和干湿交替（CK）三种种植模式处理，在分蘖期结束时淹水
30 cm 并持续保持水位至收获，分析水稻不同生育期土壤养分含量、微生物量和酶活性，探讨长期淹水稻鱼复
合种养模式对土壤养分和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URF30 处理在连续的两年内土壤有机碳（SOC）含量和土
壤总氮（TN）含量呈增加趋势，并且高于其他处理，籽粒产量均高于其他处理。UR30 和 URF30 处理进行短
期淹水后，土壤中硝态氮和有效磷含量下降，同时土壤中 β- 葡萄糖苷酶（BG）活性和脲酶（UR）活性显著降
低；稻田长期淹水会降低土壤微生物量氮（MBN）含量，UR30 处理 2020 年和 2021 年土壤 MBN 含量在长期
淹水后分别显著下降 146.9% 和 55.8%；稻田养鱼有利于土壤整体酶活性的提高，2020 年和 2021 年 URF30 处
理土壤酶几何平均值比 UR30 处理分别高 5.8% 和 7.5%，比 CK 分别高 19.4% 和 15.6%。研究表明，稻田进行
短期淹水导致土壤微生物在水稻拔节期受到磷限制，长期淹水导致土壤微生物在水稻成熟期受到氮限制。巨型
稻复合种养在长期淹水条件下仍能有效保证土壤肥力和土壤酶活性，在水稻产量稳定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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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ice-fish integrated farming on soil nutrients and enzyme activities under long-term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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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ce-fish integrated system can reduce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ensure the
normal growth of rice, maintain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of paddy field,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rmers.
In this study, “giant rice” and “Daohua carp”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for the rice-fish integrated
farming, and a two-year field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ree farming modes were set up: rice-fish integrated farming
with long-term flooding (URF30), rice planting alone with long-term flooding (UR30), and rice planting alone with drywet alternating (CK). Soil nutrient content, microbial biomass, and enzyme activities were analyzed at different rice
growth stages, and the effects of rice-fish integrated farming on soil nutrients and enzyme activitie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and total nitrogen (TN) contents of the URF30 treatment increased in
two consecutive years, an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treatments. The grain yield of the URF30 treatment wa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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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After short-term flooding for the UR30 and URF30 treatments, the soil nitrate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s decreased, and the activities of soil β-glucosidase and ureas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Long-term
flooding in paddy fields decreased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MBN) content. Compared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looding, soil MBN content in the UR30 treatmen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146.9% and 55.8% in 2020 and 2021,
respectively. Fish farming in paddy field wa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soil enzyme activities. In 2020 and 2021, the
geometric mean of soil enzymes in the URF30 treatment were 5.8% and 7.5%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UR30 treatment,
and 19.4% and 15.6%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K treatment. The biomas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were limited by soil
phosphorus in the jointing stage of rice by short-term flooding, while were limited by nitrogen in the mature stage of
rice by long-term flooding. The integrated farming of giant rice and fish could effectively guarantee soil fertility and soil
enzyme activiti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ng-term flooding, and improve rice yield.
Key words ：rice and fish integrated farming; flooding; soil nutrients; soil microorganisms; soil enzyme

土壤养分和微生物环境是影响水稻生长的重要
因素，已有研究发现，稻田复合种养能有效提高土
壤肥力，并能提高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1-2]。传统的
稻鱼复合种养农业中，化肥和农药的减少降低了水
稻种植的成本，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也增加
了农户的收益 [3]，因此稻鱼复合种养在 2020 年被农
业部充分肯定，同时该模式的优化改进受到了研究
人员的关注 [4]。在稻鱼复合种养的优化研究中，选
择耐淹水的水稻进行深淹水复合种养可以减少传统
稻鱼模式对土壤耕作层的破坏和饵料的投入。复合
种养长期淹水指水稻移栽后保证田面湿润，在水稻
分蘖结束后达到水稻能承受的较高淹水深度，同时
投鱼并保持淹水深度直至收获。研究发现长期淹水
对土壤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作物的生
长 [5-6]，而巨型稻在耐水淹具有良好的表现，结合
水稻产量探讨巨型稻应用于长期淹水复合种养下土
壤养分情况和酶活性的影响对于复合种养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稻渔复合种养进行了不同
针对性的研究，大部分使用的是传统水稻或者杂交
水稻进行传统的稻渔复合种养研究，对长期深淹水
这一模式研究较少。在不同类型稻渔复合种养中，
鱼类对稻田土壤影响各不相同。Hu 等 [7] 发现稻鱼
模式中，鱼类排泄物中的氮可被水稻直接利用。马
薇薇等 [8] 发现稻鱼模式下土壤有机质显著高于水稻
单作处理，稻鱼处理 TN 含量比单作高 34.44% ；林
利红等 [9] 发现稻蟹模式下，稻蟹模式成熟期土壤
TN 比单作高 7.84% ；厉宝仙等 [10] 发现稻虾模式下
土壤铵态氮和有效磷分别增加了 24.16% 和 48.10%，
土壤硝态氮有所下降，且水稻产量有所降低 ；周雪
芳等 [11] 发现，稻蛙模式下土壤微生物数量、酸性
磷酸酶（ACP）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田；
佀国涵等 [12]
发现 0~50 cm 的土层中，稻虾共作模式的土壤微生
物群落 McIntosh 指数显著高于中稻单作模式，随着
土壤深度的增加，稻虾模式土壤 SOC 和 TN 含量

显著下降 ；王昂等 [13] 发现养蟹能提高 0~10 cm 土
壤脱氢酶、蛋白酶和 UR 活性。研究发现在稻田鱼
类庇护所不超过稻田面积 10% 的情况下，稻田养
鱼对水稻产量无显著影响，稻米品质有了显著的提
高 [3, 14]。由此可见，稻田复合种养不仅能改善土壤
质量，也能提高农民经济收益。
“巨型稻”是通过突变体的筛选、籼粳及野生
稻远缘杂交、聚合定向选育而获得的新型水稻，具
有植株高大、耐淹水等优势，能为鱼类提供遮阴避
凉和栖息场所。巨型稻的生长发育需要更多的营养，
然而盲目的施肥会导致肥力流失从而污染环境。巨
型稻和鱼结合种养后，鱼类日常活动能为稻田土壤
补充肥料，也能降低水稻和杂草之间的竞争关系，
降低农户挖沟施肥的投入和水体面源污染的风险，
但是长期大量的蓄水是否对稻田土壤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尚不清楚。因此，为了明确稻鱼复合种养长期
淹水对土壤养分、微生物生物量和酶活性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巨型稻”和“稻花鲤”复合种养为试
验对象，于 2020—2021 年进行复合种养田间定位
试验，以传统干湿交替为对照，设置淹水 30 cm 不
养鱼和淹水 30 cm 养鱼共 3 个处理，传统干湿交替
处理依照当地农户淹水晒田交替的方式管理，淹水
处理在分蘖期后淹水至 30 cm 并保持至鱼类收获，
测定不同处理分蘖期（淹水前）
、
拔节期（短期淹水）
和成熟期（长期淹水）土壤碳氮磷含量、微生物量
碳氮磷含量和土壤相关酶活性，分析不同处理之间
差异，探讨长期淹水条件下稻鱼复合种养对土壤养
分、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相关酶活性的影响并对长
期淹水稻鱼复合种养模式作出评价，进而为稻鱼复
合种养农田养分调控、土壤可持续利用和种养模式
的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和供试材料
本研究于 2020—2021 年在湖南省长沙县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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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开展，试验地选自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环境观
测研究站中的稻田生态种养试验和示范园区稻田
（112°52′~113°35′ E，27°59′~28°42′ N）
。试验地海拔
高度为 45~50 m，区内为典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从农业气象大数据系统查阅两年内种植水稻时段（6
月—10 月）日平均温度为 25.4 ℃，月平均降水量
和日照时数分别为 166.0 mm 和 153.2 h。供试稻田
土壤为水稻土，母质为河流冲积物。2020 年土壤基
础理化性质为 ：SOC 含量为 16.72 g/kg，TN 含量为
1.87 g/kg，总磷（TP）含量为 0.34 g/kg，pH 为 5.6。
供试巨型稻（暂未通过审定，仅试验使用）从
2011 年开始进行多区生产性试验，身形笔挺，穗
长粒多，圆润饱满，平均株高 1.7 米左右，最高
达到 2 米以上，平均一株有 35 个左右的稻穗，每
穗 300~500 粒，单季产量在不同地区可达 7.5~15
t/hm2，发芽 40 天左右进入分蘖期，分蘖结束后 40
天左右开始孕穗，需要 60 天左右成熟，全生育期
在 150 天左右。鱼类为南方地区常见“稻花鲤”
，
长沙鱼苗市场购买，底栖杂食性鱼类，荤素兼食，
适应性强，新陈代谢速度快。
1.2 试验设计
供试巨型稻连续两年（2020 年和 2021 年）按中
稻季节栽培，以正常干湿交替为对照（CK）
，设深
淹水 30 cm 不养鱼（UR30）和养鱼（URF30）共 3
个处理 ；每个处理三次重复，按随机区组方式排列，
每个处理小区面积为 100 m2。每个小区有独立的进水
和出水口，以保证重复的水环境一致且有相互独立。
稻田于 6 月中旬整田插秧，插秧规格为每穴 2 株基
本苗，株距为 50 cm，行距为 50 cm。所有处理整
地时，以复合肥的形式按照氮磷钾比例 1 ∶ 0.5 ∶ 1.3
施入氮肥 150 kg/hm2、磷肥 75 kg/hm2、钾肥为 195
kg/hm2，后期不追加肥。水稻移栽后至返青期保持
田面湿润，分蘖期结束时灌水至 30 cm，从拔节期
开始至成熟期保持淹水 30 cm。在灌水的同时放养
每尾为 50 g 左右的鲤鱼，放养密度为 2 尾 /m2，不
进行投饵，水稻收割时养鱼处理排出一半水，其他
两个处理全部排出，收割水稻稻穗部位，随后在
URF30 处理进行收鱼，剩余部分留在稻田中还田。
在水稻分蘖期（淹水前）
、拔节期（短期淹水）
、
成熟期（长期淹水）对试验区采用五点采样法采集
耕作层（0~20 cm）土壤样品，去除杂质，混匀均分，
取适量成熟期土壤风干磨细后过 100 目筛，用于测
定土壤 SOC、TN 和 TP ；取适量所有时期土壤样品
贮藏在 4 ℃冰箱，用来测定土壤铵态氮、硝态氮、
速效磷 ；剩余土壤放入 -80 ℃冰箱保存，用于测定

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和酶活性。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 SOC 用重铬酸钾氧化—硫酸亚铁滴定法
测定 ；土壤 TN 用半微量凯氏法测定 [15] ；土壤铵态
氮和硝态氮用 2 mol/L 的 KCl 溶液振荡浸提过滤后，
浸提液直接由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 [16] ；土壤 TP 用
硫酸—高氯酸消煮后定容过滤，有效磷用 0.5 mol/L
碳酸氢钠浸提过滤后，直接由连续流动分析仪测
定 [17]；
土壤 MBC 在氯仿熏蒸后使用重铬酸钾氧化—
硫酸亚铁滴定法测定，土壤 MBN 在氯仿熏蒸后使
用硫酸钾浸提，流动分析仪测定，土壤微生物量磷
（MBP）在氯仿熏蒸后使用碳酸氢钠浸提，流动分
析仪测定 [18]。
土壤 BG 活性采用对硝基酚（PNP）法测定 [19]，
土壤 UR 活性采用苯酚—次氯酸钠比色法测定 [20]，
土壤 ACP 活性采用对硝基酚（PNP）法 [19]，土壤
BG 活性和 ACP 活性以每天每克干土催化产生的对
硝基苯酚的微克数（μg p-nitrophenol/g dry soil/d）来
表示，土壤 UR 活性以每天每克干土催化产生的对
铵态氮的微克数（μg NH4+-N/g dry soil/d）来表示。
水稻相关指标计算 ：实际水稻籽粒产量在收割
时称重 ；鱼获在捕捞时统一称重 ；水稻干物质在成
熟期使用五点采样法对每个小区进行五株水稻进行
采样烘干统计，同时计量根系长度。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参考刘银等 [21] 的研究，土壤酶活性几何平均
值计算方法为 ：

F = (U1 ⋅ U2 ⋅ U3 ) 1 3

（1）

式中 ：F 为土壤酶活性几何平均值（μg/g dry soil/d）
，
U1、U2 和 U3 分别为 BG 活性、UR 活性和 ACP 活性。
酶化学计量学是 C、N、P 获取酶的活性比，
利用 BG、UR 和 ACP 三种和碳氮磷转化相关酶的
化学计量学进行矢量分析（矢量长度和矢量角度）
，
进而检验土壤微生物相对养分限制情况，矢量长度
越长表示受到的碳限制强度越强，反之越小 ；矢量
角小于 45°或大于 45°分别表示氮或磷限制。矢量长
度（VL，无量纲）和矢量角度（VA，°）的计算方
法 [22-24] 为 ：
12

 lnBG  2  lnBG  2 
VL = 
 +
 
 lnUR   lnACP  

（2）


 lnBG   lnBG   （3）
VL = Degress ATAN2 
,
 
 lnACP   lnUR   


采用 Excel2019 和 SPSS21.0 统计软件对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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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土壤 SOC 含量 2020 年成熟期比试验前增加了
11.66%，2021 年较 2020 年增加了 12.05% ；URF30
处理土壤 TN 含量 2020 年成熟期比试验前增加了
13.9%，2021 年较 2020 年增加了 16.43% ；所有处
理 TP 含量在成熟期无显著差异，各处理 TP 含量相
比试验开始前逐年下降。
通过计量比分析发现，两年试验中所有处理
碳氮比无显著差异，体现了土壤中 SOC 和 TN 的
稳定性 ；连续两年试验中土壤碳氮比呈下降趋势。
URF30 处理土壤碳磷比和氮磷比在两年试验中均显
著高于 UR30 处理和 CK 处理（P ＜ 0.05）
。各处理
2021 年土壤碳磷比和氮磷比均高于 2020 年，在碳
氮比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土壤中磷元素含量的降低
是导致碳磷比和氮磷比增加的主要原因。

下相同年份不同测定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
验不同处理相同时期与相同处理不同时期之间的差
异显著性（α=0.05）
。

2 结果和分析
2.1 土壤碳氮磷总量和土壤元素计量比分析
土壤碳氮磷是稻田土壤养分的重要组份，也是
稻田养分循环和稻田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因子，它
的含量对土壤中微生物和有效养分等物质有不同
的影响，同时土壤碳氮磷比能有效表征土壤质量
水平和土壤碳氮磷平衡状态。两年试验结果显示，
URF30 处理土壤 SOC 和 TN 含量在成熟期均显著
高于 CK 和 UR30 处理（P ＜ 0.05）
，且该处理 SOC
和 TN 含量在试验中逐年增加（表 1）；URF30 处
Table 1

表 1 不同处理成熟期土壤中有机碳、总氮和总磷含量和计量比
Contents and stoichiometric ratio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across
the treatments at maturity stage

指标
有机碳（g/kg）
总氮（g/kg）
总磷（g/kg）
碳氮比
碳磷比
氮磷比

年份

CK

UR30

URF30

2020

16.33±0.90b

15.67±0.47b

18.67±0.35a

2021

16.42±0.47b

15.11±0.47b

20.92±0.95a

2020

1.75±0.02b

1.69±0.01c

2.13±0.02a

2021

1.80±0.03b

1.83±0.16b

2.48±0.11a

2020

0.32±0.03a

0.32±0.01a

0.33±0.01a

2021

0.22±0.01a

0.23±0.02a

0.24±0.01a

2020

9.33±0.58a

9.44±0.03a

8.75±0.27a

2021

9.12±0.53a

8.65±2.53a

8.45±0.75a

2020

51.67±2.90b

49.53±0.13b

56.15±3.14a

2021

74.22±5.06b

65.60±1.54c

91.04±5.95a

2020

5.57±0.66b

5.25±0.03b

6.41±0.16a

2021

8.18±0.66b

7.99±2.12b

10.79±0.41a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成熟期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2.2 土壤有效养分含量分析
稻田土壤有效养分能直接为水稻提供营养物
质，是反映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本试验在分
蘖期结束时达到试验要求水位，随着淹水深度的增
加和鱼类的加入，土壤中结构受到淹水和鱼类扰动
的影响，此时有效态的变化较为明显。由表 2 可知，
在连续两年试验中，UR30 和 URF30 处理土壤铵态
氮含量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URF30 处理土
壤铵态氮含量连续两年从分蘖期到拔节期显著增加
（P ＜ 0.05）
，在长期淹水后显著下降（P ＜ 0.05）
，
且 URF30 处理在拔节期和成熟期的土壤铵态氮含
量均高于 UR30 处理。所有处理硝态氮含量连续两
年均呈下降趋势，
在水稻生育期前后下降显著（P ＜
0.05）；短期淹水后，所有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显著
下降（P ＜ 0.05）
，并在长期淹水后无显著变化 ；养
鱼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在拔节期和成熟期均小于不

养鱼处理，但均不具有显著差异。土壤有效磷含量
总趋势和硝态氮含量一致，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 ；
2020 年短期淹水后养鱼处理有效磷含量显著高于不
养鱼处理（P ＜ 0.05）
，但在长期淹水后无显著差
异 ；2021 年短期淹水后养鱼处理有效磷含量高于不
养鱼处理，但不具有显著差异，而在长期淹水后仍
然高于不养鱼处理。
2.3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与酶活性分析
土壤微生物指土壤中体积小于 5×10-3 μm3 的生
物总量，主要有细菌、真菌等，并且能够有效表
征土壤养分循环微动态，是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环
节。由表 3 可知，两年试验中，土壤微生物量的变
化在水稻整个生育期较大，但 URF30 处理土壤微
生物量碳氮磷含量连续两年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并在拔节期高于 UR30 处理。淹水处理 MBC
在成熟期均显著低于 CK 处理（P ＜ 0.05）
，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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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土壤铵态氮、硝态氮和有效磷含量变化
Changes of soil ammonium nitrogen, nitrate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s across the treatments

有效养分

年份
2020

铵态氮
（mg/kg）
2021

2020
硝态氮
（mg/kg）
2021

2020
有效磷
（mg/kg）
2021

时期

CK

UR30

URF30

分蘖期

9.63±0.06Bb

8.97±0.05Bc

9.97±0.07Ba

拔节期

9.08±0.02Cc

31.11±1.04Ab

34.11±0.11Aa

成熟期

10.86±0.08Aa

9.62±0.48Bb

9.88±0.02Bb

分蘖期

4.88±0.89Bb

11.32±0.42Aa

10.22±0.61Ba

拔节期

7.35±1.06Ab

13.83±1.15Aa

15.78±0.76Aa

成熟期

4.39±0.54Bb

5.93±1.81Bab

8.01±1.20Ca

分蘖期

2.61±0.12Aa

2.55±0.12Aa

2.62±0.33Aa

拔节期

2.28±0.02Ba

2.32±0.02Ba

2.23±0.10ABa

成熟期

2.31±0.06Ba

2.26±0.01Bab

2.17±0.09Bb

分蘖期

1.23±0.03Ab

1.54±0.03Aa

1.49±0.04Aa

拔节期

0.77±0.05Bb

1.10±0.14Ba

1.07±0.03Ba

成熟期

0.72±0.10Bb

1.19±0.17Ba

0.98±0.07Ba

分蘖期

44.23±3.16Aa

33.02±2.03Ab

40.07±2.00Aa
17.89±3.19Bb

拔节期

32.34±3.93ABa

7.12±1.77Cc

成熟期

29.69±3.33Ba

26.36±1.57Ba

23.13±3.12Ba

分蘖期

24.84±0.48Ac

29.73±0.63Aa

26.59±0.29Ab

拔节期

16.51±1.31Ba

14.53±1.73Ba

16.51±0.01Ba

成熟期

12.27±0.19Cb

13.87±1.63Bab

14.53±0.27Ca

注 ：不同小写（大写）字母表示相同年份中同一生育期不同处理（相同处理不同生育期）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干湿交替更有利于稻田土壤好氧微生物的生存和繁
殖 ；养鱼处理土壤 MBC 在短期淹水和长期淹水后
均高于不养鱼处理，说明鱼类能一定程度增加土壤
MBC 含量。
CK 处理土壤 MBN 含量在 2020 年呈上升趋势，
但在 2021 年较为稳定 ；URF30 处理土壤 MBN 含
量在拔节期和成熟期均高于 UR30，且 UR30 处理
Table 3
微生物量

年份
2020

MBC
（mg/kg）
2021

2020
MBN
（mg/kg）
2021

2020
MBP
（mg/kg）
2021

土壤 MBN 含量在水稻生育期前后显著下降（P ＜
0.05）
，UR30 处理 2020 年和 2021 年土壤 MBN 含量
在长期淹水后分别下降 146.9% 和 55.8%。CK 处理
MBP 含量在水稻生育期前后无显著差异 ；UR30 处
理土壤 MBP 含量在两年中表现相反，2020 年 UR30
处理 MBP 含量在短期淹水后显著降低（P ＜ 0.05）
，
而 2021 年在短期淹水后显著上升（P ＜ 0.05）；URF

表 3 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磷含量变化
Changes of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 N and P contents across the treatments
时期

CK

UR30

URF30

分蘖期

312.34±36.71Bb

477.25±15.48Aa

446.38±31.70Aa

拔节期

223.72±17.61Cc

443.18±7.54Ab

487.92±13.87Aa

成熟期

438.83±5.97Aa

249.27±35.61Bb

264.23±38.92Bb

分蘖期

304.49±48.08Aa

352.56±32.05Aa

365.26±43.18Aa

拔节期

224.36±32.05Bc

308.50±46.81Bb

416.67±32.05Aa

成熟期

353.85±32.99Aa

240.38±16.03Bc

297.82±8.35Bb

分蘖期

11.54±2.11Cb

18.12±1.83Aa

21.56±4.26Ba

拔节期

25.27±4.91Bb

10.76±0.20Bc

44.69±5.18Aa

成熟期

34.55±1.80Aa

7.34±2.33Bb

29.09±4.90Ba

分蘖期

15.36±0.43Ac

19.80±0.7Ab

23.91±3.31Ca

拔节期

11.39±2.71Bb

15.63±3.26Bb

40.98±2.71Aa

成熟期

16.57±0.96Ab

12.71±0.39Bc

30.89±0.34Ba

分蘖期

9.24±0.7ABb

9.46±0.62Ab

11.02±0.48Ba

拔节期

11.60±2.77Aa

7.90±0.43Bb

14.66±1.40Aa

成熟期

6.55±0.28Bc

7.34±0.17Bb

8.34±0.25Ca

分蘖期

7.44±0.45Ab

7.88±0.38Bb

9.33±1.06Ba

拔节期

7.72±0.35Ac

10.16±0.42Ab

17.28±0.03Aa

成熟期

7.60±0.16Ab

9.65±0.03Aa

9.04±1.15Ba

注 ：不同小写（大写）字母表示相同年份中同一生育期不同处理（相同处理不同生育期）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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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处理土壤在短期淹水后 MBP 含量显著增加（P ＜
0.05）
，但在长期淹水后显著下降（P ＜ 0.05）
，且
均显著大于 CK 处理（P ＜ 0.05）
。
土壤酶活性能指示土壤微生物的活性，酶几何
平均值也是土壤微生物质量的一类评价指标，两者
都能间接表示生态系统中养分的变化趋势。由表 4
可知，2020 年 CK 和 URF30 处理土壤 BG 活性在
水稻整个生育期显著下降（P ＜ 0.05）
，而 UR30 处
理前后无显著变化 ；2021 年与 2020 年趋势一致，
其中 CK 处理前后差异显著（P ＜ 0.05）
，而 URF30
和 UR30 处 理 差 异 不 显 著 ；短 期 淹 水 后，CK 和
URF30 处理土壤 BG 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
URF30 处理在长期淹水后无显著变化 ；URF30 处
理土壤 BG 活性连续两年均在成熟期低于 UR30 处
Table 4
酶活性

年份
2020

BG
（μg /g dry soil/d）
2021

2020
UR
（μg /g dry soil/d）
2021

2020
ACP
（μg /g dry soil/d）
2021

理。CK 处理和 UR30 处理土壤 UR 活性在 2020 和
2021 年在水稻生育期前后均无显著差异 ；而 URF30
处理土壤 UR 活性在 2020 年显著下降（P ＜ 0.05）
，
在 2021 年下降不显著 ；2020 年淹水处理 UR 活性
在分蘖期到拔节期显著下降（P ＜ 0.05）
，而 2021
年淹水处理土壤 UR 活性在拔节期时与分蘖期无显
著差异，可能是第一年在分蘖末期淹水土壤的铵态
氮含量较 2021 年更高，铵态氮的负激发效应较强。
CK 处理土壤 ACP 活性连续两年均呈上升趋势，在
2020 年试验中成熟期土壤 ACP 活性显著高于分蘖
期（P ＜ 0.05）
，而在 2021 年成熟期土壤 ACP 活性
比分蘖期高出 10.72%，但不具有显著差异 ；URF30
处理土壤 ACP 活性连续 2 年在拔节期和成熟期均
高于 UR30 处理，仅 2020 年成熟期差异不显著。

表 4 不同处理土壤酶活性变化
Changes of soil enzyme activities across the treatments
时期

CK

UR30

URF30

分蘖期

16.94±0.34Aab

15.54±3.31Ab

21.89±3.29Aa

拔节期

10.02±0.54Ca

11.37±0.75Ba

10.72±1.24Ba

成熟期

14.24±1.77Ba

11.92±0.63ABb

10.44±0.40Bb

分蘖期

22.20±0.90Aa

20.12±1.22Aa

23.47±3.38Aa

拔节期

14.83±2.27Bb

20.72±2.38Aa

21.89±0.29Aa

成熟期

17.79±1.92Ba

20.21±1.66Aa

18.51±1.90Aa

分蘖期

35.29±2.16Bc

43.73±0.20Ab

47.06±1.00Aa

拔节期

39.51±0.98Ab

40.78±0.79Ba

38.82±0.98Cb

成熟期

37.89±1.57ABb

41.92±1.44ABa

41.26±0.70Ba

分蘖期

36.46±2.09Aa

39.30±2.32Aa

40.21±4.86Aa

拔节期

31.33±3.32Ab

41.12±2.20Aa

37.43±3.99Aab

成熟期

39.30±2.32Aa

40.80±3.64Aa

37.23±4.97Aa

分蘖期

23.88±1.56Cb

43.70±2.24Aa

37.82±4.94Ba

拔节期

31.45±0.77Bc

44.74±0.83Ab

51.93±1.54Aa

成熟期

38.94±4.79Aa

36.28±4.57Ba

38.72±0.69Ba

分蘖期

25.37±2.65Bb

33.11±2.52Aa

34.73±2.13Ba

拔节期

36.53±1.28Ab

25.37±2.65Bc

43.57±4.91Aa

成熟期

28.09±0.20Bb

25.53±0.61Bb

30.95±2.25Ba

注 ：不同小写（大写）字母表示相同年份中同一生育期不同处理（相同处理不同生育期）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各处理土壤酶活性几何平均值在连续的水稻试
验下呈上升趋势，URF30 处理酶活几何平均值连续
两年均高于 CK 和 UR30 处理，并与 CK 处理差异
显著（P ＜ 0.05，表 5）
。UR30 处理连续两年均大
于 CK 处理，但不具有显著差异。
表 5 不同处理酶活性几何平均值（μg/g dry soil/d）
Table 5 Geometric mean values of soil enzymes across
the treatments
处理

2020

2021

CK

24.98±2.22b

26.64±1.84b

UR30

28.18±2.37ab

28.66±1.78ab

URF30

29.82±5.04a

30.80±2.91a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份不同处理差异显著（P ＜ 0.05）。

2.4 土壤酶活性的矢量分析
土壤微生物酶化学计量可以表征土壤微生物养
分利用和养分需求，同时体现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由表 6 可知，CK 和 URF30 处理土壤微生物碳限制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均呈下降趋势，2020 年在水稻
生育期前后下降显著（P ＜ 0.05）
，2021 前后无显
著差异 ；UR30 处理土壤微生物碳限制在 2021 年呈
增加趋势。URF30 处理连续两年在拔节期受到的碳
限制均小于 UR30 处理，并在长期淹水后未发生改
变。通过分析图 1 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受到的氮限
制和磷限制发现，两年连续试验中 UR30 和 URF30
处理土壤微生物在分蘖期均受到氮限制，并在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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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矢量长度

表 6 土壤微生物酶化学计量学中矢量长度变化
Vector length variation in soil microbial enzyme stoichiometry

年份
2020

碳限制
2021

时期

CK

UR30

URF30

分蘖期

1.398±0.001Aa

1.386±0.009Ab

1.398±0.004Aa

拔节期

1.369±0.003Ca

1.372±0.004Ba

1.368±0.006Ba

成熟期

1.385±0.005Ba

1.376±0.003ABb

1.369±0.002Bc

分蘖期

1.407±0.001Aa

1.400±0.001Ab

1.403±0.004Aab

拔节期

1.389±0.008Bb

1.403±0.002Aa

1.400±0.001Aa

成熟期

1.397±0.004ABa

1.401±0.004Aa

1.398±0.006Aa

注 ：不同小写（大写）字母表示相同年份中同一生育期不同处理（相同处理不同生育期）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期转变为磷限制，长期淹水后回归氮限制，CK 处
理连续两年土壤微生物在水稻分蘖期和拔节期均受
到氮限制。
CK

微生物氮限制或磷限制
（矢量角度）

45.2

UR30

URF30

45.0

44.8

44.6
分蘖期

拔节期

成熟期

分蘖期

2020年

拔节期

成熟期

2021年

图1

土壤微生物酶化学计量学中矢量长度和矢量角度
的变化
Fig. 1 Changes in vector length and vector Angle in soil
microbial enzyme stoichiometry

较不同模式优劣的第一要素，从而一定程度能够推
动稻鱼复合种养的发展。将不同处理两年试验水
稻和鱼类相关指标列于表 7。结果显示，2020 年各
处理水稻产量无显著差异，在养分的积累下，2021
年 URF30 处理水稻产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P ＜
0.05）
。两年鱼产量分别为 (2 612.70±53.41) kg/hm2
和 (2 773.95±82.05) kg/hm2。相比投入鱼苗的重量，
2020 年鲤鱼重量增长了 280%，2021 年鲤鱼重量增
长了 266.67%。养鱼处理水稻干物质均高于不养鱼
处理，但不具有显著差异。CK 处理水稻根系比其
他两个处理更长，这可能是干湿交替对水稻根系
的呼吸作用有一定促进作用，各处理根系长度均
超过了 30 cm，但无显著差异。经济系数主要由水
稻的基因决定，连续两年各处理经济系数分布在
44.31%~47.66%，处理之间不具有显著差异。

3 讨论

2.5 稻鱼复合种养水稻和鱼类相关指标分析

3.1 稻鱼复合种养对土壤碳素和相关微生物因子的

稻田养鱼目的是使谷物增产，并利用现有的
水环境养育鱼类，在不追加化肥和喷洒农药的情况
下，保证水稻产量的稳定并增加额外收益。分析并
讨论不同复合种养模式下水稻和鱼类的产量，是比

影响

Table 7
项目
籽粒产量（kg/hm2）
鱼类产量（kg/hm2）
鱼类回捕率（%）
水稻干物质（kg/hm2）
根系长度（cm/ 株）
经济系数

连 续 两 年 研 究 发 现 URF30 处 理 成 熟 期 土 壤
SOC 含量显著高于不养鱼处理，说明养鱼在一定程
度上能增加土壤 SOC，有研究发现稻田中鱼类的排

表 7 不同处理水稻和鱼类相关指标
Related indexes of rice and fish across the treatments

年份

CK

UR30

URF30

2020

5865.75±234.45a

6061.84±213.65a

6707.42±711.09a

2021

5932.83±124.65b

5911.86±213.30b

6353.72±182.70a

2020

2612.70±53.41

2021

2773.95±82.05

2020

75.18

2021

83.36

2020

7371.62±730.50a

6807.95±1287.90a

7784.12±1079.25a

2021

7077.03±829.92a

6491.25±665.10a

7307.45±778.70a

2020

38.50±3.12a

33.50±3.62a

36.50±2.27a

2021

37.50±4.32a

35.00±4.04a

34.00±3.54a

2020

44.31±3.85a

47.10±3.50a

46.29±4.54a

2021

45.60±2.19a

47.66±2.28a

46.51±3.33a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份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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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物增加了土壤中有机物的积累
，主要是鱼类
在捕食过程中将水体中的浮游生物和一些杂草摄入
体内，快速消化并随排泄物沉降入土壤中。浮游生
物和杂草的生长会吸收水体与土壤中的养分，鱼类
的捕食相当于将固定在这些食物中的养分重新归还
给土壤和水体。同时稻田养鱼能增加土壤孔隙中的
水分含量，造成土壤通气性下降，导致土壤中的有
机物在缺氧条件下分解缓慢，SOC 逐渐积累 [26]。
土壤碳氮比值低表示有机质处于较快的矿化状
[27]
态 ，养鱼处理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是导致土壤碳氮
比值提高的主要原因，这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本
试验中养鱼处理水稻生物量大于其他处理，其还田
量也高于其他处理，
秸秆还田会增加土壤 SOC 含量，
提高了能量利用率。本试验研究发现淹水对 MBC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酶化学计量学分析可知，
养鱼处理中微生物碳限制最弱，说明鱼类排泄物对
SOC 的补充能有效减缓 MBC 在淹水环境中受到的
抑制作用，进而导致微生物之间的碳竞争较低。BG
是一种植物在适应胁迫情况下分泌的酶 [28]，前期水
稻移栽的环境改变和后期的淹水都会使水稻受到胁
迫，导致水稻植株分泌的 BG 增加并进入土壤，而
后期随着水稻的生长和对淹水的适应，分泌的 BG
减少。
3.2 稻鱼复合种养对土壤氮素和相关微生物因子的
影响
连续两年研究发现 URF30 处理成熟期土壤 TN
含量显著高于不养鱼处理，说明养鱼处理在一定程
度上能补充土壤 TN 含量，有研究发现，生产 1 kg
鲤鱼，会有 34.6 g 氮和 43.1 g 磷重新进入土壤或者
水体 [29-30]，与 SOC 一样，鱼的加入会减少稻田中其
他动植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间接性的对土壤养分
有一定的保持作用，同时第一年的秸秆对稻田 TN
含量也有一定的补充作用。本研究发现稻田土壤铵
态氮含量在分蘖期灌水放鱼后上升，硝态氮含量呈
下降趋势，稻田淹水后，土壤毛细管内部空气扩散，
土壤团聚体遭到破坏，活性有机氮被释放，土壤微
生物活性提高，有机质矿化分解产生铵态氮等无机
盐的速率增加 [31-32]，本研究中各处理氮磷比在成熟
期均小于表征土壤氮素缺乏的最小比值 14，说明长
期淹水后稻田氮素处于较快的矿化作用中，导致土
壤氮素缺乏 [33]。
研究结果显示养鱼处理 UR 活性在拔节和成熟
期均低于不养鱼处理，而 MBN 含量高于不养鱼处
理。养鱼和淹水均能增加铵态氮含量，此时铵态氮
对土壤微生物的供给处于饱和状态，结合酶活性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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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也发现淹水处理土壤微生物在淹水后的拔节
期并未受到氮限制，但在成熟期受到氮限制，这与
土壤铵态氮含量在成熟期显著下降趋势相对应。已
有研究发现 UR 活性和铵态氮也存在着负激发效应，
UR 活性在铵态氮浓度增加到峰值后会减弱 [34-35]，
这与本研究研究结果一致。由于淹水环境硝化反应
受到抑制，硝态氮的含量呈一个下降趋势，并在连
续两年的试验中淹水处理硝态氮含量逐年降低。
3.3 稻鱼复合种养对土壤磷素和相关微生物因子的
影响
在鱼的排泄物中，磷元素的含量会高于氮元素
的含量 [29]，但是本研究中 TP 含量并未显著增加，
可能是磷元素在排泄物沉降过程中易溶于水体。王
子琬和梁新强 [36] 研究发现土壤呈还原性会增加磷
盐的溶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土壤闭蓄态磷释放，
导致土壤中磷更易流失，导致试验中土壤 TP 含量
相对于初始值更低。MBP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主要是前期分蘖期水稻根系生长迅速，根系分泌物
和脱落物的增加导致微生物生长 ；但在成熟期后对
养分需求较低，根系分泌物减少，MBP 下降 [37]。
聂小军等 [38] 研究发现高水平土壤碳磷比会导致微
生物在分解有机质的过程中存在磷受限，本研究中
碳磷比均超过 49，符合高碳磷比的情况，说明植物
和土壤微生物呈养分竞争状态，这与本研究矢量分
析中淹水后土壤微生物受到的磷限制一致。土壤 TP
大部分不能被动植物利用，需要磷酸酶进行分解转
化，本实验中土壤 TP 含量较低，土壤中有效磷含
量也呈下降趋势，水稻在拔节期对氮磷需求量增加，
有效磷的减少刺激微生物和水稻植株释放更多 ACP
来分解土壤中无机磷来补充自身需求。成熟期发现
ACP 活性在不养鱼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在后
期水稻对磷元素需求较少后，土壤微生物磷限制解
除，ACP 活性也趋于稳定，这和 MBP 趋势一致 [39]。

4 结论
研究表明，巨型稻在长期深淹水复合种养中表
现良好。在连续的两年试验中，养鱼处理土壤有机
碳和总氮含量随着年限增加，有效养分、微生物量
和酶几何平均值优于水稻单作处理 ；水稻籽粒产量
在 2021 年试验中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搭配后期鱼获，
能有效提高农户收益，该模式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试验证明了长期淹水对于土壤存在负面影响，
淹水处理中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表现为土壤微生
物量氮在淹水后显著下降。土壤各项营养元素和相
应的酶的关系密切，本研究中脲酶活性和铵态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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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负反馈调节在淹水后表现显著 ；β- 葡萄糖甘酶
的下降趋势和有效磷缺乏时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增强
也能体现巨型稻在深淹水后对环境的适应性。通过
土壤微生物的酶化学矢量分析表明，土壤微生物在
水稻拔节期会受到磷限制，是否水稻会受到磷限制
还有待研究。
大多数大田实验周期长达 5 年甚至更长年限，
而复合种养模式也需要长期的优化和改善，长时间
下不同种植模式、养鱼密度和种植密度等一系列的
试验是促进复合种养推广的重要环节，能为我国粮
食安全起到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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