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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明确氮肥用量与苦荞内源激素、产量和品质的关系。【方法】以苦荞品种黔苦６号为试验材料，

设置不施氮 （ＣＫ）、低氮 （ＬＮ，施氮量５０ｋｇ·ｈｍ
－２）、中氮 （ＭＮ，施氮量１００ｋｇ·ｈｍ

－２）、高氮 （ＨＮ，施氮

量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处理，研究其对苦荞根际土壤、根系形态、叶片内源激素及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苦荞

根际土壤中的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苦荞根系长度、根系表面

积、根系体积随施氮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以 ＭＮ处理最大，ＣＫ处理最小，氮肥对苦荞根系平均直径

影响不大；苦荞叶片中的１氨基环丙烷１羧酸 （ＡＣＣ）、生长素 （ＩＡＡ）、玉米素 （Ｚ）＋玉米素核苷 （ＺＲ）和多

胺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脱落酸 （ＡＢＡ）含量则表现为先降低后增加；苦荞的株高、主

茎分枝数、单株粒数、单株粒重、千粒重和产量均随施氮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氮肥对苦荞主茎节数

影响不大；苦荞籽粒中的蛋白质、总膳食纤维、芦丁、槲皮素和山奈酚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

低，黄酮含量以ＣＫ处理最高、ＨＮ处理最低。【结论】苦荞的适宜氮肥用量为１００ｋｇ·ｈｍ
－２，氮肥过量或不足，

均会导致最终产量和品质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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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荞麦 犅狌犮犽狑犺犲犪狋又称花荞、乌

麦、三 角 麦［１］，属 蓼 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荞 麦 属

犉犪犵狅狆狔狉狌犿一年生草本植物
［２］，我国主要有甜荞

犉．犲狊犮狌犾犲狀狋狌犿 和苦荞 犉．狋犪狋犪狉犻犮狌犿 两个栽 培

种［３］。苦荞原产我国西南地区，贵州省是其主产区

之一［４］，２０１７年贵州省苦荞种植面积约为３．４７万

ｈｍ２，占全省荞麦种植面积的６５％。苦荞籽粒中富

含黄酮类化合物和Ｄ手性肌醇等成分，具有明显

的降血糖、降血脂和降血压等功能［５－６］，极具研究

与开发价值。因此，研究不同栽培措施对苦荞产量

和品质的影响，对于指导苦荞的高产栽培、品质保

证具有重要意义。氮是作物合成蛋白质、核酸的重

要元素，它的丰缺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及产量

和品质的形成。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经常通

过施入大量的氮肥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但事

实表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并不与氮肥施用量呈正

相关关系［７］，相反，过量氮肥的施用反而会抑制作

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造成氮肥利用率较低和资源

的浪费［８］，导致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问题［９－１０］。

【前人研究进展】传统观念认为荞麦耐贫瘠，因此，

生产中荞麦的施肥存在两种极端，第一，天养种

植，即整个生育期不施肥；第二，重施化肥，尤其

是氮肥，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降低了荞麦

的产量［１１］。赵鑫等［１２］研究认为，适宜的氮肥用量

能提高甜荞籽粒中的蛋白质含量，氮肥供应不足或

过量都会降低品质。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也发现适

宜的氮肥用量能提高甜荞籽粒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含量［１３］。【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关于肥料与荞麦产

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肥料配比方面，基于

苦荞氮肥施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氮肥与内

源激素关系的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

以苦荞品种黔苦６号为试验材料，设置不同氮肥用

量处理，研究其对苦荞叶中内源激素及最终产量和

品质的影响，以期为苦荞合理施用氮肥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苦荞品种为黔苦６号，由贵州师范大学荞

麦产业技术研究中心提供；试验肥料为氮肥 （尿

素，含Ｎ４６％）。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在贵州师范大学荞麦产业技术

研究中心大方县黄泥塘荞麦栽培生理实验基地水泥

池进行 （池中土壤性质：前作空闲，黄壤土，肥力

中等，含 有 机 质 ３１．３７ｇ·ｋｇ
－１、全 氮 １．０６

ｇ·ｋｇ
－１、水解氮１１１ｍｇ·ｋｇ

－１、有效磷２１．５３

ｍｇ·ｋｇ
－１、速 效 钾 １１２．７２ ｍｇ·ｋｇ

－１，ｐＨ 值

５．７６）。池栽，池子的长×宽×高为５ｍ×２ｍ×

０．３ｍ。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设置４个氮肥处理，

即ＣＫ （不施氮）、ＬＮ （低氮，５０ｋｇ·ｈｍ
－２）、

ＭＮ （中氮，１００ｋｇ·ｈｍ
－２）、ＨＮ （高氮，１５０

ｋｇ·ｈｍ
－２）。氮肥分２次施入：第 １ 次为基肥

（２／３的总肥料），第２次为追肥 （于苦荞灌浆期施

入，１／３的总肥料），整个生育期不施磷钾肥。每

个氮肥处理种植一个池子，３次重复。采用条播的

播种方式，行距３３ｃｍ，每池子播种量为３７．５ｇ，

每池子留苗约１２００株，于８月２０日播种，１１月

２８日采收，常规种植管理。

１３　取样及材料处理

于苦荞成熟期 （１１月２８日）取样，每个处理

随机选取长势一致的苦荞植株１０株，小心挖取，

将植株根系所带的土壤小心收集于自封袋中，混合

后剔除石块、残根等杂质，放置于阴凉、干燥处自

然风干，其后研磨土壤过筛，用于土壤速效养分和

ｐＨ值测定。成熟期选取长势一致的１０株植株小

心连根挖出，用自来水把根部泥土洗净，滤干水分

后小心剪下根部用于测定其根系形态［１４］。成熟期

取各处理苦荞第４节上叶片，液氮１５ｍｉｎ后于－

１５０℃冰箱中保存，用于测定内源激素的含量
［１５］。

将各处理苦荞籽粒烘干至恒重后用于测定蛋白质、

膳食纤维和黄酮含量［１３］。将各处理苦荞籽粒进行

冷冻干燥，研磨后用于测定芦丁、槲皮素、山奈酚

的含量［１６］。

１４　测定指标与方法

利用土壤 （肥料）养分速测仪 （型号：ＯＫ

Ｑ３）测定根际土壤养分 （碱解氮、有效磷、速效

钾、有机质）；用根系分析系统 （型号：ＧＸ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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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扫描仪 （型号：ＭＲＳ９６００ＴＦＵ２Ｌ）分析根系形

态 （长度、表面积、体积、平均直径）；参考王炎

等［１１］的方法测定地上部农艺性状 （株高、主茎节

数、主茎分枝数）及产量形成指标 （单株粒数、单

株粒重、百粒重、产量）；内源激素玉米素 （Ｚ）

＋玉米素核苷 （ＺＲ）、生长素 （ＩＡＡ）、脱落酸

（ＡＢＡ）、１氨基环丙烷１羧酸 （ＡＣＣ）、多胺的测

定参考黄凯丰等［１５］的方法；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蛋白质含量；利用酶重量法测定苦荞籽粒中总膳食

纤维含量［１７］；参考张琪等［１８］的方法测定黄酮含量；

参考郭肖［１９］的方法测定芦丁、槲皮素、山奈酚含

量。

１５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做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氮肥用量对苦荞根际土壤养分的影响

由表１可以看出，黔苦６号根际土壤中的碱解

氮和有效磷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

降低，均以 ＭＮ处理最高，ＣＫ处理最低，各氮肥

处理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黔苦６号根际土壤中的

速效钾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ＬＮ和 ＭＮ 处理显著高于 ＣＫ 和 ＨＮ 处理，

ＣＫ处理最低；ＣＫ、ＬＮ和 ＭＮ处理间的根际土壤

中有机质含量差异不显著，ＨＮ处理最低。由表１

还可以看出，适宜浓度的氮肥用量增加了根际土壤

中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高浓度

的氮肥则起抑制作用，说明适宜的氮肥施用量能促

进苦荞对根际养分的吸收。

表１　氮肥用量对苦荞根际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狀狀狌狋狉犻犲狀狋狊犻狀狉犺犻狕狅狊狆犺犲狉犲狊狅犻犾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碱解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ｇ·ｋｇ－１）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ｍｇ·ｋｇ－１）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ｇ·ｋｇ－１）

ＣＫ ５．６１±０．２９ｄ ２１．５３±１．２３ｄ １１２．７２±１．５７ｂ ３１．３７±１．００ａ

ＬＮ ２２．３８±１．０２ｃ ６８．８０±２．４２ｃ １４２．３０±１．３２ａ ３１．２６±１．２７ａ

ＭＮ ８６．５２±３．２３ａ １１７．２１±３．２７ａ １４４．２０±２．０２ａ ３２．１８±１．１１ａ

ＨＮ ７１．４４±１．０５ｂ ８８．３１±１．３９ｂ １１８．８９±１．１２ｂ ２８．１０±１．１６ｂ

注：同列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显著差异（犘＜０．０５），表２～５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２－５．

２２　氮肥用量对苦荞根系形态的影响

由表２可以看出，不同氮肥用量时，黔苦６号

的根系长度、表面积和体积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平均直径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ＭＮ处

理的根系长度、表面积和体积均最高，显著高于其

他处理，各指标均呈现 ＭＮ＞ＬＮ＞ＨＮ＞ＣＫ的变

化趋势，处理间差异显著。

表２　氮肥用量对苦荞根系形态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狀狉狅狅狋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犫狌犮犽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表面积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ｃｍ２
体积

Ｂｕｌｋ／ｃｍ３
平均直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ｍ

ＣＫ ４１．２７±０．６８ｄ ７．０８±０．０１ｄ ０．２３±０．０２ｄ ０．５２６±０．００５ａ

ＬＮ ５６．７０±０．３６ｂ １１．１４±０．１０ｂ ０．５０±０．０１ｂ ０．５３３±０．００３ａ

ＭＮ ７３．６２±０．２０ａ １９．３８±０．０２ａ ０．７１±０．０１ａ ０．５４２±０．００６ａ

ＨＮ ４８．０３±０．２１ｃ ８．２２±０．０１１ｃ ０．３６±０．０３ｃ ０．５３２±０．００９ａ

２３　氮肥用量对苦荞叶片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由表３可以看出，黔苦６号叶片中各氮肥处理

的ＡＢＡ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呈先降低后增加的

趋势，平均含量为４．６０ｐｍｏｌ·ｇ
－１，以ＣＫ处理最

高，ＭＮ处理最低，氮肥处理间差异显著；ＩＡＡ、

Ｚ＋ＺＲ、ＡＣＣ和多胺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表现

为先增加后降低，以 ＭＮ处理最高。

ＨＮ处理的ＩＡＡ含量最低，显著低于其他处

理，Ｚ＋ＺＲ显著高于对照和低氮处理，ＡＣＣ和多

胺含量与对照相当，都显著低于低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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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氮肥用量对苦荞叶片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狀犲狀犱狅犵犲狀狅狌狊犺狅狉犿狅狀犲狊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犫狌犮犽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脱落酸

ＡＢＡ／（ｐｍｏｌ·ｇ－１）

生长素

ＩＡＡ／（ｐｍｏｌ·ｇ－１）

玉米素＋玉米素核苷

Ｚ＋ＺＲ／（ｐｍｏｌ·ｇ－１）
１氨基环丙烷１羧酸

ＡＣＣ／（ｎｍｏｌ·ｇ－１）

多胺

Ｐｏｌｙａｍｉｎｅ／（ｎｍｏｌ·ｇ－１）

ＣＫ ７．１４±０．０８ａ ６８．２±０．１２ｃ ２１．６±０．０３ｃ １．１８±０．０１ｄ １３２０．６±１０．０８ｃ

ＬＮ ３．８１±０．１２ｃ ７３．６±０．１８ｂ ２５．１±０．０７ｂ １．６６±０．０２ｂ １４２７．３±１１．２７ｂ

ＭＮ ２．３０±０．０７ｄ ８０．１±０．０９ａ ３３．３±０．１３ａ １．９４±０．１０ａ １５２２．０±９．２５ａ

ＨＮ ５．１６±０．１１ｂ ５９．４±０．０７ｄ ３２．８±０．２１ａ １．３６±０．０７ｃ １３６８．１±１０．２９ｃ

２４　氮肥用量对苦荞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４可以看出，黔苦６号的株高、主茎分枝

数、单株粒数、千粒数、单株粒重、千粒重、产量

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ＭＮ处理显著高于其他处理。高氮肥处理 （ＬＮ）

的株高、主茎分枝数均最低，显著低于其他氮肥处

理；单株粒数、千粒数、单株粒重、千粒重、产量

显著高于对照，单株粒数、千粒重显著高于低氮处

理，但产量显著低于低氮处理。

主茎节数平均为１３．５，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表４　氮肥用量对苦荞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狀犪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狋狉犪犻狋狊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犫狌犮犽狑犺犲犪狋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株高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主茎节数

Ｓｔｅｍ

ｎｏｄｅｓ

主茎分枝数

Ｓｔｅｍ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单株粒数

Ｇｒａｉｎ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单株粒重

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ｐｌａｎｔ／ｇ

千粒重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ＣＫ ４６．８±２．１３ｃ １３．１±０．１２ａ ５．６±０．０１ｂ １２２．６±７．２３ｄ ３．０８±０．２６ｃ １８．０２±０．１３ｄ ５１２．８±１０．０２ｄ

ＬＮ ７１．０±３．２２ｂ １３．６±０．２７ａ ５．９±０．０１ｂ １９０．８±６．５１ｃ ３．９７±０．３１ｂ ２１．２５±０．２７ｃ １１３８．６±１１．３４ｂ

ＭＮ ８２．７±３．３８ａ １４．０±０．１６ａ ７．３±０．０８ａ ２８６．２±６．９２ａ ４．８６±０．６７ａ ２８．９２±０．３６ａ １５２７．３±１２．３９ａ

ＨＮ ４４．３±２．１６ｃ １３．３±０．１８ａ ４．２±０．０４ｃ ２２７．０±７．１８ｂ ３．８８±０．１８ｂ ２４．６９±０．２４ｂ ９２２．５±１０．８４ｃ

２５　氮肥用量对苦荞品质的影响

由表５可以看出，随氮肥用量增加，黔苦６号

籽粒中的蛋白质、总膳食纤维、芦丁、槲皮素、山

奈酚含量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ＭＮ 处理的蛋白

质、总膳食纤维、山奈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对照含量最低；ＬＮ、ＭＮ的芦丁、槲皮素含量显

著高于其他处理，二者间差异不显著。黔苦６号籽

粒中总黄酮含量平均为１．６０％，含量高低顺序为

ＣＫ＞ＭＮ＞ＬＮ＞ＨＮ，处理间差异显著。

表５　氮肥用量对苦荞品质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犫狌犮犽狑犺犲犪狋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蛋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

／％

总膳食纤维

ＴＤＦ

／％

黄酮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

芦丁

Ｒｕｔｉｎ

／（１０２ｍｇ·ｍＬ－１）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

／（１０２ｍｇ·ｍＬ－１）

山奈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ｍｇ·ｍＬ－１）

ＣＫ １５．２８±１．０２ｃ １２．４９±１．１７ｃ １．８３±０．２６ａ ０．４２±０．０５ｃ ０．８０±０．０６ｂ ０．１４±０．０１ｄ

ＬＮ １９．０６±１．３７ｂ １３．０８±１．２３ｃ １．５９±０．３１ｃ ０．６０±０．０６ａ ０．９８±０．０２ａ ０．３０±０．０１ｂ

ＭＮ ２５．７０±１．０８ａ ２０．８４±１．１９ａ １．７１±０．２５ｂ ０．５９±０．０２ａ ０．９６±０．０８ａ ０．３９±０．０６ａ

ＨＮ ２４．３５±１．２９ａ １７．９０±１．３８ｂ １．２７±０．２６ｄ ０．５１±０．０７ｂ ０．７７±０．０５ｂ ０．２１±０．０４ｃ

３　讨　论

根际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影响着作物的生长发育

与产量形成。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根际

土壤中的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随

氮肥用量的增加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均在 ＭＮ

处理时达最大，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１１］，可能是

因为氮素与磷钾素间存在协同作用，故而随外源施

氮量的增加，根际土壤中氮磷钾素含量呈协同增加

的趋势，进而提高了根际土壤的肥力，但随氮肥用

量的进一步增加，根际土壤较易因土壤氮素富集而

产生盐害，进而对根际土壤肥力产生抑制作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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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根际土壤中氮磷钾素和有机质含量的下降。

内源激素对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起

重要的调控作用［２０］。植物内源激素代谢与平衡受

氮素营养的调节。赵平等［２１］的研究发现，氮素充

足能促进烟叶中内源激素含量的增加，但ＡＢＡ含

量则有所减小。熊溢伟［２２］的结果表明，低浓度的

氮素处理促进水稻内源激素含量的增加，高浓度的

氮素处理则抑制内源激素的增加。郭文琦等［２３］的

研究发现，施氮可降低棉花的 ＡＢＡ 含量，增加

ＺＲ、ＩＡＡ等内源激素的含量。谈桂露等
［２４］的研究

认为，多胺的浓度与水稻籽粒灌浆和粒重形成有密

切关系，较高的多胺浓度能促进水稻籽重的增加，

提高产量。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也发现苦荞叶片中

的 ＡＣＣ 和多胺含量与产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１５］，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看出，黔苦６号叶片

中的ＡＣＣ、ＩＡＡ、Ｚ＋ＺＲ和多胺含量均在氮肥用

量为 ＭＮ时达最高，ＡＢＡ含量最低，供氮不足或

过量时则表现相反，这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也与

徐国伟等［２５］在水稻上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适量

氮肥的施用能促进与苦荞产量形成密切相关的内源

激素含量如ＡＣＣ和多胺等的增加，进而促进苦荞

产量的形成，提高最终产量。这从内源激素生理角

度阐述了适宜的氮肥处理能提高苦荞产量的原因。

氮肥用量与作物产量形成有密切的关系［２６］。

宁慧峰等［２７］的研究发现，水稻产量随施氮量的增

加而增加，当氮肥用量为中氮水平时产量最高，超

过该水平则降低产量。王友华等［２８］的研究表明，

在一定范围内，玉米的产量与氮肥施用量呈正相关

关系，当超过该范围时，则呈负相关关系。本课题

组前期研究也发现，适宜的氮肥处理能增加甜荞的

产量，超过或低于该用量都会降低产量［１１］。本试

验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施氮量的增加，黔苦６号

的产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以 ＭＮ处理时最

高，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适宜的氮肥

处理促进了黔苦６号根系的生长，表现为根系直

径、根系表面积和体积的增加，增加了对根际土壤

养分的吸收，提高了地上部的生物量和产量，表现

为株高、主茎分枝数等农艺性状和单株粒数等产量

指标的增加；而氮肥过量时，可能会生成缩二脲类

物质，透入种子蛋白质分子结构中，引起蛋白质的

变形，从而影响种子萌发，进而影响产量［２９］。

氮肥用量的多少与作物品质的优劣也有密切的

关系。臧贺藏等［３０］的研究发现，玉米籽粒中的蛋

白质含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超过一定限

度后则降低蛋白质的含量。赵鑫等［１２］在甜荞上也

得出相似的研究结果，即籽粒中蛋白质含量随氮肥

用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汪燕等［１０］的

研究发现，氮肥的施用显著或极显著降低苦荞籽粒

中黄酮含量。前期研究发现，中氮处理能明显提高

甜荞籽粒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增加或降低氮肥用量

则反之［１３］。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黔苦６号籽粒中蛋白质、总膳食纤维、槲皮素、芦

丁和山奈酚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以 ＭＮ

处理最高，黄酮含量则以不施氮肥处理最高，高氮

处理最低，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高氮

抑制了苦荞的生长，致使部分品质如蛋白质等的合

成途径受阻，含量下降。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认为黔苦６号适宜的氮肥

施用量为１００ｋｇ·ｈｍ
－２，氮肥过量或不足，均会

导致最终产量和品质的下降。

参考文献：

［１］吴建平．荞麦蛋白的新功能 ［Ｊ］．西部粮油科技，１９９８，２３

（３）：３７－３９．

ＷＵＪＰ．Ｔｈｅｎｅｗ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Ｊ］．犠犲狊狋犲狉狀

犌狉犪犻狀犪狀犱犗犻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８，２３ （３）：３７－

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张润敏，刘海宁，姚慧鹏，等．苦荞过敏蛋白ＴＢＷ１７基因克

隆及其抗原表位分析 ［Ｊ］．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２０１６，３５

（１２）：３４８１－３４８．

ＺＨＡＮＧＲ Ｍ，ＬＩＵ Ｈ Ｎ，ＹＡＯ Ｈ Ｐ，ｅｔａｌ．Ｃｌｏｎｉｎｇａｎｄ

ｅｐｉｔ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ａｌｌｅｒｇ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ＢＷ１７ｆｒｏｍｔａｒｔａｒｙ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Ｊ］．犌犲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 犃狆狆犾犻犲犱犅犻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６，３５

（１２）：３４８１－３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陈庆富．荞麦生产状况及新类型栽培荞麦育种研究的最新进展

［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６ （３）：１－８．

ＣＨＥＮＱ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ｏｆ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ｏｎ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狌犻狕犺狅狌 犖狅狉犿犪犾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犖犪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８，３６ （３）：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万丽英，穆建稳．贵州苦荞的营养保健功能与开发利用价值

［Ｊ］．贵州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３２ （２）：７４－７５．

ＷＡＮ Ｌ Ｙ， ＭＵ Ｊ Ｗ． 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犉犪犵狅狆狔狉狌犿狋犪狉狋犪狉犻犮狌犿 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３２ （２）：７４－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贾岩，赵思俊，秦雪梅，等．苦荞水提取物对糖尿病模型大鼠

降糖作用的代谢组学研究 ［Ｊ］．营养学报，２０１７，３９ （２）：１７７

－１８２．

ＪＩＡＹ，ＺＨＡＯＳＪ，ＱＩＮＸＭ，ｅｔａｌ．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ｔａｒｔａｒｉａ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ａｔｓ ｂ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犃犮狋犪犖狌狋狉犻犿犲狀狋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１７，

３９ （２）：１７７－１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ＨＵＡＮＧＸＹ，ＺＥＬＬＥＲＦＪ，ＨＵＡＮＧＫＦ，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ａｊ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ｓｅｅｄｓｏｆｔａｒｔａｒｙ

５７２第３期 罗庆华等：氮肥用量对苦荞内源激素、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犉犪犵狅狆狔狉狌犿狋犪狋犪狉犻狌犿 Ｇａｅｒｔｎ．）［Ｊ］．犌犲狀犲狋犚犲狊狅狌狉

犌狉狅狆犈狏狅犾，２０１３，６０ （７）：５６７－５７７．

［７］胡诚，乐群芬，孙斌，等．氮肥用量与施用方法对土壤养分与

小麦生长的影响 ［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７ （９）：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ＨＵＣ，ＹＵＥＱＦ，ＳＵＮ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Ｊ］．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 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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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９）：２０１７－２０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朱兆良．中国土壤氮素研究 ［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８，４５ （５）：

７７８－７８３

ＺＨＵＺ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犃犮狋犪

犘犲犱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８，４５ （５）：７７８－７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冯爱青，张民，李成亮，等．控释氮肥对土壤酶活性与土壤养

分利用的影响 ［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４，２８ （３）：１７７－１８４．

ＦＥＮＧＡＱ，ＺＨＡＮＧＭ，ＬＩＣ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ｓｏｉｌ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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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８ （３）：１７７－１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汪燕，梁成刚，孙艳红，等．不同苦荞品种的产量与品质及

其对低氮的响应 ［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３５ （６）：６６－７３．

ＷＡＮＧＹ，ＬＩＡＮＧＣＧ，ＳＵＮ Ｙ 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ａｒｔａｒｙ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ｌｏｗ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狌犻狕犺狅狌 犖狅狉犿犪犾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犖犪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７，３５ （６）：６６－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王炎，李振宙，周良，等．不同施氮量对甜荞生长及产量的

影响 ［Ｊ］．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７ （４）：２６－３０．

ＷＡＮＧＹ，ＬＩＺＺ，ＺＨＯＵ 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犎犲狀犪狀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２０１８，４７ （４）：２６－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赵鑫，张宝林，邓妍，等．氮磷肥配施对甜荞产量及营养品

质的影响 ［Ｊ］．山西农业科学，２０１７，４５ （８）：１２９１－１２９４．

ＺＨＡＯＸ，ＺＨＡＮＧＢＬ，Ｄ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犺犪狀狓犻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７，４５ （８）：１２９１－１２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宋毓雪，陈小娥，魏让，等．不同肥料配比对甜荞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 ［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４ （３）：４９－５３．

ＳＯＮＧＹＸ，ＣＨＥＮＸＥ，ＷＥＩＲ，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Ｊ］．犛狅犻犾犪狀犱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２０１４

（３）：４９－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王雨，赵权，孔德章，等．化学肥料调控对连作甜荞生长的

影响 ［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５ （４）：８７－９３．

ＷＡＮＧＹ，ＺＨＡＯＱ，ＫＯＮＧＤＺ，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犉犪犵狅狆狔狉狌犿犲狊犮狌犾犲狀狋狌犿

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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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４５ （４）：８７－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黄凯丰，彭慧蓉，郭肖，等．２个苦荞品种成熟期内源激素

的含量差异及其与产量和品质的关系 ［Ｊ］．江苏农业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 （１）：２８－３２．

ＨＵＡＮＧＫＦ，ＰＥＮＧ Ｈ Ｒ，ＧＵＯＸ，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ｗｏｔａｒｔａｒｙ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犑犻犪狀犵狊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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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９ （１）：２８－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ＬＩＸＨ，ＴＨＷＥＡＡ，ＰＡＲＫＮＩ，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ｅｎ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ａｒｔａｒｙ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ｓｐｒｏｕｔ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犉狅狅犱犆犺犲犿犻狊狋狉狔，２０１２，６０：５６２－５６３．

［１７］杨月欣，王光亚．实用食物营养成分分析手册 ［Ｍ］．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７－８１．

ＹＡＮＧＹＸ，ＷＡＮＧＧＹ．犃犺犪狀犱犫狅狅犽犳狅狉狋犺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

狀狌狋狉犻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犻狀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犳狅狅犱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２：７７－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张琪，刘慧灵，朱瑞，等．苦荞麦中总黄酮和芦丁的含量测

定方法的研究 ［Ｊ］．食品科学，２００３，２４ （７）：１１３－１１６．

ＺＨＡＮＧＱ，ＬＩＵＨＬ，ＺＨＵＲ，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ｒｕｔｉｎｉｎｔａｒｔａｒｙ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Ｊ］．犉狅狅犱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３，２４ （７）：１１３－１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郭肖．土壤改良剂对不同基因型苦荞连作下根际特性的影响

［Ｄ］．贵阳：贵州师范大学，２０１６：９．

ＧＵＯＸ．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ｏｎ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ｔａｒｔａｒｙ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Ｄ］．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

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李建英，周长军，杨柳，等．水分胁迫对大豆苗期叶片内源

激素含量与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Ｊ］．大豆科学，２０１０，２９

（６）：９５９－９６３．

ＬＩＪＹ，ＺＨＯＵＣＪ，Ｙ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ｌｅａｖｅｓ［Ｊ］．犛狅狔犫犲犪狀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１０，２９ （６）：９５９－

９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赵平，林克惠，郑毅．氮钾营养对烟叶衰老过程中内源激素

与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０５，１１

（３）：３７９－３８４．

ＺＨＡＯＰ，ＬＩＮＫＨ，ＺＨＥＮＧ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ａｎｄＫ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ｎ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犾犪狀狋犖狌狋狉犻狋犻狅狀

犪狀犱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２００５，１１ （３）：３７９－３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熊溢伟．氮肥对不同水稻品种根系形态生理与产量的影响

［Ｄ］．扬州：扬州大学，２０１６：３０－３３．

ＸＩＯＮＧＹＷ．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ｒｏｏ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ｉｃ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Ｄ］．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３０－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郭文琦，陈兵林，刘瑞显，等．施氮量对花铃期短期渍水棉

花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和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Ｊ］．应用生态

学报，２０１０，２１ （１）：５３－６０．

ＧＵＯＷＱ，ＣＨＥＮＢＬ，ＬＩＵＲＸ，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ｎｃｏｔｔｏｎｌｅａｆ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ｔ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ｂｏｌ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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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１ （１）：５３－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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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谈桂露，张耗，付景，等．超级稻花后强、弱势粒多胺浓度

变化及其与籽粒灌浆的关系 ［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９，３５

（１２）：２２２５－２２３３．

ＴＡＮＧＬ，ＺＨＡＮＧＨ，ＦＵＪ，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ａ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ａｍｉｎｅｓｉｎ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ｒａ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ｏｆｓｕｐｅｒｒｉｃｅ［Ｊ］．

犃犮狋犪犃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９，３５ （１２）：２２２５－２２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徐国伟，陆大克，刘聪杰，等．干湿交替灌溉和施氮量对水

稻内源激素及氮素利用的影响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

３４ （７）：１３７－１４６．

ＸＵＧ Ｗ，ＬＵ Ｄ Ｋ，ＬＩＵ Ｃ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ｙ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

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１８，

３４ （７）：１３７－１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侯云鹏，尹彩侠，孔丽丽，等．氮肥对吉林春玉米产量、农

学效率和氮养分平衡的影响 ［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６

（６）：９３－９８．

ＨＯＵＹＰ，ＹＩＮＣＸ，ＫＯＮＧＬ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Ｊ］．犛狅犻犾犪狀犱 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２０１６ （６）：９３－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宁慧峰，崔嘉欣，刘浩，等．灌溉方式和施氮量对水稻产量

和品质的影响 ［Ｊ］．灌溉排水学报，２０１７，３６ （１６）：１－７．

ＮＩＮＧＨＦ，ＣＵＩＪＸ，ＬＩＵ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ｉｃｅ［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犐狉狉犻犵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狉犪犻狀犪犵犲，２０１７，３６ （１６）：１－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王友华，许海涛，许波，等．施用氮肥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

及其根系生长的影响 ［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０ （３）：５５－

５７．

ＷＡＮＧＹＨ，ＸＵ ＨＴ，ＸＵ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ｍａｉｚｅ［Ｊ］．犛狅犻犾犪狀犱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２０１０ （３）：

５５－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崔晓星，魏英勤，刘鑫欣，等．“３４１４”设计研究氮磷钾施肥

量对半夏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０，２６

（１５）：２５７－２６１．

ＣＵＩＸＸ，ＷＥＩＹＱ，ＬＩＵＸＸ，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狆犻狀犲犾犾犻犪狋犲狉狀犪狋犪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Ｐ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３４１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ｄｅｓｉｇｎ ［Ｊ］．犆犺犻狀犲狊犲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２０１０，２６ （１５）：２５７－２６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臧贺藏，王言景，张杰，等．不同氮肥模式对夏玉米产量、

蛋白质品质和氮素利用特性的影响 ［Ｊ］．玉米科学，２０１５，

２３ （６）：１０８－１１３．

ＺＡＮＧ Ｈ Ｚ，ＷＡＮＧ ＹＪ，ＺＨ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犻狕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１５，２３ （６）：１０８－１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张　梅）

７７２第３期 罗庆华等：氮肥用量对苦荞内源激素、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