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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产冷浸田在江南稻区分布广泛。在福建闽侯县单季稻生育期，比较分析冷浸田与同一微地貌单元内非

冷浸田水稻根系土壤的还原性有机酸种类、浓度、动态及与水稻生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冷浸田还原性有机酸主要

以草酸为主，占有机酸总量的８０％以上。垄口与垄中地形分别发育的冷浸田水稻各生育期有机酸均显著高于对应

的非冷浸田。随着生育期的进程，有机酸与亚锰呈递增趋势，而亚铁呈递减趋势。还原性有机酸与水稻生物量及

籽粒产量均呈显著负相关，回归方程表明，还原性有机酸对籽粒产量的障碍贡献要高于亚铁而低于亚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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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浸田是我国南方稻区涝渍型灾害中的主要类

型之一，因地形地貌、水文因素和人为管理不善使其

终年积水，排水不畅，通透性差，土壤长期处于饱和

状态，缺乏氧气，土壤中形成了大量的有机和无机还

原物质［１］。有机还原性物质在缺氧条件下，被分解

产生各种还原性强弱不同的有机化合物。低分子量

有机酸就是土壤中普遍存在且影响较大的一类居间

有机化合物，常见的有柠檬酸、草酸、酒石酸、甲酸、

乳酸、乙酸、苹果酸、丙酸等［２］。有机化合物合成后

又促进无机还原性物质的生产，形成亚铁、低价锰等

强还原性物质，随着亚铁、低价锰等物质在田块中含

量的不断增加，对水稻生长出现的毒害也逐渐出现。

研究表明，过量Ｆｅ２＋胁迫明显抑制叶片ＳＯＤ、ＰＯＤ

的活性，使活性氧清除能力减弱，可以直接或间接抑

制水稻生长［３－４］。具体表现为水稻僵苗、黄叶、根系

发育不良等［５］。水稻锰中毒主要表现为植株叶色褪

淡黄化，下部叶片、叶鞘出现褐色斑点并在叶尖、叶

缘失绿；新叶则变形、失绿等症状，最终会使分蘖数、

穗粒数降低，影响结实率，出现严重的减产［６］。目前

关于土壤还原性有机酸的相关报道，其研究对象普

福建农业学报３０（４）：３８０～３８５，２０１５
犉狌犼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３８４ （２０１５）０４－３８０－０６



遍是非冷渍田类的轮作稻［２］，对长期淹水稻田研究

较少，针对冷浸田的相关研究更为鲜见。为此，本研

究以典型冷浸田为研究对象，以同一微地貌单元内

非冷浸田为对照，研究水稻生育期还原性有机酸动

态特性及与水稻生长的关系，以期揭示有机酸与水

稻植株生长势的关联度，并阐明亚铁、亚锰与还原性

有机酸的障碍贡献，从而为针对性选择冷浸田水稻

栽培改良措施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情况

采用原位监测方法。监测点设在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野外观测站红壤肥力与生态环境福州站，位于

闽侯县白沙镇溪头村，１１９°０４′Ｅ，２６°１３′Ｎ。区域内

成土母质为低丘红壤坡积物与残积物，水利条件

差。冷浸田主要成因是地表水与浅位地下水混合，

串排串灌，常年涝渍，土壤表层或整个土体潜育

化。主要土壤类型为深脚烂泥田与浅脚烂泥田。试

验区年平均温度 １９．５℃，年均降雨量１３５０．９

ｍｍ，年日照时数１８１２．５ｈ。

水稻栽种品种为 ‘中浙优１号’。每公顷施氮

肥１３５ｋｇ，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０．４∶０．７，氮肥

用尿素，磷肥用过磷酸钙，钾肥用氯化钾。于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插秧，分别在分蘖期 （８月５日）、

灌浆期 （９月８日）、成熟期 （１０月１１日）采集各

微地貌单元内的土壤样品及植株。

１２　试验设计

于水稻分蘖期、灌浆期、成熟期在垄中与垄口

２种地形发育的冷浸田采集耕层土壤，并分别以同

一微地貌单元内对应的非冷浸田样品为对照。具体

地形与冷浸田类型如下：①垄中：深脚冷浸田；黄

泥田 （ＣＫ１）；②垄口：锈水田；灰黄泥田 （ＣＫ２）。

其中垄中深脚冷浸田烂泥层厚度＞４０ｃｍ。垄中

与垄口相隔约５００ｍ，垄中深脚冷浸田面积约

１００ｍ２，黄泥田面积约１００ｍ２。垄口锈水田面积

约８０ｍ２，灰黄泥田面积约１００ｍ２。

１３　样品采集

在相应的处理中，于２０１４年６～１０月分别在

水稻的分蘖期、灌浆期、成熟期按试验处理在小区

内各随机选取３株，采集根上外围耕层土壤样品，

放入粘有标签的样品袋中，并将水稻植株带回。所

有土壤样品和植株样品采集后立即装袋放入含有冰

袋的保温瓶中储存。回到实验室后，将植物根系与

根系附集的根际土分离，选取距离根系０．５ｃｍ以

内厚层土，将根际土壤样品分别装袋编号，及时测

定土壤有机酸和土壤Ｆｅ２＋、Ｍｎ２＋含量。植株样品

对其测定株高、根长、穗株数、生物量，并测定叶

绿素含量。所有样品如果不能及时测定，将样品放

入－２０℃冰箱中保存备用。

１４　指标测定

有机酸测定：称取根际区土壤样品５ｇ共３

份，于２５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１０ｍＬ０．１％ Ｈ３

ＰＯ４的水溶液，震荡１ｍｉｎ后，在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

转速下，离心５ｍｉｎ，过水相０．４５μｍ滤膜，滤液

用 Ｗａｔｅｒｓ２６９５高效液相色谱仪 （ＨＰＬＣ）测定
［７］。

流动相：０．０４ｍｏｌ·Ｌ－１磷酸二氢钾－磷酸缓冲溶

液，ｐＨ２．４０。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
－１，进样量：５

μＬ，温度：３５℃，色谱柱：菲罗门柱，４．６ｍｍ×

２５０ ｍｍ， 检 测 器： 二 极 管 阵 列 检 测 器

Ｗａｔｅｒｓ２９９６。有机酸标准样品的配制：分别称取

草酸５００ｍｇ，酒石酸５００ｍｇ，苹果酸５００ｍｇ、琥

珀酸２０ｍｇ，４种有机酸定容体积都为１０ｍＬ；分

别吸取甲酸、乳酸、乙酸各５ｍＬ，定容体积分别

为２５、５０和５０ｍＬ。混标：上机浓度７种有机酸

各自标准母液混合并稀释１０倍 （标样取１００μＬ，

用流动相定容到１ｍＬ）。

Ｆｅ２＋、Ｍｎ２＋含量测定：测定方法采用硫酸铝浸

提剂浸提，分光光度法测定［８］。此方法可提取水溶

态、交换态以及相当一部分的络合态和沉淀态亚铁。

叶绿素测定：采用丙酮和无水乙醇浸提，用

７２３型分光光度计比色测定
［９］。

１５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 和 ＤＰＳ

１２．５软件进行分析，并作ＡＮＯＡ方差分析，显著

性分析采用ＬＳＤ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地形发育冷浸田水稻各生育期土壤中还

原性物质含量

２１１　水稻各生育期土壤中亚铁、亚锰含量　表

１显示，在水稻生育的分蘖期、灌浆期与成熟期，

垄中部位深脚烂泥田的土壤亚铁与亚锰含量都显著

高于黄泥田 （ＣＫ１）处理，且在分蘖期和灌浆期亚

铁含量达差异极显著水平，在灌浆期和成熟期亚锰

含量达差异极显著。此外，随着生育期的进程，各

类型土壤亚铁含量呈递减趋势，而亚锰含量呈递增

的趋势。其中深脚烂泥田处理在３个时期的亚铁含

量分别是黄泥田 （ＣＫ１）处理的３．０８、３．３３与

１．３１倍；深脚烂泥田处理的亚锰含量分别是黄泥

田 （ＣＫ１）处理的１．７５、１．３２与１．８７倍。从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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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来看，在水稻的分蘖期、灌浆期与成熟期，锈

水田处理的亚铁与亚锰含量同样显著或极显著高于

对应的灰黄泥田 （ＣＫ２）。其中锈水田处理在３个

时期亚铁含量分别是灰黄泥田 （ＣＫ２）的３．２６、

３．６２与１．３７倍，锈水田处理的亚锰含量分别是灰

黄泥田 （ＣＫ２）的１．４４、１．２９与１．１８倍。

表１　水稻各生育期土壤中亚铁与亚锰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狅犻犾犳犲狉狉狅狌狊犪狀犱犿犪狀犵犪狀犲狊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狉犻犮犲

地形 土壤类型

分蘖期 灌浆期 成熟期

亚铁Ｆｅ２＋／

（ｍｇ·ｋｇ－１）

亚锰 Ｍｎ２＋／

（ｍｇ·ｋｇ－１）

亚铁Ｆｅ２＋／

（ｍｇ·ｋｇ－１）

亚锰 Ｍｎ２＋／

（ｍｇ·ｋｇ－１）

亚铁Ｆｅ２＋／

（ｍｇ·ｋｇ－１）

亚锰 Ｍｎ２＋／

（ｍｇ·ｋｇ－１）

垄中 深脚烂泥田 ７０７．６７±８８．３４ａＡ １５．５２±１．７６ａＡ ５４４．４４±６９．４６ａＡ ２２．２３±１．６２ａＡ １６１．７３±６．５１ａＡ ４４．６０±５．７２ａＡ

黄泥田（ＣＫ１） ２２９．４７±５０．４９ｂＢ ８．８７±０．６５ｂＡ １６３．２１±４２．２２ｂＢ １６．８９±０．９５ｂＢ１２３．５０±１３．０８ｂＡ ２３．９０±４．３８ｂＢ

垄口 锈水田 ９４０．４５±６３．３１ａＡ １５．１０±４．４８ａＡ ７６０．０５±５０．６４ａＡ ２４．６６±０．９３ａＡ ２１６．３０±９．５６ａＡ ３７．７４±６．５８ａＡ

灰黄泥田（ＣＫ２）２８８．３１±４３．５９ｂＢ１０．５１±１．３４ｂＡ ２０９．９６±３１．６８ｂＢ １９．１４±１．５９ｂＢ １５７．４±７．９７ｂＢ ３１．８６±３．０７ｂＢ

注：同行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犘＜０．０１）和显著差异（犘＜０．０５），下表同。

２１２　水稻各生育期土壤中草酸含量和还原性有

机酸总量　 已有研究表明，土壤低分子量有机酸

的类型和数量因土壤类型、营养状况、土壤微生物

的数量和活性而有很大的变化，并且处于合成和分

解的动态过程中，如在水稻各品种 （系）根系分泌

物中主要分泌苹果酸、乙酸、草酸、琥珀酸、柠檬

酸等有机酸，其分泌量表现不一［１０］。本文检测水

稻植株分蘖期根际土壤中的草酸、乳酸、乙酸、琥

珀酸、柠檬酸，苹果酸和酒石酸等７种有机酸 （表

２）。结果显示，水稻根际土壤主要有机酸是草酸，

占有机酸总量的８１．５％～８４．２％，其次还含有少

量的乳酸、乙酸和琥珀酸，极个别处理如垄口的锈

水田和灰黄泥田 （ＣＫ２）含有微量的柠檬酸。所有

处理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苹果酸和酒石酸。因而，

针对水稻根系附近土壤的草酸和有机酸总量进行分

析。表３显示，随着水稻生育期的进程，土壤草酸

和土壤还原性有机酸总量呈递增趋势。在水稻生育

的分蘖期、灌浆期与成熟期，垄中部位深脚烂泥田

的土壤草酸和有机酸总量都显著高于黄泥田

（ＣＫ１）处理，成熟期时达差异极显著。从垄口部

位来看，在分蘖期、灌浆期和成熟期锈水田草酸含

量与有机酸总量同样高于对应的灰黄泥田 （ＣＫ２），

尤其是分蘖期的草酸、成熟期的草酸和有机酸总

量，都达差异显著水平。

表２　分蘖期水稻根际土壤还原性有机酸含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狅犻犾狉犲犱狌犮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犪犮犻犱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狋狋犻犾犾犲狉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狅犳狉犻犮犲

地形
土壤类型 草酸

／（ｍｇ·ｋｇ－１）

乳酸

／（ｍｇ·ｋｇ－１）

乙酸

／（ｍｇ·ｋｇ－１）

琥珀酸

／（ｍｇ·ｋｇ－１）

柠檬酸

／（ｍｇ·ｋｇ－１）

有机酸总量

／（ｍｇ·ｋｇ－１）

垄中 深脚烂泥田 １６．２７±１．２２ａＡ ０．７７±０．２３ａＡ ０．５０±０．１２ａＡ １．２１±０．０９ａＡ － １９．３３±１．２８ａＡ

黄泥田（ＣＫ１） １２．５０±０．０４ｂＡ ０．６９±０．３６ａＡ ０．５６±０．０５ａＡ ０．９５±０．１７ａＡ － １５．３４±０．８５ｂＡ

垄口 锈水田 ２４．４８±３．２３ａＡ ０．９１±０．４０ａＡ ０．５±０．３５ａＡ ２．０４±０．０７ａＡ ０．２１±０．１４ ２８．６５±４．１６ａＡ

灰黄泥田（ＣＫ２） １９．６０±２．４９ｂＡ ０．６４±０．０５ａＡ ０．７８±０．２４ａＡ １．３５±０．２４ａＡ ０．１５±０．１０ ２３．６０±１．９４ａＡ

表３　水稻各生育期根际土壤草酸及有机酸总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狅犻犾狅狓犪犾犻犮犪犮犻犱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犪犮犻犱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狉犻犮犲

地形 土壤类型

分蘖期 灌浆期 成熟期

草酸／

（ｍｇ·ｋｇ－１）

总量／

（ｍｇ·ｋｇ－１）

草酸／

（ｍｇ·ｋｇ－１）

总量／

（ｍｇ·ｋｇ－１）

草酸／

（ｍｇ·ｋｇ－１）

总量／

（ｍｇ·ｋｇ－１）

垄中 深脚烂泥田 １６．２７±１．２２ａＡ １９．３３±１．２８ａＡ ２０．５３±１．５４ａＡ ２５．１３±１．２８ａＡ ５３．８５±２．５２ａＡ ６５．３９±３．０６ａＡ

黄泥田（ＣＫ１） １２．５０±０．０４ｂＡ １５．３４±０．８５ｂＡ １４．７２±０．０５ｂＡ １８．２７±０．８５ｂＡ ３０．３０±０．４４ｂＢ ５６．３１±０．８２ｂＡ

垄口 锈水田 ２４．４８±３．２３ａＡ ２８．６５±４．１６ａＡ ２６．３１±３．４７ａＡ ３２．０７±４．１６ａＡ ４８．０４±２．６６ａＡ ８０．６８±４．４７ａＡ

灰黄泥田（ＣＫ２） １９．６０±２．４９ｂＡ ２３．６０±１．９４ａＡ ２１．７０±２．７５ａＡ ２６．５７±１．９４ａＡ ２９．３３±５．０１ｂＡ ５４．２５±９．２８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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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地形发育冷浸田水稻各生育期主要农艺

性状

表４显示，无论是垄中发育的深脚烂泥田还是

垄口的锈水田，水稻株高和穗株数都比相应的非冷

浸田对照矮小、穗少。深脚烂泥田处理的水稻株高

比黄泥田 （ＣＫ１）矮了５．４％～２１．９％，丛穗株数

少了３２．４～６５．２％，其中分蘖期的株高和灌浆期

的丛穗数都达到了极显著差异水平；锈水田处理的

水稻株高比灰黄泥田 （ＣＫ２）矮了４．５％～１９．０％，

在分蘖期达差异极显著水平；丛穗株数少了

３９．５％～８６．７％，丛穗株数在各生育期都达显著差

异水平。从根长来分析，无论是垄中部分的深脚烂

泥田还是垄口的锈水田，其水稻根长都比相对应的

对照长，深脚烂泥田处理的水稻根长比黄泥田

（ＣＫ１）处理长了１７．６％～１９．２％，在分蘖期和灌

浆期差异达显著差异水平；锈水田处理的水稻根长

比灰泥田 （ＣＫ２）处理长４１．３％～８７．６％，在水稻

各生育期都达显著差异水平；从根鲜重来看，无论

是垄中部分的深脚烂泥田还是垄口的锈水田，其水

稻根长虽然都比相对应的对照长，但根鲜重却显著

减少。深脚烂泥田处理的水稻根鲜重比黄泥田

（ＣＫ１）处理减少了３５．４％～７０．２％；锈水田处理

的水稻根鲜重比灰泥田 （ＣＫ２）处理根鲜重减少了

４７．０％～７９．６％。这可能是冷浸田土壤中的有机

酸、亚铁和亚锰等还原性物质含量明显高于对应的

对照处理，其根系又受这些还原物质的毒害，且长

期处在缺氧环境中，根生长势弱，根系呈深褐色，

掺有黑根和畸形根，白根少，软绵无弹性，易脱

落［１１］；此外，冷浸田土体泥烂，有活力的根易于

向下生长。

表４　水稻各生育期主要农艺性状

犜犪犫犾犲４　犕犪犻狀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狉犻犮犲狆犾犪狀狋狊犱狌狉犻狀犵犵狉狅狑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

地形 土壤类型
株高／ｃｍ 根长／ｃｍ 根鲜重／ｇ 丛穗数／株

分蘖期 灌浆期 成熟期 分蘖期 灌浆期 成熟期 分蘖期 灌浆期 成熟期 分蘖期 灌浆期 成熟期

垄中 深脚烂泥田
９０．０±

４．０ｂＢ

１４５．０±

７．６ａＡ

１６５．０±

１．６ａＡ

２０．０±

１．０ａＡ

２３．４±

１．６ａＡ

３１．０±

７．８ａＡ

２．５±

０．４ａＡ

９．３±

１．３ｂＢ

９．８±

１．０ｂＢ

８．７±

２．５ｂＡ

９．３±

２．１ｂＢ

１１．７±

０．６ａＡ

黄泥田（ＣＫ１）
１１５．３±

３．１ａＡ

１５３．３±

３．５ａＡ

１７５．９±

６．５ａＡ

１７．０±

０．９ｂＡ

２０．５±

１．５ｂＡ

２６．０±

５．２ａＡ

８．４±

１．５ｂＢ

１４．４±

０．５ａＡ

１９．３±

２．３ａＡ

２５．０±

２．７ａＡ

２６．０±

１．７ａＡ

１７．３±

３．１ｂＡ

垄口 锈水田
８８．３±

３．５ｂＢ

１４１．０±

４．４ａＡ

１６２．５±

１２．２ａＡ

３１．０±

４．６ａＡ

３９．４±

２．９ａＡ

３９．７±

３．２ａＡ

２．１±

０．５ｂＢ

７．１±

１．０ｂＢ

９．０±

０．７ｂＢ

３．７±

０．９ｂＢ

５．３±

０．６ｂＢ

１０．７±

０．８ｂＡ

灰黄泥田（ＣＫ２）
１０９．０±

３．６ａＡ

１４７．７±

４．７ａＡ

１７１．７±

３．１ａＡ

２１．０±

１．０ｂＡ

２３．１±

１．０ｂＢ

２３．３±

２．１ｂＡ

１０．３±

０．９ａＡ

１３．４±

１．１ａＡ

２０．０±

１．２ａＡ

２７．７±

２．１ａＡ

２９．３±

３．５ａＡ

１７．７±

０．６ａＡ

２３　不同地形发育冷浸田水稻成熟期生物量与

产量

从表５得知，垄中深脚烂泥田处理的稻谷生物

量、干稻谷产量、每穗实粒数以及结实率都显著低

于灰黄泥田 （ＣＫ１），生物量降低了５５．０％，干稻

谷产量降低了４２．８％，结实率降低了５．６％。垄口

锈水田处理的稻谷生物量和干稻谷产量也是显著低

于灰泥田（ＣＫ２）处理，生物量降低了６３．９％，干稻谷

产量降低了３９．８％。综合表４～５也可看出，冷浸

田与对应非冷浸田产量主要与每穗实粒数相关。

表５　不同类型冷浸田与非冷浸田水稻生物量与产量

犜犪犫犾犲５　犚犻犮犲犫犻狅犿犪狊狊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狔狆犲狊狅犳犮狅犾犱狊狅犪犽犳犻犲犾犱犪狀犱狀狅狀犮狅犾犱狊狅犪犽犳犻犲犾犱

地形 土壤类型
生物量／

（ｋｇ·ｈｍ－２）

籽粒产量／

（ｋｇ·ｈｍ－２）

每穗实粒数

／（粒·穗－１）

千粒重

／ｇ

结实率

／％

垄中 深脚烂泥田 ４６７５．７２ｂＢ ３７８４．９９ｂＡ ８０．３４ｂＡ ５８．８５ａＡ ７１．９ｂＡ

黄泥田（ＣＫ１） １０３７７．６２ａＡ ６５９７．２３ａＡ １２０．５４ａＡ ６０．４８ａＡ ７６．１ａＡ

垄口 锈水田 ３８９６．８４ｂＢ ２９１３．６６ｂＡ ６２．６８ａＡ ６４．３ａＡ ８５．４ａＡ

灰黄泥田（ＣＫ２） １０７９３．７９ａＡ ４８３６．１２ａＡ ８９．３０ａＡ ６５．２１ａＡ ８８．７ａＡ

２４　不同地形发育冷浸田水稻植株各生育期叶片

叶绿素含量

表６显示，在分蘖期，无论是垄中的深脚烂泥

田还是垄口的锈水田的水稻植株叶片的叶绿素总量

都比对应的非冷浸田处理显著降低；在灌浆期时，

垄中的深脚烂泥田处理的水稻植株叶片叶绿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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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泥田 （ＣＫ１）处理的水稻叶片叶绿素含量差异

不显著，而垄口的锈水田处理的水稻叶片叶绿素含

量与灰黄泥田 （ＣＫ２）的叶片叶绿素含量差异依然

显著。

表６　水稻植株各生育期叶片叶绿素含量

犜犪犫犾犲６　犆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狉犻犮犲犾犲犪狏犲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狉犻犮犲 ［单位／（ｍｇ·ｋｇ
－１）］

地形 土壤类型
分蘖期 灌浆期

叶绿素ａ 叶绿素ｂ 叶绿素ａ＋ｂ 叶绿素ａ 叶绿素ｂ 叶绿素ａ＋ｂ

垄中 深脚烂泥田 １．０７ｂＢ ０．６８ｂＡ １．７６ｂＢ ２．７４ａＡ ０．８７ｂＡ ３．６１ａＡ

黄泥田（ＣＫ１） １．４３ａＡ １．１４ａＡ ２．５７ａＡ ３．３４ａＡ １．０６ａＡ ４．４０ａＡ

垄口 锈水田 １．１２ｂＡ ０．８２ｂＢ １．９５ｂＢ １．６２ｂＢ ０．４８ｂＢ ２．１６ｂＢ

灰黄泥田（ＣＫ２） １．３６ａＡ １．１５ａＡ ２．５１ａＡ ２．４２ａＡ ０．７９ａＡ ３．２ａＡ

２５　各生育期土壤中还原性物质与生物量及产量

的相关性

表７显示，各生育期土壤还原性物质与水稻产

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分蘖期土壤有机酸总

量和草酸与水稻生物量差异不显著，但亚铁、亚锰

含量与生物量均呈极显著负相关。灌浆期的土壤各

还原性物质总量与生物量均呈显著负相关。成熟

期，各还原性物质与水稻生物量、籽粒产量也均呈

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酸总量、草酸、亚铁及亚锰

都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从而影响籽粒的产量。

表７　土壤还原性物质与水稻生物量、籽粒产量的相关性

犜犪犫犾犲７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狅犻犾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犪狀犱狉犻犮犲

犫犻狅犿犪狊狊，犵狉犪犻狀狔犻犲犾犱

还原性物质 生物量 籽粒产量

分蘖期 有机酸总量 －０．４６ －

草酸 －０．５１ －

亚铁Ｆｅ２＋ －０．９６ －

亚锰 Ｍｎ２＋ －０．７８ －

灌浆期 有机酸总量 －０．６１ －

草酸 －０．６１ －

亚铁Ｆｅ２＋ －０．９５ －

亚锰 Ｍｎ２＋ －０．８８ －

成熟期 有机酸总量 －０．７７ －０．６７

草酸 －０．８９ －０．７０

亚铁Ｆｅ２＋ －０．７３ －０．８７

亚锰 Ｍｎ２＋ －０．８２ －０．６８

注：表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显著。

为了进一步揭示不同还原性物质对水稻产量障

碍的贡献率，对成熟期各还原性物质与生物量进行

了回归分析 （表８）。其中各线性方程斜率可反映

出各还原性物质对产量障碍贡献的大小，斜率绝对

值越大表明其贡献率越大［１２］。对土壤还原性物质

与水稻生物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在分蘖期、灌浆期

和成熟期，亚锰对水稻生物量障碍贡献分别是有机

酸总量对水稻生物量障碍的２．５３、２．５０和１．１４

倍，是亚铁对水稻生物量障碍的６８．８、７３．１和

３．５８倍。这说明有机酸总量对水稻生物量的障碍

高于亚铁，低于亚锰；且在水稻分蘖期和灌浆期还

原物质对生物量的障碍大大高于成熟期。对土壤还

原性物质与籽粒产量的回归分析表明，亚锰对水稻

生物量障碍贡献分别是有机酸总量对水稻籽粒障碍

的３．０８倍，是亚铁对水稻籽粒障碍的１．３３倍，同

样说明有机酸总量对水稻籽粒的障碍高于亚铁，低

于亚锰。

表８　土壤还原性物质与水稻产量线性回归方程

犜犪犫犾犲８　犔犻狀犲犪狉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狅犻犾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犪狀犱狉犻犮犲狔犻犲犾犱

还原性

物质
生物量 籽粒产量

分蘖期 有机酸总量 狔＝－２８１．０１狓＋１３５４２ －

草酸 狔＝－３４６．６１狓＋１３７４８ －

亚铁Ｆｅ２＋ 狔＝－１０．３４狓＋１３０３７ －

亚锰 Ｍｎ２＋ 狔＝－７１１．４２狓＋１６３２８ －

灌浆期 有机酸总量 狔＝－３６１．２６狓＋１６６５１ －

草酸 狔＝－４３４．８２狓＋１６４８６ －

亚铁Ｆｅ２＋ 狔＝－１２．３７狓＋１２６２４ －

亚锰 Ｍｎ２＋ 狔＝－９０４．４９狓＋２６１８６ －

成熟期 有机酸总量 狔＝－２２０．４４狓＋２１５７９ 狔＝－７５．８３狓＋８９８６

草酸 狔＝－２６０．９９狓＋１７９７５ 狔＝－８１．８４狓＋７４２５．７

亚铁Ｆｅ２＋ 狔＝－６９．９４狓＋１８９５８ 狔＝－３２．６８狓＋９５０４．８

亚锰 Ｍｎ２＋ 狔＝－２５０．７５狓＋１６０９３ 狔＝－１００．６９狓＋７５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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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研究表明，随着生育期的进程，有机酸与亚锰

呈递增趋势，而亚铁呈递减趋势。还原性有机酸对

籽粒产量的障碍贡献要高于亚铁而低于亚锰。在整

个生育期土壤有机酸浓度递增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生

育期的延长，水稻植株个体变大，根数量增多，分泌

的有机酸量也增多。相关研究表明，在氧气充足条

件下，有机酸易被微生物利用作为碳源进一步分解

成ＣＯ２、Ｈ２、ＣＨ４等而消失。但冷浸田终年积水，排

水不畅，通透性差等特性都不利于土壤有机酸的转

化，会导致有机酸的积累［１３］。在本试验土壤Ｆｅ２＋浓

度随生育期延长呈下降趋势，而 Ｍｎ２＋却呈上升趋

势有以下原因：首先，南方红壤性水稻土偏酸，ｐＨ

值多在５．０～５．５，加上有机酸的积累使土壤酸性逐

渐增强。研究表明在中性ｐＨ的好气土壤上 Ｍｎ以

氧化物作为主要存在形式，但当ｐＨ 低于７．０时，

Ｍｎ２＋占优势，当ｐＨ 值低于５．５或土壤被还原时，

Ｍｎ２＋就会大量存在于土壤溶液中
［１４］，因而随土壤

有机酸的积累，土壤酸性增强，土壤中 Ｍｎ２＋也大量

的富集；其次，水稻苗期 分蘖期 成熟期这整个生育

过程中，人为种植管理使土壤中的水分逐渐减少，这

就使土壤接触氧的几率大大增强，研究表明Ｆｅ２＋接

触到氧很快就会被氧化成高铁氢氧化物［１４］，一定程

度上解释了土壤中Ｆｅ２＋随生育期进程减少的原因。

从中也可看出，在冷浸田适当施用一些碱性肥料，既

可中和有机酸，又可与 Ｍｎ２＋及Ｆｅ２＋形成沉淀物质

而可能缓解冷浸田水稻还原性物质毒害。有关这方

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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