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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在恒温箱和田间条件下棳研究棽个花生品种不同种子大小对发芽暍产量以及品质的影响暎结果表明棳大粒种

子具有较高的活力指数和出苗率棳但其发芽率和发芽指数略低于小粒种子和中粒种子暎荚果产量以大粒种子 高棳
其次为中粒种子棳 低的为小粒种子暎大粒种子较高的荚果产量是与其花量较多棳前期有效花率高棳根系活力较强以

及较多的干物质积累等特性密切相关棳这些特性为大粒种子较多的荚果数和高的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暎
花生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主要受品种遗传特性和环境条件的作用而表现一定的差异棳种子大小对两者影响较小暎
关键词椇关键词椇花生椈发芽椈产量椈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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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种子是作物生长发育的基础棳其大小对出苗和

植株生长发育有很大影响暎关于种子大小对幼苗生

长和产量影响的研究较多暎一般认为棳种子成熟度

越高棳种子越大越饱满棳种子的发芽能力暍种子活

力及出苗能力就越高椲棻棴棾椵暎吉春容等椲棿椵研究了冬小

麦不同品种大小粒种子对其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棳认

为大粒种子植株在苗期生长具有一定优势暎刘生祥

等椲椵对春小麦不同种子大小进行研究棳结果表明大

粒种子形成的植株比小粒种子形成的植株分蘖数

多棳营养生长旺盛棳收获穗数多棳因而产量较高暎

但近年来的试验则表明棳并不是所有作物的种子均

如此棳而是因作物种类不同而异暎张岭梅等椲椂椵采用

正交试验设计方法对玉米不同大小粒种子进行了研

究棳认为中粒种子播种产量 高棳小粒种子次之棳
大粒种子播种产量反而 低暎朱雅娟等椲椃椵对沙鞭的

种子萌发和幼苗出土的研究认为在浅层沙埋时棳种

子大小对幼苗出土率没有显著影响棳大种子无明显

的优势暎
在花生的高产栽培中棳除了要加强肥水管理及

病虫害防治之外棳筛选优质种仁播种也是花生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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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措施之一椲椄椵暎由于花生的花序属总状花序棳
其开花先后顺序不同棳花朵在主暍侧枝上着生的位

置也不同棳使同期收获的花生种子大小差异较大暎
且在我国南方花生产区棳往往对播种用种子未加严

格挑选棳结果造成花生出苗率低棳苗期生长缓慢棳
植株瘦弱棳花芽分化少棳成花率低棳进而影响产

量暎关于不同种子大小对花生生长发育暍产量和品

质影响的报道较少暎本文选用了棽个花生品种的

大暍中暍小粒种子棳研究其对种子活力暍主要性

状暍荚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棳以期为花生良种繁育

和高产栽培提供参考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供试花生品种为泉花椂号暍泉花椃号暎福建省

春花生生产上所用的种子大部分为上一年秋繁花生

种子棳两品种秋繁花生种子的百仁重 暙椂 旂椈本

试验供试种子为棽棸棻棸年秋繁种子棳剥壳后挑选饱

满光滑种子中的大粒种子 棬斕棭暍中粒种子 棬斖棭
和小粒种子 棬斢棭进行试验 棬表棻棭暎

表棻暋播种前两个花生品种不同种子大小的百仁重

斣斸斺旍斿棻暋斎旛旑斾旘斿斾旊斿旘旑斿旍旝斿旈旂旇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旀旚旝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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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百仁重棷旂

小粒棬斢棭 中粒棬斖棭 大粒棬斕棭
泉花椂号 棿棾灡棻椄 椂棸灡棻棽 椃椆灡椃棻
泉花椃号 棿棸灡棿椃 灡椆棾 椂灡棿椃

棻灡棽暋试验设计

棻灡棽灡棻暋种子活力的测定暋在培养皿内铺上一层滤

纸为发芽床棳在恒温恒湿箱于棽椄曟条件下进行培

养椈每处理棻棸棸粒种子棳根据培养皿水分情况适时

补充蒸发的水分椈设棾次重复棳每天观察发芽情

况棳当胚根突破种皮棳长度为种长棻棷棽时计为发芽

种子棳椃斾后测定幼苗鲜重棳计算发芽率暍发芽指

数和活力指数椲椆椵暎
发芽率椊正常发芽种子数棷供试种子数暳棻棸棸

发芽指数 椊暺 棷
活力指数 椊 暳
其中棳 为 日内的发芽数椈 为相应发芽

日数椈 为发芽指数椈 为幼苗鲜重暎
棻灡棽灡棽暋田间种植试验暋试验于棽棸棻棻年棾月棽棿日

在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地进行暎据福建省农

科院在泉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农业观测小气象的

资料表明棳从播种至出苗以晴朗天气为主棳降雨量

较少棳有利于花生种子发芽出苗暎试验地土壤为沙

质壤土棳地力较均匀暎采用打穴方式播种棳播种深

度为棾暙 斻旐棳种子放入后盖土暎试验采用随机区

组设计棳棾次重复棳另设棻个挖根考种区棳四周均

设有保护行椈小区面积为椂灡椂椃旐棽棳采用畦植方

法棳畦带沟宽棻旐棳畦植棾纵行棳行穴距棻椆灡椄斻旐
暳棻椆灡椄斻旐棳每穴播种仁棽粒棳测算每公顷播种量

为棽椆椃棸棸棸粒暎播种前每公顷施用棾棸棸旊旂氯化钾

复合肥 棬斘暶斝 斚棽暶斔棽斚椊棻椂棩暶棻椂棩暶棻椂棩棭暍
椃棸旊旂有机肥和椃棸旊旂壳灰作基肥棳结合翻犁施

用椈花生 叶期每公顷追施尿素棻棻棽灡 旊旂 棬含氮量

棿椂棩棭暎其他栽培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生产暎
棻灡棾暋测定项目与方法

出苗后在挖根考种区随机选定 穴 棬棻棸株棭棳
每隔 斾记载主茎出叶数棳始见花后逐日观察记载

开花量棳并分别于幼苗期暍花针期暍结荚期和成熟

期在挖根考种区随机取 穴 棬棻棸株棭进行植株干

物重暍根系活力等生理特性的测定椈收获后晒干测

定各小区荚果产量暎花生种子蛋白质暍脂肪含量采

用斊斚斢斢近红外谷物分析仪斏旑旀旘斸旚斿斻斣斖棻棽棿棻进行测

定暎试验所测数据采用 斈斝斢和 斉斬斆斉斕软件进行

相关统计分析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种子大小对花生种子活力与出苗率的影响

由表棽可知棳种子大小对其活力与出苗有一定

的影响暎棽个品种小粒种子与中粒种子的发芽率一

致棳泉 花 椂 号 和 泉 花 椃 号 分 别 为 椆椆灡棸棸棩 和

棻棸棸灡棸棸棩棳均比大粒种子发芽率略高棳但差异不显

著暎发芽指数表示种子发芽速度的快慢棳发芽指数

越大棳说明其发芽速度越快暎棽个品种的发芽指数棳
小粒种子椌中粒种子椌大粒种子棳表明小粒种子具

有较快的发芽速度暎活力指数表示发芽速度与幼苗

长势棳指数越大棳表明幼苗长势越强暎棽个品种的发

芽指数棳大粒种子椌中粒种子椌小粒种子棳表明大粒

种子幼苗长势较强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小粒种子长势

相对较弱暎从田间调查的出苗数可知棳种子大小对

两品种的出苗率没有显著的影响棳但大粒种子椌中

粒种子椌小粒种子棳大粒种子出苗较整齐暎
棽灡棽暋种子大小对花生开花动态的影响

棽个品种不同处理的开花动态见图棻暍图棽暎棽
个品种不同处理开花动态基本一致棳均表现为从少

到多而后又逐渐变少的趋势棳且开花多集中在花前

期暎从单株开花数量来看棳大粒种子开花量 多棳中

棻棸椃第椃期 郭陞垚等椇花生种子大小对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粒种子次之棳小粒种子 少暎以始花后棽棸斾内的开

花数占开花总数的比例进行比较棳泉花椂号不同处

理的差异较大棳大粒种子暍中粒种子和小粒种子分别

为椄椂灡椂棸棩暍椄棿灡棽棩和椃棾灡椆棻棩暎而泉花椃号不同

处理 的 差 异 较 小棳分 别 为 椃棽灡椃椂棩暍椃棻灡棻椃棩 和

椂椆灡椂棽棩暎

表棽暋种子大小对花生种子活力及出苗率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旙斿斿斾旜旈旂旓旘斸旑斾斿旐斿旘旂斿旑斻斿旘斸旚斿旓旀旔斿斸旑旛旚

品 种 处理 发芽率棷棩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出苗率棷棩
泉花椂号 斢 椆椆灡棸棸斸 椂椂灡棸 棽椂灡椂 椄椆灡棸椂斸

斖 椆椆灡棸棸斸 椂灡棸棸 棽椃灡棾棸 椆棸灡椆棻斸
斕 椆椃灡棸棸斸 椄灡椄棾 棽椃灡椂 椆棻灡椃斸

泉花椃号 斢 棻棸棸灡棸棸斸 椃棿灡椂椃 棽灡椃棾 椄椄灡椄椆斸
斖 棻棸棸灡棸棸斸 椂椃灡椂椃 棽椂灡棾 椄椆灡椆棸斸
斕 椆椄灡棸棸斸 椂棿灡棿棽 棾棸灡棸棿 椆棻灡棽斸

图棻暋种子大小对泉花椂号开花数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旀旍旓旝斿旘旓旀斞旛斸旑旇旛斸斘旓灡椂

图棽暋种子大小对泉花椃号开花数的影响

斊旈旂灡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旀旍旓旝斿旘旓旀斞旛斸旑旇旛斸斘旓灡椃

棽灡棾暋种子大小对花生主茎叶片生长的影响

由图棾暍棿可知棳棽个品种不同种子大小其主

茎叶龄变化表现出相类似的 暟斢暠增长曲线暎泉花

椂号大粒种子主茎叶片总的出叶时间为棻棽棸斾棳比

中粒种子和小粒种子均缩短了椂斾暎全生育期泉花

椂号大粒种子主茎叶片数棽棸灡棸片棳比中粒种子和

小粒种子分别少了棸灡椆片和棻灡 片椈泉花椃号大粒

种子主茎叶片总的出叶时间为棻棻棿斾棳与中粒种子

一致棳但比小粒种子缩短了椂斾棳其主茎叶片数

棻椆灡棽片棳比中粒种子少了棸灡棽片棳比小粒种子少

了棽灡棾片暎在幼苗期暍开花下针期暍结荚期两品种

其主茎叶龄大小变化为大粒种子椌中粒种子椌小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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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棳表明大粒种子具有较快的出叶速度棳较快进

行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换暎
棽灡棿暋种子大小对花生株高的影响

由表棾可见棳随着生育进程棳花生株高总体呈

不断增加的趋势棳但在不同生长期种子大小不同其

植株高度亦不同暎棽个品种中棳大粒种子的株高与

中粒种子的相差不大棳但与小粒种子差异较大暎泉

花椂号大粒种子的株高在幼苗期即与中粒种子和小

粒种子差异达到 大棳植株分别高 棿灡椆 斻旐 和

灡棽 斻旐椈而泉花椃号则在结荚期差异才达到 大棳
大粒种子的植株分别比中粒种子和小粒种子的植株

高 灡椄棽斻旐和棽灡椆 斻旐暎由此可初步看出棳种子越

大棳植株越高椈但不同品种种子大小对株高的影响

则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暎

图棾暋种子大小泉花椂号对主茎叶数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旍斿斸旀斸旂斿旓旀旚旇斿旐斸旈旑旙旚斿旐旓旀
斞旛斸旑旇旛斸斘旓棶椂

图棿暋种子大小泉花椃号对主茎叶数的影响

斊旈旂灡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旍斿斸旀斸旂斿旓旀旚旇斿旐斸旈旑旙旚斿旐旓旀
斞旛斸旑旇旛斸斘旓棶椃

表棾暋种子大小对株高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旙旚斿旐旇斿旈旂旇旚

品 种 处 理
株高棷斻旐

幼苗期 花针期 结荚期 成熟期

泉花椂号 斢 棻棻灡椃棸 棽椃灡棻椆 棾椃灡棻椃 棾椆灡棻棸
斖 棻棽灡棸棸 棽椃灡棸 棾椆灡椆椃 棿棸灡棸
斕 棻椂灡椆 棽椆灡椂棾 棿棸灡棾椂 棿棻灡棿

泉花椃号 斢 棻棸灡椆棻 棽棽灡椄棾 棾棿灡棿椃 棿棻灡棻椃
斖 棻棽灡椆椆 棽灡椂 棾椃灡棾棾 棿棽灡椃棸
斕 棻棾灡棿椃 棽椄灡棻椃 棿棸灡棽椆 棿灡椂椆

棽灡 暋种子大小对植株干物重的影响

棽个品种花生地上部干物重的动态变化见图 暎
棽个品种地上部干物重均表现为苗期增加缓慢棳花

针期和结荚期迅速增加棳成熟期趋于平稳棳增长曲

线类似 暟斢暠暎各时期均以大粒种子地上部干物重

大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 小的为小粒种子暎

图 暋种子大小对地上部干物质的影响

斊旈旂灡 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旙旇旓旓旚斾旘旟旝斿旈旂旇旚

根系干物重动态变化趋势与地上部干物重表现

大体相同 棬图椂棭棳幼苗期至花针期增加缓慢棳之

后累积量迅速增加棳至结荚期达到 大棳至成熟期

略有下降暎整个生育过程根系干物重的累积亦以大

粒种子 大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 小的为小粒种

子暎
棽灡椂暋种子大小对花生根系活力的影响

根系活力反映了植株吸收土壤矿质营养的能

力棳并对维持整株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暎从图椃可以

看出棳棽个品种根系活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棳均从

幼苗期开始上升棳至花针期达到 大棳而后开始下

降暎但棽个品种中棳从幼苗期开始直至开花下针

期棳大粒种子均表现较强的根系活力棳其次为中粒

种子棳小粒种子 弱椈但结荚期和成熟期棳小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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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根系活力反而较强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大粒种

子 弱暎

图椂暋种子大小对根系干物质的影响

斊旈旂灡椂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旘旓旓旚斾旘旟旝斿旈旂旇旚

棽灡椃暋种子大小对花生产量与主要性状的影响

由表棿可知棳棽个品种各处理荚果产量高低顺

序为大粒种子椌中粒种子椌小粒种子棳其中泉花椂
号大粒种子与小粒种子处理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棳
与中粒种子处理的差异不显著椈泉花椃号大粒种子

与小粒种子差异达显著水平棳与中粒种子的差异也

不显著棳表明用不同大小的种子进行播种对产量有

一定的影响暎棽个品种各处理的单株荚果产量暍百

仁重暍总果数暍饱果数暍总分枝数暍结果枝数均以

大粒种子处理的较高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 低的为

小粒种子暎

图椃暋种子大小对根系活力的影响

斊旈旂灡椃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旘旓旓旚斸斻旚旈旜旈旚旟

表棿暋种子大小对花生产量及主要性状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旟旈斿旍斾斸旑斾旐斸旈旑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旔斿斸旑旛旚

品 种 处 理
产 量棷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单株荚果产量

棷旂 单株结果数 单株饱果数 总分枝数 结果枝数
百仁重
棷旂

泉花椂号 斢 棽棿棸棻灡椄棸斺斅 棻棽灡椄棽 棻棽灡棸棸 棻棻灡棿棸 棿灡棸 棾灡椄 椃棿灡棽椄
斖 棾棽棻棾灡棸棸斸斄 棻棾灡椃棾 棻棾灡棸 棻棽灡椂棸 棿灡椂棸 棿灡棽 椃棿灡椂椃
斕 棾棿棸椆灡棽棸斸斄 棻棿灡棸棿 棻棾灡椃 棻棾灡棽 棿灡椄椂 棿灡棿 椃灡棻椄

泉花椃号 斢 棽椄椃椄灡椄棸斺斄 棻棾灡棸棾 棻棾灡棻棿 棻棽灡棽 灡棸棸 棾灡椆 椃棻灡棾
斖 棾棻棸灡椂棸斸斺斄 棻棾灡椄椆 棻灡椂椃 棻棿灡棿棸 灡椃 棿灡棿 椃棻灡椆
斕 棾棿棻灡棽棸斸斄 棻棿灡棾棽 棻椂灡椃 棻灡棿 灡椄棾 棿灡椂 椃棽灡椄椆

棽灡椄暋种子大小对花生品质的影响

由表 可知棳棽个品种播种前蛋白质含量均以

小粒种子 高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 低的为大粒种

子棳但差异不大 棬棸灡棸棽暙棸灡棿棾个百分点棭棳差异均

不显著椈脂肪含量与蛋白质含量表现则相反棳以大

粒种子 高棳其次为中粒种子棳小粒种子 低暎与

播种前的测定相比棳收获后测得的蛋白质和脂肪含

量均略有上升棳但差异极小椈棽个品种的不同处

理棳蛋白质含量均以中粒种子处理的 高棳其次为

大粒种子棳 低的为小粒种子椈脂肪含量则以大粒

种子表现 高棳中粒种子其次棳小粒种子 低棳但

棽个品质性状各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暎由此可见棳

种子大小对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影响很小暎
棽灡椆暋经济效益分析

不同种子大小处理花生的经济效益分析见表

椂暎从表椂可以看出棳与小粒种子相比棳泉花椂号

大粒种子和中粒种子可增加产值分别为椄棻棻棽灡棸棸
元暏旇旐棴棽和棻棸棸椃棿灡棸棸元暏旇旐棴棽棳增加纯利润分

别为椂 棸棽灡椂 元暏旇旐棴棽和椂椃棻椆灡棻椄元暏旇旐棴棽椈
泉花椃号大粒种子和中粒种子可增加产值分别为

棽椃棻椄灡棸棸元暏旇旐棴棽和 椃棽棿灡棸棸元暏旇旐棴棽棳增加纯

利 润 分 别 为 棻棽棿棸灡棻 元 暏旇旐棴棽 和 棾 棾椆椂灡棸
元暏旇旐棴棽暎由此可说明棳挑选大暍中粒花生种子

可较好地提高经济效益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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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暋种子大小对花生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 暋斉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旓旑旕旛斸旍旈旚旟旓旀旔斿斸旑旛旚

品 种 处 理
蛋白质含量棷棩 脂肪棷棩

播种前 收获 播种前 收获

泉花椂号 斢 棽椂灡棿椃斸 棽椂灡棽斸 棿椆灡棽棾斸 棿椆灡棾椂斸
斖 棽椂灡棿斸 棽椂灡椃椃斸 棿椆灡椃棾斸 棸灡棸椂斸
斕 棽椂灡棽棿斸 棽椂灡棿斸 棿椆灡椆棻斸 棸灡棽椄斸

泉花椃号 斢 棽椂灡椆椆斸 棽椃灡棸棸斸 棿椃灡椆棽斸 棿椆灡棽椃斸
斖 棽椂灡椄棽斸 棽椃灡棸椄斸 棿椄灡棾椆斸 棿椆灡椆棻斸
斕 棽椂灡椂斸 棽椂灡棾棾斸 棿椆灡棽椄斸 棸灡椃棿斸

表椂暋不同种子大小经济效益比较

斣斸斺旍斿椂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斿斻旓旑旓旐旈斻斺斿旑斿旀旈旚旙斸旐旓旑旂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旙斿斿斾旙旈旡斿旙

品 种 处 理
增加种子量棷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增加投入棷
棬元暏旇旐棴棽棭

产量棷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产值棷
棬元暏旇旐棴棽棭

增加产值棷
棬元暏旇旐棴棽棭

纯利润棷
棬元暏旇旐棴棽棭

泉花椂号 斢 棴 棴 棽棿棸棻灡椄棸 棽棿棸棻椄灡棸 棴 棴
斖 棸灡棾棻 棻椂棸椆灡棾 棾棽棻棾灡棸棸 棾棽棻棾棸灡棸 椄棻棻棽灡棸棸 椂棸棽灡椂
斕 棻棸椄灡棿椆 棾棾棿灡椄棽 棾棿棸椆灡棽棸 棾棿棸椆棽灡棸 棻棸棸椃棿灡棸棸 椂椃棻椆灡棻椄

泉花椃号 斢 棴 棴 棽椄椃椄灡椄棸 棽椄椃椄椄灡棸 棴 棴
斖 棿灡椆棽 棻棿椃椃灡棿椆 棾棻棸灡椂棸 棾棻棸椂灡棸 棽椃棻椄灡棸棸 棻棽棿棸灡棻
斕 椃棿灡棽 棽棾棽椃灡棸 棾棿棻灡棽棸 棾棿棻灡棽 椃棽棿灡棸棸 棾棾椆椂灡棸

注椇棬棻棭与小粒种子处理进行比较椈棬棽棭产值按每千克荚果棻棸灡棸棸元计算棳花生种子按每千克棾棸元计算棳精选棻旇旐棽 种子需额外花人工费

棻棸棸元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种子是形成下一代植株幼体和作物生长发育的

基础棳其大小对种子活力和幼苗生长具有一定的影

响暎有研究认为棳种子大小与种苗活力呈显著正相

关棳大粒种子形成的种苗通常比小粒种子种苗大棳
并且大粒种子种苗具有持续保持大苗的优势椲棿椵暎本

试验结果表明棳花生种子大小对发芽率的影响较

小棳但小粒种子和中粒种子的发芽率略高于大粒种

子暎小粒种子的发芽指数较高棳表明其具有较快的

发芽速度棳但大粒种子活力指数较高棳说明其长势

较好棳种苗较大椈对田间出苗率的观察表明棳大粒

种子的出苗率较高棳这与发芽率相反棳可能原因是

大粒种子子叶营养积累较多棳小粒种子相对较少椈
大田生产中种子的发芽暍出苗还受土壤等环境条件

的影响棳小粒种子可能因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提供

给胚根暍胚芽生长而影响顶土出苗棳进而影响到植

株的生长发育椈大粒种子易达到全苗暍齐苗暍壮

苗棳从而为高产奠定基础暎
种子大小与作物生长密切相关暎本研究表明棳

大粒种子开花数较多棳且多集中在花前期棳因而荚

果发育和充实时间较长棳同时还可减少后期无效花

造成的养分浪费暎在幼苗期暍开花下针期以及结荚

期棳大粒种子处理的植株其主茎出叶速度暍株高暍
干物质累积以及根系活力等均高于小粒种子和中粒

种子处理棳但在进入成熟期时棳大粒种子植株出叶

速度暍根系干物质累积暍根系活力反而低于中粒种

子和小粒种子棳而株高暍地上部干物质累积不同种

子大小处理的差异不大棳由此可以推测种子大小对

花生生长发育的影响以生育前期较为明显棳随生育

期推进棳大粒种子处理的优势逐渐减弱暎大粒种子

出苗后棳植株生长旺盛棳至开花期棳生物积累量明

显地高于中暍小粒种子棳为后期开花受精暍下针结

荚贮存较多的养分棳也可促进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

的转换棳从而为荚果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暎
荚果产量结果分析表明棳棽个品种各处理荚果

产量高低依次为大粒种子暍中粒种子暍小粒种子棳
其中泉花椂号大粒种子处理与小粒种子处理的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棳与中粒种子处理差异不显著椈泉花

椃号大粒种子处理与小粒种子处理差异达显著水

平棳而与中粒种子处理差异不显著暎考察的各性状

均以大粒种子表现较高棳中粒种子次之棳小粒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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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暎播种前与收获后种子的品质测定表明棳花生

品种间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的差异主要受品种的遗传

特性和环境条件的影响棳而种子大小对两品质性状

直接的影响较小暎棽个品种的大粒种子处理比中暍
小粒种子处理均具有明显增产作用棳与花量较多暍
开花多集中在花前期暍根系活力强以及较多的干物

质积累等特性密切相关棳这些生理特性为大粒种子

较多的荚果数和高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暎
不同品种种子大小对花生荚果产量的影响有

异棳当种子的营养耗尽后棳它们的生长发育可能更

多依赖于自身植株体的健壮与否以及外界环境条

件棳如光照暍温度暍土壤水分暍矿质营养等暎因

此棳在花生种子生产中棳有必要采用相应的农业技

术措施来提高花生种子百仁重棳并在播种前进行种

子精选棳保证花生种子播种后出苗整齐及植株生长

和成熟的一致性棳提高整体生产水平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彭鸿嘉棶六种牧草种子大小和播种深度对出苗的影响 椲斒椵棶草

业科学棳棽棸棸棻棳棻椄 棬椂棭椇棾棸棴棾棽棶

椲棽椵向长萍棳史雪梅棳张亚棶苦瓜种子大小对种子质量及产量的影

响 椲斒椵棶长江蔬菜棳棽棸棸棽棳棬棽棭椇棾 棴棾椃棶
椲棾椵斔斚斍斉斠斆斎棳斠斉斈斈斮斔斘棳斝斚斢斣斚斘斈斎棶斊斸斻旚旓旘旙斸旀旀斿斻旚旈旑旂

旙斿斿斾 旂斿旘旐旈旑斸旚旈旓旑棳旙斿斿斾旍旈旑旂 斿旐斿旘旂斿旑斻斿棳斸旑斾 旙旛旘旜旈旜斸旍 旓旀
旚斿旞斸旙旝斿斿斾 棬斆斸旔斿旘旓旑旈斸旔斸旍旛旙旚旘旈旙棭 椲斒椵棶斪斿斿斾斢斻旈斿旑斻斿棳棽棸棸棿棳
棽椇椆椄椆棴椆椆 棶

椲棿椵吉春容棳李世清棳李生秀棶品种暍种子大小和施肥对冬小麦生

物学特性的 影响 椲斒椵棶生 态 学 报棳棽棸棸椃棳棽椃 棬椂棭椇棽棿椆椄棴
棽棸椂棶

椲椵刘生祥棳宋晓华棶春小麦种子大小对主要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椲斒椵棶种子棳棽棸棸棾棳棬棻棭椇棽椂棴棽椃棶
椲椂椵张岭梅棳苏培玺棳严巧娣棶玉米种子大小和灌溉制度对产量及

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椲斒椵棶西北农业学报棳棽棸棸椄棳棻椃椇棻椃棴
棻椂棻棶

椲椃椵朱雅娟棳董鸣棳黄振英棶沙埋和种子大小对固沙禾草沙鞭的种

子萌发与幼苗出土的影响 椲斒椵棶植物生态学报棳棽棸棸 棳棽椆
棬棭椇椃棾棸棴椃棾棽棶

椲椄椵禹山林棶中国花生品种及其系谱 椲斖椵棶上海椇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棳棽棸棸椄棶
椲椆椵段莹棳甄志高棳赵晓环棳等棶花生种子老化过程中的生理生化

变化及对田间性状的影响 椲斒椵棶花生学报棳棽棸棸椆棳棾椄 棬棽棭椇
棾 棴棾椄棶

棬责任编辑椇柯文辉棭

椂棸椃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