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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水稻 为一年生禾本科 斍旘斸旐旈旑斿斸斿
稻属 植物棳在福建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

全省粮食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的首位棳是我省 主

要的粮食作物椲棻椵暎近年来棳随着经济发展暍人口增

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棳如何提高水稻产量和品

质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探讨暎植物生长

调节剂是一类能够直接通过植物激素系统调控其生

长暍发育和衰老进程的活性物质棳在适宜浓度下能

有效地促进作物生长棳增强作物的抗逆能力棳减少

农药使用棳提高作物产量及品质棳且用量小暍见效

快暍效益高暍残留风险低椲棽棴棾椵暎为此棳本研究以福

清市融城镇的水稻种植基地为试验点棳研究目前市

面上棾种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

的影响情况棳以期明确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水稻

生产中的施用效果棳为水稻高产优质栽培中生长调

节剂的安全暍高效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棳推动福建省

水稻产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为目前市场上常用的棾种植物生长调

节剂棳包 括 椄棸棩 赤 霉 酸 可 溶 粒 剂 棬斍旈斺斺斿旘斿旍旍旈斻
斸斻旈斾棳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棭暍棿棩糠氨基嘌呤水

剂 棬斊旛旘旀旛旘旟旍斸旐旈旑旓旔旛旘旈旑斿棳湖北省天门易普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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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限公司棭和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剂

棬斅旘斸旙旙旈旑旓旍旈斾斿暏旂旈斺斺斿旘斿旍旍旈斻斸斻旈斾棳陕西韦尔奇作物

保护有限公司棭暎供试水稻基地位于福清市融城镇棳
种植品种为 暟佳优棻椂棿暠棳基地土壤为稻田土棳肥

力中等偏高棳棽棸棻棿年椄月椄日开始溶田棳椄月椆日

耙平棳无施基肥棳移栽时间椄月棻棻日棳每丛棾本棳
株行距为棻椄斻旐暳棻椄斻旐棳秧龄棽椄斾棳移栽棻棸斾每

椂椂椃旐棽用椂棸棩丁草胺乳油棻棸棸旐斕拌 旊旂尿素撒

施除草棳移栽棾棸斾每椂椂椃旐棽撒施棻 旊旂尿素棳后

正常栽培管理棳但不追施其他生长调节剂和叶

面肥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棽棸棻棿年椆月棾日 棬水稻分蘖期棭棳选取生长趋

势相对一致的水稻田棳参照 斍斅棷斣棻椃椆椄棸灡棻棿棸灢棽棸棸棿
暥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棬二棭第棻棿棸部分椇水稻

生长调节剂试验暦椲棿椵及厂家推荐的使用浓度范围棳
分别设椄棸棩赤霉酸可溶粒剂棻椂椂椂暍棽 棸棸暍棾棾棾棾
和 棸棸棸 倍 液棳棿棩 糠 氨 基 嘌 呤 水 剂 棸棸暍椂棸棸暍
棻棸棸棸暍棻棿棸棸倍液及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

剂椂棸棸暍椄棸棸暍棻棽棸棸和棻椂棸棸倍液棾组处理棳每组

处理均设棻个清水对照 斆斔椈每组处理棻个大区

棽棸棸旐棽棳其内每小区棽棸旐棽棳棿次重复棳按随机区

组排列棳大区之间和小区之间均设有隔离带棳设置

独立排灌水椈后用 斖斄斣斄斅斏灢棻椂型喷雾器对小区进

行均匀喷雾施药棻次棳椆月棽椃日 棬水稻孕穗期棭
再施药棻次棳用水量椂椃 斕暏旇旐棴棽棳其他按正常栽

培管理椈水稻收获时棳采用绝对值调查法于各小区

随机抽取 丛进行考种棳调查有效穗数暍穗粒数暍
结实率和千粒重棳再测定每小区实际产量 棬每小区

收获装袋后鲜重棭棳并参照 斍斅棷斣棻椂椄棾灢棽棸棸椄 暥大
米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暦椲椵测定水稻的淀粉含量棳
据此分析比较每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水稻产量和品

质的提高效果椈同时参照 斍斅棷斣棻椃椆椄棸灡棻棿棸灢棽棸棸棿椲棿椵

评价药害情况棳筛选出各自适宜的田间使用浓度暎
棻灡棾暋数据统计与分析

在 斈斝斢旜椃灡棸 数据处理系统软件上棳对每种

生长调节剂不同处理浓度的水稻效穗数暍穗粒数暍
结实率暍千粒重暍实际产量和淀粉含量的数据分别

进行反正弦转换棳利用 斈旛旑斻斸旑氏新复极差法进行

多重比较棳显著水平设定为 椊棸灡棸 椲椂椵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椄棸棩赤霉酸可溶粒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

影响

从表棻可知棳水稻施用棿种稀释倍数的椄棸棩
赤霉酸可溶粒剂后棳产量和品质均明显提高椈其中

有效穗数暍结实率暍千粒重暍实际产量和淀粉含量

的提高结果均随稀释倍数的升高呈先上升后下降趋

势棳而穗粒数的提高较平稳暎有效穗数棳以棽 棸棸
倍液 多棳达棻棿灡棿 穗暏丛棴棻棳显著多于 斆斔椈后

依次为棾棾棾棾暍 棸棸棸和棻椂棸棸倍液棳与斆斔差异不

显著暎穗粒数棳棿种稀释倍数均较多棳达棻棻棸灡棽棽暙
棻棻棽灡棿棾粒暏穗棴棻棳相互间差异不显著棳且显著多

于斆斔暎结实率和千粒重棳棽 棸棸和棾棾棾棾倍液均较

高棳分别为椄椄灡棿 棩暍椄椄灡棽棾棩和棽椆灡椂椆暍棽椆灡棻棻旂棳
显著高于 斆斔椈其次分别为棻椂椂椂和 棸棸棸倍液棳
与斆斔 差异不显著暎实际产量棳以棾棾棾棾倍液

高棳达棻椃灡椄棸旊旂棳显著多于斆斔椈后依次为棽 棸棸暍
棸棸棸和棻椂棸棸倍液棳与 斆斔 差异不显著暎淀粉含

量棳棻 椂椂椂暍棽 棸棸 和 棾 棾棾棾 倍 液 均 较 高棳 达

棻棾灡棾棿棩暙棻棾灡棿棾棩棳显著高于 斆斔椈其次为 棸棸棸
倍液棳与斆斔差异不显著暎综合比较以上各个指标

并结合成本棳椄棸棩赤霉酸可溶粒剂棽 棸棸暙棾棾棾棾倍

液对水稻的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效果均较好棳且均未

对水稻产生不良影响棳植株生长及产量均正常棳推

荐田间使用暎

表棻暋椄棸棩赤霉酸可溶粒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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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椇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棬 椉棸灡棸 棭棳下同暎

棾棻第棻期 陈暋峰等椇棾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棽灡棽暋棿棩糠氨基嘌呤水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从表棽可知棳水稻施用棿种稀释倍数的棿棩糠

氨基嘌呤水剂后棳产量和品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暎 有 效 穗 数 以 椂棸棸 倍 液 多棳 达 棻棿灡椄
穗暏丛棴棻棳显著多于斆斔椈后依次为 棸棸暍棻棸棸棸和

棻棿棸棸倍液棳与 斆斔 差异不显著暎穗粒数棳棿种稀

释倍数均较多棳达棻棸椆灡椄 暙棻棻棽灡棸椂粒暏穗棴棻棳相

互间差异不显著棳且显著多于斆斔暎结实率和实际

产量棳 棸棸和椂棸棸倍液均较高棳分别为椄椂灡椄椃棩暍
椄椃灡棾椃棩和棻椃灡椆棸暍棻椃灡椆棾旊旂棳显著高于 斆斔椈其次

分别为棻棸棸棸和棻棿棸棸倍液棳与 斆斔 差异不显著暎

千粒重棳椂棸棸和棻棸棸棸倍液匀较高棳分别为棾棸灡棸椂旂
和棽椆灡棿椄旂棳显著高于 斆斔椈其次分别 为 棸棸 和

棻棿棸棸倍液棳与 斆斔 差异不显著暎淀粉含量棳 棸棸暍
椂棸棸和棻棸棸棸倍液均较高棳达棻棾灡棾椃棩暙棻棾灡棿椂棩棳
显著高于 斆斔椈其次是棻棿棸棸倍液棳与 斆斔 差异不

显著暎综合比较以上各个指标棳棿棩糠氨基嘌呤水

剂 棸棸暙棻棸棸棸倍液对水稻的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效

果均较好棳且均未对水稻产生不良影响棳植株生长

及产量均正常椈但结合成本棳田间推荐使用椂棸棸暙
棻棸棸棸倍液即可暎

表棽暋棿棩糠氨基嘌呤水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棿棩旀旛旘旀旛旘旟旍斸旐旈旑旓旔旛旘旈旑斿斄斢旓旑旘旈斻斿旟旈斿旍斾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
稀释倍数

棷倍
有效穗数

棷棬穗暏丛棴棻棭
穗粒数

棷棬粒暏穗棴棻棭
结实率
棷棩

千粒重
棷旂

实际产量
棷旊旂

淀粉含量
棷棩

棸棸 棻棿灡棸棸暲棸灡棿棽斸斺 棻棻棽灡棸椂暲棿灡椄椆斸 椄椃灡棾椃暲棸灡椃椆斸 棽椄灡椆椃暲棻灡棸椃斸斺 棻椃灡椆棾暲棸灡棾棾斸 棻棾灡棿棻暲棸灡棽棾斸
椂棸棸 棻棿灡椄 暲棻灡棻椃斸 棻棻棻灡椆暲棾灡椂棸斸 椄椂灡椄椃暲棻灡棿椆斸 棾棸灡棸椂暲棸灡椃椆斸 棻椃灡椆棸暲棸灡棿斸 棻棾灡棾椃暲棸灡棽椆斸
棻棸棸棸 棻棿灡棻棸暲棸灡棻棽斸斺 棻棸椆灡椄 暲棽灡椃椆斸 椄灡棻棸暲棻灡椄椆斸斺 棽椆灡棿椄暲棸灡椃棾斸 棻椃灡棸暲棸灡椆椄斸斺 棻棾灡棿椂暲棸灡棽椆斸
棻棿棸棸 棻棿灡棿 暲棻灡棻棻斸斺 棻棻棸灡椃椃暲棻灡棾 斸 椄灡棽椄暲棻灡椄椂斸斺 棽椄灡椆椆暲棸灡棾棾斸斺 棻椃灡棿椄暲棸灡棿斸斺 棻棾灡棻棿暲棸灡棾棿斸斺
斆斔 棻棾灡椃棸暲棸灡椆棻斺 棻棸棿灡椄棽暲棽灡椂椃斺 椄棾灡椆棾暲棸灡椂棸斺 棽椄灡棸椆暲棸灡椃椆斺 棻椂灡椄棾暲棸灡棾 斺 棻棽灡椄棸暲棸灡棻椂斺

棽灡棾暋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剂对水稻产量和

品质的影响

从表棾可知棳水稻施用棿种稀释倍数的棸灡棿棩
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剂后棳产量和品质也有不同

程度提高暎有效穗数和结实率均以椂棸棸倍液 多棳
分别达棻棿灡棽椄穗暏丛棴棻和椄椆灡棽 棩棳显著多于斆斔椈
其次分别为椄棸棸暍棻棽棸棸和棻椂棸棸倍液棳与斆斔差异

不显著暎穗粒数椂棸棸和棻棽棸棸倍液均较多棳分别为

棻棻棻灡棾棽和棻棻棻灡椄棾粒暏穗棴棻棳显著多于 斆斔椈其次

分别为椄棸棸和棻椂棸棸倍液棳与 斆斔 差异不显著暎千

粒重棳棿种稀释倍数均较高棳达棽椄灡棾椆暙棽椆灡棽棾旂棳

相互间且与斆斔差异不显著暎实际产量以椄棸棸倍液

高棳达 棻椃灡椂棾旊旂棳显 著 多 于 斆斔椈后 依 次 是

棻棽棸棸暍棻椂棸棸和椂棸棸倍液棳与斆斔差异不显著暎淀

粉含 量 椄棸棸暍棻棽棸棸 和 棻椂棸棸 倍 液 均 较 高棳达

棻棾灡棾椃棩暙棻棾灡棿 棩棳显著多于 斆斔椈其次是椂棸棸倍

液棳与斆斔差异不显著暎综合比较以上各个指标棳
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剂椂棸棸暙棻棽棸棸倍液对

水稻的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效果均较好棳且均未对水

稻产生不良影响棳植株生长及产量均正常椈但结合

成本棳田间推荐使用椄棸棸暙棻棽棸棸倍液即可暎

表棾暋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剂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棸灡棿棩斺旘斸旙旙旈旑旓旍旈斾斿暏旂旈斺斺斿旘斿旍旍旈斻斸斻旈斾斄斢旓旑旘旈斻斿旟旈斿旍斾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
稀释倍数

棷倍
有效穗数

棷棬穗暏丛棴棻棭
穗粒数

棷棬粒暏穗棴棻棭
结实率
棷棩

千粒重
棷旂

实际产量
棷旊旂

淀粉含量
棷棩

椂棸棸 棻棿灡棽椄暲棸灡椄棻斸 棻棻棻灡棾棽暲灡棸棾斸 椄椆灡棽 暲棻灡棿椆斸 棽椆灡棸棿暲棻灡棻棿斸 棻椃灡棾棾暲棸灡棿棸斸斺 棻棾灡棻椆暲棸灡棻棽斸斺
椄棸棸 棻棿灡棸椄暲棸灡椄棿斸斺 棻棸椆灡椄棽暲 灡棻棾斸斺 椄椄灡棿椆暲棸灡椂棻斸斺 棽椆灡棽棾暲棸灡 斸 棻椃灡椂棾暲棸灡棽椄斸 棻棾灡棿 暲棸灡棻椆斸
棻棽棸棸 棻棾灡椆棸暲棸灡棽棸斸斺 棻棻棻灡椄棾暲棽灡棽斸 椄椄灡棽椂暲棽灡棻棿斸斺 棽椄灡棾椆暲棸灡椆椆斸 棻椃灡棽棸暲棸灡椃棿斸斺 棻棾灡棾椃暲棸灡棾棽斸
棻椂棸棸 棻棾灡 暲棸灡棽棿斸斺 棻棸椄灡椃棽暲棾灡椃棾斸斺 椄椃灡棸椂暲棽灡棸棸斸斺 棽椄灡椆椃暲棻灡棸棾斸 棻椃灡棾棸暲棸灡棾椃斸斺 棻棾灡棿棸暲棸灡棽椃斸
斆斔 棻棾灡棽椄暲棸灡棿棾斺 棻棸灡棽椃暲棻灡棿椂斺 椄棿灡椆椆暲棾灡棻棻斺 棽椃灡椄棾暲棸灡椃椃斸 棻椂灡椄棸暲棸灡棽椃斺 棻棽灡椄椃暲棸灡棸椄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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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暋讨论与结论

水稻是福建省 主要的粮食作物棳如何提高其

产量和品质目前已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探讨的

主要问题椲棻椵暎近年来棳国内外学者在水稻产量和品

质研究的基础上棳提出可以实现水稻高产优质生产

的几种方法椇一是选育高产优质品种棳但由于优质

米品种在产量方面还不如杂交稻和常规稻高产棳此

方法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椈二是品种的合理布局和

季节调节棳但因受耕作制度暍前后茬连接等条件的

制约棳此方法的调节效果非常有限椈三是通过人工

调控棳特别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控棳进行营养和生

理调节棳减弱或消除不利因子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

影响棳该方法是目前一条比较有效的途径棳主要是

由于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每个阶

段棳几乎与植物的每个生理代谢棬如光合作用暍呼吸

作用暍蒸腾作用物质吸收与运转及气孔开闭等棭密切

相关棳且用量小暍速度快暍效益高暍残毒少椲椃椵暎
据此棳本研究分析比较了椄棸棩赤霉酸可溶粒

剂暍棿棩糠氨基嘌呤水剂和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

霉酸水剂棾种目前市面上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

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情况棳发现棾种植物生长调

节剂均能提高水稻的产量和品质棳椄棸棩赤霉酸可溶

粒剂棽 棸棸暙棾棾棾棾倍液暍棿棩糠氨基嘌呤水剂椂棸棸暙
棻棸棸棸倍液和棸灡棿棩芸苔素内酯暏赤霉酸水剂椄棸棸暙
棻棽棸棸倍液的提高效果均较好棳成本适宜棳无药害

产生棳对水稻安全椈同时棳要及时抓住施药适期棳
在水稻分蘖期和孕穗期时使用棳进一步提高增产增

质效果暎

本研究虽然初步明确了棾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

水稻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效果棳但由于不同药剂作用

机制互不相同棳因此后续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所筛选

药剂对水稻生理代谢功能及营养成分和保护酶的影

响机制椈同时棳探讨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品种选育暍
布局和季节调节等措施相结合使用棳为提高水稻产

量和品质提供技术支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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