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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从棽棸世纪椄棸年代开始棳麦苗产品在一些发达

国家或地区流行棳事实证明麦苗营养对现代文明病

棬又称慢性病棭有治疗或辅助治疗的作用暎近年来棳
国内外对麦苗产品的研究开发进程明显加快棳据

悉棳国内外已研制开发出麦叶系列产品棳如小麦纤

维食品暍麦草叶饮料暍麦绿素可乐暍青麦酶营养品

等椲棻椵棳目前麦苗类保健食品不仅在日本暍欧美等发

达国家流行棳而且在我国香港暍台湾及东南亚地区

亦十分流行棳因此开发研究麦苗产品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椲棽棴 椵暎
作为麦苗利用的大麦生产和作为籽粒利用的大

麦生产棳由于在收获部位上的不同棳栽培方法上也

应有所调整暎麦苗利用以收获鲜嫩麦叶为主要目

的棳因此要提高前期麦苗产量棳必须增加单位面积

麦苗数量棳相应的播种量也应该有所增加暎而麦苗

利用的大麦生产的适宜播种量为多少棳还鲜见报

道暎本试验对 个播种量的大麦苗产量和营养品质

进行比较分析棳为探讨 适宜麦苗生产的播种量提

供参考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埔垱基地棳棻棻月椆
日播种暎供试品种是福建省主栽品种闽麦棸棽椲椂棴椃椵棳
种子为同一批收获棳经预备发芽试验棳发芽率为

福建农业学报棽椆棬棽棭椇棻棾椂暙棻棾椄棳棽棸棻棿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椄棴棸棾椄棿 棬棽棸棻棿棭棸棽棴棻棾椂棴棸棾



椄 棩暎设每公顷播种量棻棾 暍棻椄棸暍棽棽 暍棽椃棸暍棾棻
旊旂棳 个水平棳依次用斈棻暍斈棽暍斈棾暍斈棿暍斈 表示棳
即 个处理暎田间随机区组排列棳椂行一区棳小区

面积棽旐棽 棬棻灡棾棾旐暳棻灡 旐棭棳棾次重复棳共棻 个

小区暎田间在适量基施垃圾土的条件下棳每公顷配

施椆棾椃灡 旊旂复合肥椲椄椵暎采取统一管理措施暎
观察测定项目椇栙麦苗鲜重椇在分蘖盛期第一

期割苗棳以后按苗情多次割苗椈干重 棬棸曟恒温烘

干至恒重棳折算出干燥率棭椈栚营养品质椇割苗时

取大麦倒 棽 展开叶中段测试暎叶绿素含量采用

椄棸棩丙酮溶液浸泡法椲椆椵椈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椈斢斚斈 棬超氧化物歧化酶棭活性

采用 斘斅斣光还原法测定椲棻棸椵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大麦棻棻月棻棿日出苗棳棻棽月棻椂日第棻期割

苗棳第棽年棻月棻 日第棽期割苗棳棽月棻椄日第棾
期割苗棳棾月棻椂日第棿期割苗棳棿月棻日第 期割

苗暎其中第棿期割苗与第 期割苗产量过低棳可能

是由于第棾期割苗时棳麦苗进入拔节期棳割苗后再

生能力明显降低棳导致生长不正常棳所以仅对前棾
期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暎
棽灡棻暋麦苗产量

各处理基本苗和割苗产量见表棻暎从表棻可

知棳在各割苗期的麦苗鲜重上棳第棾期 高棳第棻
期次之棳第棽期 低棳其中每次割苗产量与割苗的

间隔时间呈正比暎随着播种量的增大棳基本苗增

加棳麦苗鲜重增加棳呈显著差异棳但当播种量达到

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的水平后棳再增加播种量则对产量

的影响不大暎
表棻暋不同播种量对大麦苗产量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旝旈旑旂斸旐旓旛旑旚旓旑旟旈斿旍斾旓旀斺斸旘旍斿旟旙斿斿斾旍旈旑旂
棬单位棷旂棭

项目 基本苗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总量

斈棻 棿棽棽 椂椂棾斻 棿椄椃 斺 椆椄棻斺 棻椂棻椄
斈棽 椂棸 椃 棸斺 椂棸棸斸斺 椃棽棿椆斸斺 棽棻棽椆椆
斈棾 椃棸棽 椆 棸斸 椃棸棸斸 椄椂棿棸斸 棽棽棿棸
斈棿 椄棿棻 椄椂棸斸斺 椃棻棸棸斸 椄椂棿棸斸 棽棿棾椆棸
斈 椆棾 椄椆 斸斺 椂棾棿 斸 椄棾棸椄斸 棽棾棽棿椄
总量 棾棿椃椄 棿棸棸棸椄 棾棻椄椃棸 棾椄椄棻椄 棻棻棸椂椆

注椇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棳下
同暎

棽灡棽暋麦苗品质

叶绿素有着诸多的保健功能棳如造血作用棳叶

绿素中富含微量元素铁棳是天然的造血原料暎叶绿

素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斆与无机盐棳是人体生命

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棳还可以保持体液的弱碱

性棳有利于健康暎大麦苗中的蛋白质是植物性蛋

白棳是含有十八种氨基酸的优良小分子蛋白质棳是

一种较好的氨基酸补充源棳易于吸收的优质蛋白

质暎斢斚斈是目前 受关注暍研究 多 深入的酶棳
是人体内 强和 有效的抗氧化剂棳对活性氧的降

解作用比维生素 斆强 棸棸倍棳比维生素 斄 和维生

素斉强棻棸棸棸倍暎它是决定生命长短和健康状况的

酶椲棻棻椵暎因此棳大麦苗中的叶绿素含量暍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和斢斚斈酶活性棳对大麦苗品质有重要的

作用棳可作为检测大麦苗品质的参考依据暎
棽灡棽灡棻暋叶绿素含量暋从图棻和表棽可见棳不同割

期的麦苗叶绿素含量呈明显差异棳其中第棽期的叶

绿素含量 高棳第棾期 低椈从不同处理上看棳各

处理间叶绿素含量差异显著棳随着播种量的增加棳
叶绿素含量呈下降趋势暎

图棻暋不同播种量对麦苗品质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旝旈旑旂斸旐旓旛旑旚旓旑旕旛斸旍旈旚旟旓旀斺斸旘旍斿旟旙斿斿斾旍旈旑旂

表棽暋不同播种量不同割期的麦苗叶绿素含量比较

斣斸斺旍斿棽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旑斻旇旍旓旘旓旔旇旟旍旍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
旙旓旝旈旑旂旙斿斿斾旍旈旑旂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旚旚旈旑旂旔斿旘旈旓斾

椲单位棷棬旐旂暏旂棴棻棭椵
处理 第棻期 第棽期 第棾期 平均

斈棻 棿灡棿斸 灡棾椆斸 棿灡棿棾斸 棿灡椄
斈棽 棿灡棾椄斺 灡棽棿斸斺 棿灡棻椃斸斺 棿灡椂
斈棾 棿灡棽椃斺斻 灡棸椃斺斻 棾灡椄椆斺斻 棿灡棿
斈棿 棿灡棽棸斻 棿灡椄棻斻斾 棾灡棿棽斻斾 棿灡棻
斈 棿灡棸棸斾 棿灡椂棻斾 棾灡棾棸斾 棿灡棸

椃棾棻第棽期 陈剑锋等椇不同播种量对大麦苗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棽灡棽灡棽暋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暋从图棻和表棾可见棳
不同割期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呈明显差异棳其中第

棽期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高棳第棾期 低椈从不

同处理上看棳各处理间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差异显

著棳随着播种量的增加棳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呈下降

趋势暎

表棾暋不同播种量不同割期的麦苗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比较

斣斸斺旍斿棾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旑斾旈旙旙旓旍旛斺旍斿旔旘旓旚斿旈旑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
旙旓旝旈旑旂旙斿斿斾旍旈旑旂旙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旚旚旈旑旂旔斿旘旈旓斾

椲单位棷棬旐旂暏旂棴棻棭椵
处理 第棻期 第棽期 第棾期 平均

斈棻 棾棻灡棻斸 棾棽灡椃斸 棾棸灡 斸 棾棻灡棿
斈棽 棽椃灡 斺 棽椄灡椆斸斺 棽椃灡棸斺 棽椃灡椄
斈棾 棽棾灡斻 棽灡 斺斻 棽棽灡 斻 棽棾灡椄
斈棿 棽棸灡棸斾 棽棻灡椃斻斾 棽棽灡棸斻 棽棻灡棽
斈 棻椄灡棸斾 棻椆灡棽斾 棻椃灡棾斾 棻椄灡棽

棽灡棽灡棾暋斢斚斈活性暋从图棻和表棿可见棳不同割期

的斢斚斈活性差异不明显棳其中第棽期和第棾期差

异不明显棳第棽期 低椈从不同处理上看棳各处理

间斢斚斈活性含量差异显著棳随着播种量的增加棳
斢斚斈活性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棳斈棾处理 棬播种量

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棭为 高棳斈 处理 棬播种量达到

棾棻 旊旂暏旇旐棴棽棭为 低暎

表棿暋不同播种量不同割期的麦苗斢斚斈酶活性比较

斣斸斺旍斿棿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旑斢斚斈斸斻旚旈旜旈旚旟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旙旓旝旈旑旂
旙斿斿斾旍旈旑旂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斻旛旚旚旈旑旂旔斿旘旈旓斾

椲单位椇棬斦暏旂棴棻斊斪棭椵
处理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平均

斈棻 棿灡棸斸 棿椂灡棸斸 棿椂灡棸斸 棿灡椃
斈棽 棿棿灡 斸斺 棿椄灡棾斺 棿椄灡椃斸斺 棿椃灡棽
斈棾 棿椆灡椂斸斺 椆灡椃斺斻 棿灡椄斸斺 棿灡椃
斈棿 棿灡棿斺 棿灡椄斺斻 棿灡棽斺 棿灡棿
斈 棿棾灡棻斺 棿棾灡棾斻 棿椄灡棸斺 棿棿灡椄

棾暋讨论与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椇适当增加播种量对提高麦苗产

量有显著效果棳但当播种量达到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的

水平后棳再增加播种量则对麦苗产量影响不大椈叶

绿素含量和可溶性蛋白含量随播种量的提高而呈下

降趋势椈斢斚斈 活性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棳在播种量

达到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的水平时为 高暎
在麦苗的播种量小于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时棳产量

随着播种量的增大而增加棳这是由于播种量过小棳
虽然大麦苗个体发育强壮棳但是总体上苗数不足棳
个体的增长弥补不了总体的产量棳随着播种量的增

大棳苗数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棳所以麦苗产量增

加椈而当麦苗的播种量大于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时棳播

种量过大棳麦苗生长拥挤棳光合效率降低棳呼吸作

用加强棳营养消耗增多棳不仅达不到增产的作用棳
反而使麦苗的营养品质下降暎这有可能也是叶绿素

含量和可溶性蛋白质随着播种量的提高而下降棳而

斢斚斈 活性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的原因棳其确切的生

理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暎
在上述试验中棳割苗的产量与间隔时间呈正

比暎割苗间隔时间 棬麦苗再生时间棭越长棳生物累

积越多棳则割苗产量越高暎但是第棾期割苗间隔时

间延长棳使麦苗过了分蘖期棳开始拔节棳割苗破坏

了生长点棳影响麦苗的再生能力椈另一方面棳由于

物候对大麦 棬长日照作物棭的影响棳长日照诱使麦

苗从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棳以至于第棿期暍第

期的麦苗产量急剧下降暎因此棳把握割苗恰当时期

对麦苗的产量和质量尤为重要暎
综上所述棳认为以麦苗利用为目的的大麦生

产棳在当地生产条件下棳播种量以棽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

左右比较适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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