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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植株生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为促进何首乌生产提供科

学施肥的理论指导。【方法】以何首乌幼苗为试材，设置４个处理，分别为对照 （ＣＫ）、施氮 （Ｎ：株施尿素２．７

ｇ）、施磷 （Ｐ：株施过磷酸钙１４．４ｇ）、氮磷共施 （Ｎ＋Ｐ：株施尿素２．７ｇ、过磷酸钙１４．４ｇ），测定不同氮磷添

加处理对何首乌生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结果】氮磷添加处理可促进何首乌生长，对何首乌叶片数、单

叶面积、叶柄长、株高的影响程度为：氮磷共施＞施磷＞施氮＞对照；与对照相比，氮磷添加处理均可显著促

进何首乌生物量积累，以氮磷共施处理增幅最大，并可显著提高地上生物量占比；氮磷添加处理促进了何首乌

叶绿素含量增加，以及Ｆｖ／Ｆｍ、ｑＰ、ＥＴＲ值升高，降低ｑＮ值，以氮磷共施处理的叶绿素含量增幅最大 （较对

照增加９６．０８％），ｑＮ值降幅最大 （较对照降低２９．１６％）。【结论】相较于对照及单一养分添加，氮磷共施处理

能更显著提高何首乌光合效率，促进植株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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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氮素和磷素是植物生长必需的两

种大量元素，也是限制陆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

主要营养物质［１］。但是，氮素和磷素在耕地土壤中

的含量却往往不能满足植物的需求，而且大部分耕

地土 壤 中 的 氮、磷 流 失 严 重［２－４］。 何 首 乌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 Ｔｈｕｎｂ．为多年生缠绕藤

本植物，以块根入药，具有安神、解毒等功能［５］。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破坏以及作为中药材被大量

采挖，何首乌野生资源匮乏，人工栽培何首乌已经

成为其作为药材的主要来源［６］，而氮元素和磷元素

是人工栽培何首乌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光合作用

是绿色植物的一种重要的生理活动，通过研究叶绿

素荧光参数间接研究光合作用的变化是一种简便、

快捷、可靠的方法。因此，探讨氮磷添加对何首乌

生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对提高何首乌科学施

肥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氮

沉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热点之一，适量的氮素

能促进植物光合作用，刺激植物快速生长［１］。随着

对氮沉降研究的不断深入，磷沉降也受到关注，但

有关研究较少［７］。磷素是植物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

分，参与植物细胞内能量转移和许多代谢过程，磷

素的添加还可以提高植物对氮素的利用率，促进植

物生长，协调营养元素和生物量的分配［８－１０］。类

似的研究表明，氮磷合理配施对植物具有正协同效

应［１１］。氮磷添加对植物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研

究也相对较多，郑炳松等［１２］研究发现，施氮是提

高茶树光合效率的关键，但是磷素缺乏或过量均会

引起植物光合速率下降。也有研究发现，氮磷添加

可促进苗木的光合产物向叶和茎部转移［１３］，但大

部分研究是针对农作物的［１４－１６］。 【本研究切入点】

目前，针对何首乌对养分的适应性研究主要集中在

性状及产量方面［１７－２２］，通过氮磷添加来探究何首

乌形态生长指标对养分的适应性，以及施肥效应引

起的何首乌内部光合生理变化鲜有报道。【拟解决

的问题】本研究以何首乌为试材，通过盆栽试验，

研究不同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的各生长指标、生

物量积累，以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为何首乌

高产高效栽培提供科技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至７月３１日在贵州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基地中进行。供试材料何首

乌幼苗来源于吉林长春栽培基地。盆栽试验所用土

壤取自贵州贵阳花溪农田的熟土，充分混匀以后进

行装盆，试验选择４８盆生长健壮、植株整齐的个

体，用塑料花盆 （内口径×高度：２２ｃｍ×２２ｃｍ）

进行盆栽，每盆种植幼苗１株。试验所用肥料有尿

素 （总氮 ≥４６．４％，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１２％，福泉市金盛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双因素完全随机设计，参考王小峰

等［１９］的试验方法，设置４个处理：对照 （ＣＫ）、

施氮 （Ｎ：株施尿素２．７ｇ）、施磷 （Ｐ：株施过磷

酸钙１４．４ｇ）、氮磷共施 （Ｎ＋Ｐ：株施尿素２．７ｇ、

过磷酸钙１４．４ｇ），每个处理１２盆，共计４个处

理、１２次重复，３个施肥处理的氮或 （和）磷用量

均分３次施加，施加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和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

１３　测定方法

１３１　生长和形态指标测定　在试验结束时收获

所有的植株，使用直尺测量株高、根长、叶柄长，

统计分枝数、叶片数。使用便携式激光叶面积仪测

定每株的叶面积。将根、茎、叶分开 （其中将根分

为块根和须根），用烘箱在７０℃烘干根、茎、叶至

恒重，称量总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ＴＢ）、叶生

物量 （ＬｅａｆＢｉｏｍａｓｓ，ＬＢ）、茎 生 物 量 （Ｓｔｅ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ＳＢ）、块根生物量 （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ＲＢ）、

须根生物量 （Ｆｉｎｅ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ＦＲＢ），计算叶

生物量占比 （叶干质量／总生物量，Ｌｅａｆ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ＬＢＲ）、根生物量占比 （根干质量／总生物

量，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ＲＢＲ）、茎生物量占比

（茎干质量／总生物量，Ｓｔｅｍｂｉｏ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ＢＲ）。

１３２　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　在试

验结束后收获植株前，在各处理中随机选择５株植

株的第３片完全伸展叶片用于测定叶绿素含量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ｈｌ）和叶绿素荧光参数，叶绿素含

量测定采用ＳＰＡＤ５０２叶绿素仪，叶绿素荧光参数

测定采用调谐式荧光仪 （ＭＩＮＩＰＡＭ２．０），测定

指标包括 Ｆｖ／Ｆｍ （ＰＳＩＩ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

ｑＰ （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Ｎ （非光化学淬灭系数）

和ＥＴＲ （电子传递速率）。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２２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软件对各指标进行

方差分析，平均数间的多重比较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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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生长指标的影响

由表１看出，３个氮磷添加处理除分枝数略低

于对照外，其余５个性状均高于对照，表现出促进何

首乌生长的作用。与对照相比，施氮显著增加叶片

数和单叶面积，其余４个性状差异均不显著；施磷显

著增加叶片数、单叶面积、叶柄长和株高，其中株高

与对照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根长和分枝数与对

照的差异均不显著；氮磷共施显著增加叶片数、单叶

面积、叶柄长和株高，在各处理中增幅最大，依次增

加了２．６４倍、２．７７倍、５７．１４％和３．０３倍，其中叶

片数、单叶面积和株高与对照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

平。说明氮磷共施处理对何首乌生长影响最大，其

次为施磷处理，最后是施氮处理，施氮处理主要表现

为对何首乌幼苗地上部分的促进作用。

表１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何首乌幼苗的生长指标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狅狑狋犺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犳犘．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狌狀犱犲狉犖犪狀犱犘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犿犲犪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犲狉狉狅狉）

处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叶片数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ｌｅａｖｅｓ

叶面积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ａｆａｒｅａ

／ｃｍ２

叶柄长

Ｐｅｔｉｏ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根长

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分枝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ＣＫ ３６．６７±４．９８ｃＢ ９．１６±０．５８ｃＢ ２．１±０．１３ｂＡ １８．１０±１．４７ａＡ ７．０±１．５３ａＡ ７７．７±５．３７ｃＣ

Ｎ ６３．３３±６．１７ｂＡＢ １３．７６±０．４７ｂＢ ２．５±０．２５ａｂＡ ２０．７７±３．７５ａＡ ６．０±１．０ａＡ １０６．３±１６．９５ｂｃＢＣ

Ｐ ７２．００±６．４３ｂＢ １６．１１±０．２４ｂＡＢ ３．１±０．２７ａＡ １７．１０±１．１５ａＡ ６．７±０．６７ａＡ １４１．７±７．２６ｂＢ

Ｎ＋Ｐ １３３．３３±２１．３７ａＡ ３４．５７±７．８５ａＡ ３．３±０．２０ａＡ １８．５３±０．６７ａＡ ６．７±１．７６ａＡ ３１２．８±１３．４２ａＡ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无相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和０．０５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表２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ｎａ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２．

２２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生物量积累及其

分配的影响

由表２看出，与对照相比，３个氮磷添加处理

均显著增加总生物量，施磷和氮磷共施均极显著高

于对照；施氮显著增加根生物量，其中块根生物量

在各处理中增幅最大，比对照增加９０．９１％，差异

达极显著高水平，而施氮对叶生物量和茎生物量的

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施磷显著增加叶生物量、块根

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其中块根生物量和总生物量极

显著高于对照；氮磷共施显著促进叶生物量、根生

物量、茎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均极显著高于对照，

其中叶生物量和茎生物量在各处理中增幅最大，二

者分别较对照增加了５．１６倍和５．３３倍，块根生物

量虽然在３个氮磷添加处理中增幅居第二，但也比

对照增加了８１．８％。在生物量分配上，与对照相

比，施氮仅降低茎生物量占比，施磷对各器官生物

量占比无显著性差异，氮磷共施显著促进叶生物量

占比，降低根生物量占比。说明氮磷共施能充分促

进何首乌生物量积累，且地上部分生物量分配比例

较大，而施磷促进何首乌叶和根生物量积累，但对

生物量分配影响不明显，施氮会抑制生物量在茎上

的分配。

表２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何首乌幼苗生物量积累及其分配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犻狅犿犪狊狊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狅狀犘．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狌狀犱犲狉犖犪狀犱犘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犿犲犪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犲狉狉狅狉）

处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叶生物量

Ｌｅａｆ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块根生物量

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须根生物量

Ｆｉｎｅ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ｇ

茎生物量

Ｓｔｅｍ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总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叶生物量占比

Ｌｅａｆ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茎生物量占比

Ｓｔｅｍ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根生物量占比

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ＣＫ １．２±０．１９ｃＢ １．１±０．０９ｂＢ ０．１２±０．０２ａＡ ０．９±０．１４ｂＢ ２．９±０．５７ｃＣ ０．２±０．１ｂＡ ０．３±０．０２ａＡ ０．４±０．０５ａＡ

Ｎ ２．３±０．０３ｂｃＢ ２．１±０．２５ａＡ ０．３８±０．０３ｂＢ １．１±０．４２ｂＢ ５．８±０．６８ｂＢＣ ０．４±０．０５ａｂＡ ０．２±０．０６ｂＢ ０．４±０．０１ａＡＢ

Ｐ ３．４±０．０３ｂＢ ２．０±０．１１ａＡ ０．２９±０．１０ｂＢ ２．１±０．２７ｂＢ ７．９±０．４９ｂＢ ０．４±０．２ａｂＡ ０．３±０．０２ａｂＡＢ ０．３±０．０ａＡＢ

Ｎ＋Ｐ ７．４±１．１１ａＡ ２．０±０．０９ａＡ ０．４７±０．２３ｂＢ ５．４±０．４８ａＡ １５．３±１．２３ａＡ ０．５±０．０５ａＡ ０．４±０．０４ａＡ ０．２±０．０１ｂＡ

２３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

由图１看出，３个氮磷添加处理何首乌叶绿素

含量均极显著高于对照。其中，氮磷共施增加

９６．０８％，增幅最大。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叶绿素

含量的影响程度依次为：氮磷共施＞施氮＞施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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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的何首乌叶绿素含量

犉犻犵．１　犆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犘．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狌狀犱犲狉犖犪狀犱犘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注：柱形图间无相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和

０．０５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图２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

２４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叶绿素荧光参数

的影响

由图２看出，与对照相比，３个氮磷添加处理

均增加了Ｆｖ／Ｆｍ值，其中，氮磷共施的增幅最大，

增加了７．６３％，极显著高于对照。３个氮磷添加处

理对何首乌Ｆｖ／Ｆｍ影响程度依次为：氮磷共施＞

施磷＞施氮。３个氮磷添加处理均显著增加ｑＰ值，

且施氮和施磷极显著高于对照，其中：施氮增加了

９．１０％，增幅最大，３个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

ｑＰ值影响程度依次为：施氮＞施磷＞氮磷共施。３

个氮磷添加处理均降低ｑＮ值，其中：氮磷共施降

低了２９．１６％，下降幅最大，且极显著低于对照；

施氮和施磷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３个氮磷添加处理

对何首乌ｑＮ值影响程度依次为：施氮＞施磷＞氮

磷共施。３个氮磷添加处理的ＥＴＲ值均极显著高

于对照，其中，施氮增加１６．７８％，增幅最大。氮

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ＥＴＲ值影响程度依次为：施

氮＞氮磷共施＞施磷。

图２　不同氮磷添加处理的何首乌叶绿素荧光参数

犉犻犵．２　犆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犳犘．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狌狀犱犲狉犖犪狀犱犘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氮磷添加对何首乌生长形态的影响

植物对营养元素的需求虽表现出生理和形态指

标上的差异，但是氮磷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两种

大量元素，在调节植物的生长及形态指标方面影响

更为显著［２３－２４］。武新红等［２５］对菘蓝研究发现，氮

磷配施对菘蓝的株高和单叶面积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本研究结果发现，氮磷添加处理对何首乌的株

高和单叶面积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氮磷共施处理的

效果最为显著，极显著高于对照，株高和单叶面积

分别增加了３．０３倍和２．７７倍，与上述前人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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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类似。究其原因可能是氮磷配施能有效地提高土

壤有效氮磷的含量，刺激何首乌对养分的吸收，从

而促进生长。本研究还发现，氮磷添加处理在促进

何首乌叶片数方面，以氮磷共施处理的效果最为显

著，增加了２．６４倍。究其原因可能是氮磷元素之

间具有相互促进吸收的作用，从而显著促进何首乌

叶片数的增加，这与邱才飞等［２６］、王劲松等［２７］的

研究结果类似。

３２　氮磷添加对何首乌生物量及其分配的影响

生物量是植物获取能量的主要体现，对植物的

结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２８］。通常，施氮量

和施磷量会影响植物光合产物的分配，适量增加施

氮量和施磷量可促进植物积累更多的干物质，进而

向各营养器官分配［２９－３１］。本研究结果发现，与对

照相比，氮磷添加处理可促进何首乌总生物量积

累，尤其是氮磷共施最为显著，较对照增加了

４．２８倍，与上述前人研究结果类似。这是因为氮

磷共施能全面促进何首乌块根生物量、叶生物量和

茎生物量的积累，从而显著增加何首乌的总生物

量，这与王小峰等［１９］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还

发现，氮磷共施处理的叶生物量占比显著增加，而

根生物量占比显著降低。这是因为当植物不受氮磷

含量限制时，施肥会降低植物对地下部分根系的投

入，提高对地上部分枝叶的投入［３２］，说明氮磷共

施弥补了何首乌氮素和磷素的养分缺失，这与刘洋

等［３３］、何利元等［３４］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３　氮磷添加对何首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的合成对于植物光能捕捉和光合作用非

常重要［３５］，而氮磷的供给水平影响叶绿素的合成

从而影响何首乌的光合作用。张宝林等［３６］研究发

现，增施氮肥和磷肥可以提高马铃薯叶片中叶绿素

含量。本研究发现，施氮和施磷显著增加何首乌叶

绿素含量，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本研究还

发现，氮磷共施处理的叶绿素增幅最大，较对照增

加９６．０８％。究其原因可能是总叶绿素中的叶绿素

ａ含量的增加引起的，这与谢亚萍等
［３７］的研究结果

类似。

３４　氮磷添加对何首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叶绿素荧光特性能快速反映植物光合作用的能

量转换路径的效率［３８］。氮磷添加影响植物的生长，

尤其是对叶绿素以及光合酶的影响较大，从而影响

植物的光合能力，而叶绿素荧光作为植物光合探

针，能较为全面地体现植物在不同氮磷添加处理下

的光合反应。Ｆｖ／Ｆｍ 表示ＰＳＩＩ最大光能转换效

率，常用于度量植物叶片ＰＳＩＩ原初光能转换效率

及ＰＳＩＩ潜在活性
［３９］。陈洪国［４０］通过对桂花幼苗研

究发现，氮磷共施较单一氮磷施加显著增加其

Ｆｖ／Ｆｍ值，本研究发现，氮磷共施处理的Ｆｖ／Ｆｍ

值增幅最大，较对照升高７．６３％，与上述研究结

果类似。究其原因可能是氮磷共施有利于光合碳同

化中各种酶及多种电子传递体等成分的合成，从而

促进最大光量子传递速率［３５］。ｑＮ 值反映光能被

ＰＳⅡ天线色素吸收，以热耗散形式释放的那部分

能量［４１］，ｑＰ值反映ＰＳⅡ天线色素吸收的光能用于

光化学电子传递的份额［４２］。有研究表明，适量的

氮磷添加在生长后期有利于促进植物ｑＰ值的增

加，并显著降低植物的ｑＮ值
［４３］，本研究发现，施

氮、施磷及氮磷共施处理均可增加何首乌ｑＰ值，

降低ｑＮ值，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

是氮磷添加通过促进叶绿素含量增加 （图１），从

而导致何首乌用于光耗散的份额增多。叶片ＥＴＲ

值是反映实际光强下的表观电子传递速率，同时也

是表示植物光合能力大小的有效参数［４４］。本研究

发现，施氮、施磷以及氮磷共施处理均可显著增加

ＥＴＲ值。这与陈书秀等
［４５］研究结果一致，说明适

量的氮磷添加能促进电子传递速率的提高，增强何

首乌光合能力的提高。

综上所述，氮磷共施处理可显著增加何首乌株

高、叶片数、单叶面积、地上生物量、叶绿素含

量，以及Ｆｖ／Ｆｍ、ｑＰ、ＥＴＲ值，降低ｑＮ值，说

明相比对照及单一元素添加，氮磷共施处理更有利

于促进何首乌生长，提高其光合作用效率。

参考文献：

［１］ＲＥＡＹ Ｄ Ｓ，ＤＥＮＴＥＮＥＲ Ｆ，ＭＩＴＨ Ｐ Ｓ，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ｋｓ［Ｊ］．犖犪狋狌狉犲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

２００８ （１）：４３０－４３７．

［２］ＨＯＬＦＯＲＤＩＣＲ．Ｓｏｉ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

ｕｐｔａｋｅｂｙｐｌａｎｔｓ［Ｊ］．犃狌狊狋犑犛狅犻犾犚犲狊，１９９７，３５ （２）：２２７－

２３９．

［３］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Ｄ Ｔ，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 Ｈ．Ｍｉｎ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Ｊ］．

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犅狅狋犪狀狔，１９９６，７８ （４）：５２７－５２８．

［４］ ＷＵ Ｃ，ＷＡＮＧ Ｚ，ＳＵＮ 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

Ｌａｒｉｘｏｌｇｅｎｓｉ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Ｊ］．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狅犳犉狅狉犲狊狋狉狔犻狀犆犺犻狀犪，

２００６，１ （２）：１７０－１７５．

［５］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大辞典 ［Ｍ］．第２版．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５８８．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狅犳 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 犕犲犱犻犮犻狀犲 ［Ｍ］．２ｎｄｅ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６６１ 福建农业学报 第３４卷



１５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严寒静．何首乌种质资源研究 ［Ｄ］．广州：中山大学，２００７．

ＹＡＮ Ｈ 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犉狅犾犾狅狆犻犪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犪［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白雪，程军回，郑淑霞，等．典型草原建群种羊草对氮磷添加

的生理生态响应 ［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３８ （２）：１０３－

１１５．

ＢＡＩＸ，ＣＨＥＮＧＪＨ，ＺＨＥＮＧＳＸ，ｅｔａｌ．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ｌ犲狔犿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ｅｐｐｅ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犘犾犪狀狋

犈犮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４，３８ （２）：１０３－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李信书，伏光辉，陈百尧，等．氮、磷加富对条斑紫菜生长及

生化组成的影响 ［Ｊ］．水产科学，２０１２，３１ （９）：５４４－５４８．

ＬＩＨＳ，ＦＵＧＨ，ＣＨＥＮＢ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ｖｅｒ 犘狅狉狆犺狔狉犪狔犲狕狅犲狀狊犻狊． ［Ｊ］．犉犻狊犺犲狉犻犲狊

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１２，３１ （９）：５４４－５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ＶＯＪＴ?ＫＯＶ?Ｌ，ＭＵＮＺＡＲＯＶ?Ｅ，ＶＯＴＲＵＢＯＶ? Ｏ，ｅｔ

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ｅｅｔｆｌａｇ（犃犮狅狉狌狊犮犪犾犪犿狌狊

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犎狔犱狉狅犫犻狅犾狅犵犻犪，

２００４，５１８ （１－３）：９－２２．

［１０］ＧＲＯＯＴＣＣＤ，ＭＡＲＣＥＬＩＳＬＦＭ ，ＢＯＯＧＡＡＲＤＲＶＤ，

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 ［Ｊ］．犘犾犪狀狋犪狀犱犛狅犻犾，２００３，２４８ （１－２）：

２５７－２６８．

［１１］ＥＬＳＥＲＪＪ，ＢＲＡＣＫＥＮ Ｍ ＥＳ，ＣＬＥＬＡＮＤＥＥ ，ｅｔ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ｉ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犈犮狅犾狅犵狔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００７，１０ （１２）：１１３５－

１１４２．

［１２］ＺＨＥＮＧ Ｂ 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ｕｂｉｓｃｏ，ＲＣＡ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 ｏｆｐｌａｎｔ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犣犺犲犼犻犪狀犵

犉狅狉犲狊狋狉狔犆狅犾犾犲犵犲，２００２，１９ （１）：１０４－１０８．

［１３］张艳玲，杨本凤，孙万慧，等．氮钾配施对桔梗品质的影响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９ （６）：３２５３－３２５４．

ＺＨＡＮＧＹＬ，ＹＡＮＧＢＦ，ＳＨＵＮ Ｗ 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犘犾犪狋狔犮狅犱狅狀犵狉犪狀犱犻犳犾狅狉狌犿 （Ｊａｃｑ．）Ａ．ＤＣ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犃狀犺狌犻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１，３９ （６）：３２５３－３２５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华水金，杨宇虹，赵菊英，等．氮肥对水田与旱地烤烟叶绿素

动态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Ｊ］．土壤肥料，２００５ （６）：３１－３５．

ＨＵＡＳＪ，ＹＡＮＧ Ｙ Ｈ，ＺＨＡＯ Ｊ 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ｉｎ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ｄｒｙｌａｎｄ ［Ｊ］．犛狅犻犾

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２００５ （６）：３１－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鞠正春，于振文．追施氮肥时期对冬小麦旗叶叶绿素荧光特

性的影响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６，１７ （３）：３９５－３９８．

ＪＵＺＣ，ＹＵＺＷ．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ｏｎ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ｆｌａｇ

ｌｅａｖｅｓ［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狆狆犾犻犲犱犈犮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６，１７

（３）：３９５－３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黄占斌，山仑．有限供水对春小麦不同类型品种的产量和生

理效应 ［Ｊ］．西北农业学报，１９９４，５ （４）：１９－２４．

ＨＵＡＮＧＺＢ，ＳＨＡＮＬ．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Ｊ］．犃犮狋犪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犲犅狅狉犲犪犾犻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犻狊犛犻狀犻犮犪，１９９４，５

（４）：１９－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刘威，赵致，王华磊，等．不同肥水搭配对一年生何首乌品

质的影响 ［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０ （１８）：４６－４８．

ＬＩＵ Ｗ，ＺＨＡＯＺ，ＷＡＮＧ Ｈ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ａｎｎｕａｌ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 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 Ｔｈｕｎｂ ［Ｊ ］． 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３，４０ （１８）：４６－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胡继田，赵致，王华磊，等．不同水肥处理对何首乌几个栽

培生理指标的影响研究 ［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２，２３

（１１）：２８６３－２８６６．

ＨＵＪＴ，ＺＨＡＯＺ，ＷＡＮＧＨ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

Ｔｈｕｎｂ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Ｊ］．犔犻狊犺犻狕犺犲狀 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犪狀犱 犕犪狋犲狉犻犪 犕犲犱犻犮犪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２０１２，２３ （１１）：２８６３－２８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王小峰．氮磷钾配比对何首乌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研究

［Ｄ］．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Ｘ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Ｐ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

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 ［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宋世威，杨全，滕希峰，等．施肥水平对何首乌生长·光合

特性的影响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９ （２６）：１５９１３－

１５９１４．

ＳＯＮＧＳ Ｗ，ＹＡＮＧ Ｑ，ＴＥＮＧ Ｘ Ｆ，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 犃狀犺狌犻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１，３９ （２６）：１５９１３－１５９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李金玲，赵致，王华磊，等．氮素营养失调对一年生何首乌

生物量的影响 ［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３，１５ （３）：２０３－

２０６．

ＬＩＪＬ，ＺＨＡＯＺ，ＷＡＮＧ Ｈ 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ｎａｎｎｕ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 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

［Ｊ］．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２０１３，１５ （３）：２０３－２０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陈建军，李金玲，赵致，等．钙镁元素缺乏对一年生何首乌

块根矿质元素含量的影响 ［Ｊ］．贵州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２

（１）：３３－３５．

ＣＨＥＮＪＪ，ＬＩＪＬ，ＺＨＡＯＺ，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狌犿 ［Ｊ］．犌狌犻狕犺狅狌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２０１４，４２ （１）：３３－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牟雪．氮添加对草地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Ｊ］．中国

水运月刊，２０１５，１５ （３）：１００－１０１．

ＭＯＵ Ｘ．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Ｊ］．犆犺犻狀犪

７６１第２期 刘　筱等：氮磷添加对何首乌生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犠犪狋犲狉，２０１５，１５ （３）：１００－１０１．

［２４］高扬，徐亚娟，彭焱，等．紫色土坡耕地Ｃ、Ｐ与微生物生物

量Ｃ、Ｐ对不同施肥的响应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２６

（１）：１０８－１１２．

ＧＡＯＹ，ＸＵＹＪ，Ｐ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Ｃ，Ｐ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ｓｏｉｌ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犃狆狆犾犻犲犱犈犮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５，２６ （１）：１０８－１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武新红，彭克勤，梁宗锁，等．氮磷对菘蓝营养生长期根、冠

生长的影响 ［Ｊ］．西北农业学报，２００８，（４）：２７４－２７８．

ＷＵ Ｘ Ｈ，ＰＥＮＧ Ｋ Ｑ，ＬＩＡＮＧ Ｚ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ｏｎ Ｒｏｏｔａｎｄ Ｓｈ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犐狊犪狋犻狊犻狀犱犻犵狅狋犻犮犪 Ｆｏｒｔ ［Ｊ］． 犃犮狋犪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犲 犅狅狉犲犪犾犻

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犻狊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４）：２７４－２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邱才飞，彭春瑞，刘光荣，等．地稔人工栽培的氮磷钾养分

吸收特性初探 ［Ｊ］．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１２，１４ （１）：１４２

－１４５．

ＱＩＵＣＦ，ＰＥＮＧＣＲ，ＬＩＵＧＲ，ｅｔ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ＮＰＫ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犕犲犾犪狊狋狅犿犪犱狅犱犲犮犪狀犱狉狌犿 Ｌｏｕｒ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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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２，１４ （１）：１４２－１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王劲松，焦晓燕，丁玉川，等．粒用高粱养分吸收、产量及品

质对氮磷钾营养的响应 ［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５，４１ （８）：

１２６９－１２７８．

ＷＡＮＧＪＳ，ＪＩＡＯ Ｘ Ｙ，ＤＩＮＧ Ｙ Ｃ，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ｐｔａｋ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Ｓｏｒｇｈｕｍｔｏ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Ｊ］．犃犮狋犪

犃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５，４１ （８）：１２６９－１２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宇万太，于永强．植物地下生物量研究进展 ［Ｊ］．应用生态学

报，２００１，１２ （６）：９２７－９３２．

ＹＵ ＷＴ，ＹＵＹＱ．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狆狆犾犻犲犱犈犮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１，１２

（６）：９２７－９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薛莲，井彩巧，张鹏，等．氮磷钾配比对甘蓝产量及养分吸

收利用的影响 ［Ｊ］．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７，３７ （６）：８０－８４．

ＸＵＥＬ，ＪＩＮ Ｃ Ｑ，ＨＡＮＧ 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Ｎ，ＰａｎｄＫ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ａｂｂａｇｅ ［Ｊ］．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犛狅犻犾

犪狀犱犠犪狋犲狉犆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２０１７，３７ （６）：８０－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葛耀相．黄土高原中部丘陵区不同因子对球茎甘蓝光合特性

与产量的影响 ［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０８．

ＧＥ Ｙ Ｘ．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ｋｏｈｌｒａｂｉ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ｇｉｏｎ ［Ｄ ］．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崔正勇，李新华，裴艳婷，等．氮磷配施对冬小麦干物质积

累、分配及产量的影响 ［Ｊ］．西北农业学报，２０１８，２７ （３）：

３３９－３４６．

ＣＵＩＺＹ，ＬＩＸ Ｈ，ＰＥＩＹ Ｔ，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ｎ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Ｊ］．

犃犮狋犪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犲 犅狅狉犲犪犾犻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犻狊 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８，２７

（３）：３３９－３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ＧＲＡＣＩＡＮＯ Ｃ，ＧＵＩＡＭＥＴ ＪＪ，ＧＯＹＡ ＪＦ．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ｎ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ｇｒａｎｄｉｓ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Ｊ］．犉狅狉犲狊狋 犈犮狅犾狅犵狔 犪狀犱

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２００５，２１２：４０－４９．

［３３］刘洋，张健，陈亚梅，等．氮磷添加对巨桉幼苗生物量分配和

Ｃ∶Ｎ∶Ｐ化学计量特征的影响 ［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１３，３７

（１０）：９３３－９４１．

ＬＩＵＹ，ＺＨ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Ｙ 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Ｎ∶

Ｐ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ｇｒａｎｄｉ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犾犪狀狋犈犮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３，３７ （１０）：９３３

－９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何利元，胡中民，郭群，等．氮磷添加对内蒙古温带草地地

上生物量的影响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２６ （８）：２２９１

－２２９７．

ＨＥＬＹ，ＨＵＺＭ，ＧＵＯＱ，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ｓｔｅｐｐｅ，Ｃｈｉｎａ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犃狆狆犾犻犲犱犈犮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５，２６ （８）：２２９１－２２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吴楚，王政权，孙海龙，等．氮磷供给对长白落叶松叶绿素合

成、叶绿素荧光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Ｊ］．林业科学，２００５，４１

（４）：３１－３６．

ＷＵＣ，ＷＡＮＧＺＱ，ＳＨＵＮＨ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ｏｎ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ｉｎＬａｒｉｘｏｌｇｅｎｓｉ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Ｊ］．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犛犻犾狏犪犲犛犻狀犻犮犪犲，

２００５，４１ （４）：３１－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张宝林，高聚林，刘克礼．马铃薯在不同密度及施肥处理下

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Ｊ］．中国马铃薯，２００３，１７ （３）：

１３７－１４０．

ＺＨＡＮＧＢＬ，ＧＡＯＪＬ，ＬＩＵＫＬ．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ｉｎｐｏｔａ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狋犪狋狅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０３，１７ （３）：１３７－１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谢亚萍，安惠惠，牛俊义，等．氮磷对油用亚麻茎叶中生理指

标及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Ｊ］．中国油料作物学报，２０１４，

３６ （４）：４７６－４８２．

ＸＩＥＹＰ，ＡＮＨＨ，ＮＩＵＪ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ｏｉｌｆｌａｘ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犗犻犾犆狉狅狆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４，３６ （４）：４７６－４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李晶，李双双，付驰，等．密度和施氮水平对小黑麦叶绿素荧

光特性的影响 ［Ｊ］．麦类作物学报，２０１１，３１ （１）：１４３－

１４８．

ＬＩＪ，ＬＩＳＳ，ＦＵ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Ｊ］．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犜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犆狉狅狆狊，２０１１，３１ （１）：１４３－１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牟会荣，姜东，戴廷波，等．遮荫对小麦旗叶光合及叶绿素

荧光特性的影响 ［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８ （２）：５９９－６０６．

ＭＯＵＨＲ，ＪＩＡＮＧＤ，ＤＡＩＴ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ｈａｄｉｎｇ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

８６１ 福建农业学报 第３４卷



ＷｈｅａｔＦｌａｇＬｅａｖｅｓ ［Ｊ］．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

（２）：５９９－６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陈洪国．氮磷钾肥处理对桂花生长、花量及光合作用的影响

［Ｊ］．园艺学报，２００９，３６ （６）：８４３－８４８．

ＣＨＥＮＨ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犗狊犿犪狀狋犺狌狊犳狉犪犵狉犪狀狊Ｌｏｕｒ ［Ｊ］．犃犮狋犪 犎狅狉狋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犲犛犻狀犻犮犪，

２００９，３６ （６）：８４３－８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王荣富，张云华，钱立生，等．超级杂交稻两优培九及其亲

本的光氧化特性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１４ （８）：１３０９

－１３１２．

ＷＡＮＧ Ｒ Ｆ，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ＱＩＡＮ Ｌ Ｓ，ｅｔａｌ．Ｐｈｏｔｏ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ｐｅｉｊｉｕ”

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ｒｅｎｔｓ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狆狆犾犻犲犱犈犮狅犾狅犵狔，

２００３，１４ （８）：１３０９－１３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张守仁．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的意义及讨论 ［Ｊ］．植物学

通报，１９９９，１６ （４）：４４４－４４８．

ＺＨＡＮＧ Ｓ Ｒ．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

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犅狅狋犪狀狔，１９９９，１６ （４）：４４４－４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梁英，金月梅，田传远．氮磷浓度对绿色巴夫藻生长及叶绿

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Ｊ］．海洋湖沼通报，２００８ （１）：１２０－

１２８．

ＬＩＡＮＧＹ，ＪＩＮＧＹＭ，ＴＩＡＮ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犘犪狏犾狅狏犪 ［Ｊ］．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犳

犗犮犲犪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犔犻犿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８ （１）：１２０－１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佘汉基，李鹏飞，薛立，等．３种园林植物响应盐胁迫的荧

光特性 ［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７ （８）：５４－

５９．

ＳＨＥＨＪ，ＬＩＰＦ，ＸＵＥＬ，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ａｒｄ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ｏ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犲狀狋狉犪犾犛狅狌狋犺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犉狅狉犲狊狋狉狔

牔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７，３７ （８）：５４－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陈书秀，梁英，王虎．氮磷浓度对雨生红球藻叶绿素荧光参

数的影响 ［Ｊ］．淡水渔业，２０１２，４２ （１）：１５－１９．

ＣＨＥＮＳ Ｘ，ＬＩＡＮＧ Ｙ，ＷＡＮＧ 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犎犪犲犿犪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狆犾狌狏犻犪犾犻狊 ［Ｊ］．

犉狉犲狊犺狑犪狋犲狉犉犻狊犺犲狉犻犲狊，２０１２，４２ （１）：１５－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杨小萍）

９６１第２期 刘　筱等：氮磷添加对何首乌生长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