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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和花后土壤含水量对小麦氮代谢特性和
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马东辉，王月福! ，赵长星! ，林 琪
（青岛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山东青岛，
!++("%）
摘要：在池栽条件下，研究了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氮代谢特性和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
在同一施氮量下，旗叶和子粒硝酸还原酶（ AB）和谷氨酰胺合成酶（ CD）活性表现为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 D=3.
E-.2F3G- 42F-E <=5F-5F，DBHI）在 +"J!#"J 时最高，过低（*"J!’"J ）或过高（&"J!%"J ）均降低 AB 和 CD 活性。旗叶
蛋白酶活性随土壤相对含水量增加而降低；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过低不利于叶片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提高，过高则
前期氨基酸合成少，后期向子粒转运不彻底。子粒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也随土壤相对含水量增加而降低；子
粒蛋白质积累量以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J!#"J 时最高，过高和过低均不利于子粒蛋白质积累。在同一土壤
含水量下，旗叶和子粒 AB 和 CD 活性表现为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升高，蛋白酶活性随着施氮量增加而降低；旗叶
和子粒游离氨基酸含量、子粒蛋白质含量和积累量随施氮量增加而提高，但施氮量过多，蛋白质积累量增加幅度减
小。试验表明，小麦生产中可以通过施用氮肥和控制花后土壤水分含量技术，调节植株氮代谢，提高子粒蛋白质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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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代谢是植株体内最基本的物质代谢之一，对

的氮肥于拔节期结合灌水进行追施。供试品种为优

小麦产量和品质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小麦氮
代谢规律，对提高小麦产量、改善品质具有重要意

质 强 筋 冬 小 麦，品 种 济 麦 BC，基 本 苗 为
?KC F ?CD I /)B ，其余的管理措施同一般高产大田。

义。前人关于氮、磷、钾、密度及环境条件等对小麦

)*+

氮代谢关键酶活性变化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

土壤相对含水量采用美国产 HCLR< 智能型中
子水分仪，同时结合烘干法进行测定。植株和子粒

［?@A］

究

。水分和氮素是小麦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

氮素水平在小麦作物的水分关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

测定项目与方法

色。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肥水耦合效应主要集中在

全氮含量采用瑞士 VT;; Q5>QT< 公司生产的 UW%*X
$%!BLCC 自动定氮仪（凯氏定氮法）测定。子粒全氮

小麦开花前生长发育阶段，而对小麦花后水肥耦合

含量乘以 HGA 为蛋白质含量。蛋白酶活性的测定、

效应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本试验在池栽条

氨肽酶活性测定及内肽酶活性测定参照郝再彬编著

件下，重点研究了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

的《植物生理实验技术》。游离氨基酸含量用水合茚

小麦氮代谢特性和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旨在探

三酮法。

讨小麦获得高产优质的花后适宜土壤含水量及施氮
量，
为小麦科学合理的补水灌溉和施用氮肥提供理
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计
试验于 BCCD!BCCE 年两个小麦生长季节在青

岛农业大学防雨池栽条件下进行。水泥池面积为 B
) F B )，深 ?GH )，不封底，小麦全生育期防降水。
供试 土 壤 为 潮 棕 壤 土，C—BC !) 土 层 有 机 质 ??GB
1 I J1，水解氮 KDGHD )1 I J1，速效磷 LBGDC )1 I J1，速效

硝酸还原酶活性采用活体测定方法，略作改进。
反应体系主要包括：CGD )Y 粗 酶 提 取 液，?GB )Y
CG? )"* I Y UOTL 磷 酸 缓 冲 液，CGD )Y BGK ))"* I Y
OZRN 溶液。LC[ 保温 LC )+#，加入 ? )Y 对 @ 氨基
苯磺酸溶液，使其终止反应，加 ? )Y !@ 萘胺溶液，
显色 BC )+# 后离心 ?C )+#，上清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HDC #) 处测定吸光值。
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测定：取 ? 1 新鲜叶片或
其他器官剪碎于研钵中，加入 D )Y CGCH ))"* I Y 磷
酸缓冲液（ 7N AGD，含 CGD )"* I Y 蔗糖和 D ))"* I Y 的
Y @ 半胱氨酸），于冰浴中研磨后，以 ?BCCC F 1 离心

钾 KCG?C )1 I J1，土壤容重 ?GLD 1 I !)L ，土壤田间最大
持水量 BHM ，土壤 7N EGK。

?H )+#，上清液为酶粗提液。取 ? )Y 酶液加入 L )Y
酶反应液（含 HC ))"* I Y Y @ 谷氨酸钠、
D ))"* I Y ZQS

试验设施 O ?HC、
BBH、
LCC J1 I /)B L 个处理，分别
用 O?、OB、OL 表示。每个氮肥处理均设置小麦开花

@ BO&、DC ))"* I Y 羟 胺、BC ))"* I Y 硫 酸 镁、?C
))"* I Y Y @ 半胱氨酸、DC ))"* I Y 磷酸缓冲液），在

后土壤 相 对 含 水 量 为 田 间 最 大 持 水 量 的 DCM!
HCM 、
ECM!ACM 、
KCM!PCM L 个处理，分别用 =?、

LC[ 下反应 ?H )+# 再加入按 ? \ ? \ ? 混合的三氯乙酸
（LCM ）、
HGH )"* I Y 盐 酸 和 KM 三 氯 化 铁（溶 入 CG?
)"* I Y 盐酸溶液），放置 ?C )+# 后，于 HDC #) 处比色。

=B、=L 表示，共计 P 个处理，随机排列，重复 L 次。
小麦开花期前各处理保持相同的土壤相对含水
量
（EHM ），从开花期开始进行水分处理。每隔 H ’
采用 QR< 测量 ? ) 深土壤相对含水量，同时通过均
匀喷洒补充水分，达到各处理要求，并保持稳定的含

重复 L 次，取其平均值。
试验数据采用 ;S;;（ ?CGC）进行数据分析，$ 检
验进行各处理组间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结果与分析

水量。

+

各处 理 均 按 每 公 顷 施 有 机（厩）肥 DHCCC J1、
SB TH BBH J1、UB T ??BGH J1、硫酸锌 ?H J1、硼砂 ?H J1，

+*)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旗叶硝
酸还原酶和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变化的影响

连同 HCM 的氮肥撒施地表后耕翻作基肥，剩余 HCM

硝酸还原酶（ O<）和谷氨酰胺合成酶（ ];）是植

/期

马东辉，等：施氮量和花后土壤含水量对小麦氮代谢特性和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物体内氮素同化的关键酶。图 !"、# 看出，小麦旗
叶 $% 和 &’ 活性变化基本一致，自开花后呈逐渐下
降趋势。在同一施氮量下，
前期
（开花后 (! ) 前）
旗叶
$% 和 &’ 活性表现为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以 *( 处
理最高，
*! 处理次之，*+ 处理最低；之后则以花后

图!
$%&’ !

!.+-

土壤相对含水量仍以 *( 处理最高，
*+ 处理次之，
*!
处理最低。表明适宜水分条件下，
$% 和 &’ 可保持较
高的活性。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
旗叶 $% 和 &’
活性表现为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升高，
表明增施氮肥
可提高 $% 和 &’ 活性，
促进氮素同化。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旗叶硝酸还原酶（"）和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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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子粒硝
酸还原酶和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变化的影响

主要作用，将小肽彻底水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在

图 ("、# 看出，小麦子粒 $% 和 &’ 活性表现为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到花后 !, ) 到达最大值，以

白质。图 +"、# 表明，内肽酶和氨肽酶活性在花后

后随着子粒的生长发育又降低。在同一施氮量下，

开花后通过各种途径被运往子粒，用于合成新的蛋
逐渐升高，但花后 (! ) 前上升缓慢，花后 (! ) 后才
迅速升高，到成熟期达到最大。在同一施氮量下，两

花后 (! ) 前子粒 $% 和 &’ 活性表现为花后土壤相
对含水量 *( 处理最高，*! 处理次之，*+ 处理最
低；之后表现为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 *( 处 理 最

种酶活性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增加而降低。在同一

高，*+ 处理次之，*! 处理最低，表明花后土壤相对
含水量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子粒 $% 和 &’ 活性的

以降低旗叶蛋白酶活性，延缓蛋白质的降解。

提高，不利于氮素同化。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
子粒 $% 和 &’ 活性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提高，表明

土壤相对含水量下，两种酶活性随着施氮量增加而
降低，表明提高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和增施氮肥可
@AC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旗叶和
子粒游离氨基酸含量变化的影响
氨基酸是植株体内氮化物的主要存在方式和运

增施氮肥可提高小麦子粒的氮素同化量。

输形式。它不但把氮素的吸收、同化与器官中蛋白

@AB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旗叶蛋
白酶活性变化的影响

质的合成和降解联系在一起，也是源库间实现氮素

小麦体内蛋白水解酶活性变化与蛋白质的降解

分配转移、再分配的主要方式，子粒蛋白质积累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于氮素同化物的供应水平。

密切相关，在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的过程中，先是内

图 ," 看出，小麦旗叶游离氨基酸含量开花后

肽酶起作用，将蛋白质水解成小肽，然后是外肽酶起

持续增加，至花后 !, ) 左 右 达 到 最 大 值，之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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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子粒硝酸还原酶（"）和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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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旗叶内肽酶（"）和氨肽酶（#）活性的影响
（"）3/4
())*+,- .) /%,0.&*/ )*0,%1%2*0 03,* 3/4 5.-,63/,7*-%- 89:; ./ *A.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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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在同一施氮量下，花后 !" # 前，旗叶游离氨
基酸含量表现为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以 $! 的处理

后土壤相对含水量过低不利于叶片游离氨基酸含量

最高，$% 处理次之，$& 处理最低；之后则表现为
$% 处理最高，$! 处理次之，$& 处理最低。表明花

基酸的合成，后期含量高与向子粒转运的不彻底有

的增加，而土壤相对含水量过高，不利于叶片前期氨
关。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旗叶游离氨基酸含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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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升高。

含量的提高，这可能是限制其子粒蛋白质含量升高

图 !" 看出，子粒游离氨基酸含量在花后 #! $
前升高，之后迅速下降。在同一施氮量下，子粒游离

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子粒

氨基酸含量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的增加而降低，表

施氮肥可以提高子粒游离氨基酸含量。

游离氨基酸含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升高，表明增

明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过高不利于子粒游离氨基酸

图!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旗叶（"）和子粒（#）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 ())*+,- .) /%,0.&*/ )*0,%1%2*0 03,* 3/4 5.-,63/,7*-%- 89:; ./ )0** 3<%/. 3+%4（$""）+./,*/,
（"）3/4 &03%/（#）
%/ =7*3, )13& 1*3>*-

?@A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开花后
氮素同化运转的影响
以营养体氮素积累最高的开花期氮素积累量减
去成熟期营养体氮素积累量估测营养体氮素向子粒
的运转量，将子粒氮素积累总量减去氮素转移量作

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
氮肥对氮转移量的影
响表现不一致。在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 处理
时，
表现为施 0 **, 12 3 45* 的处理最高，
+&& 12 3 45*处
理次之，
#,& 12 3 45* 处理最低；而 /# 和 /+ 的处理，
均表现为施 0 **, 12 3 45* 的处理最高，
+&& 和 #,& 12 3

表 # 看出，氮转移量占子粒氮积累量的 %&’##(

45* 处理差异不显著。花后吸收氮量和占子粒氮的
比例，
均表现为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

!)*’+,( ，而花后吸收氮量占 %’-,(!)’.%( 。在
同一施氮量下，氮转移量均表现为花后土壤相对含

?@B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蛋白质
含量及积累量变化的影响

为花后吸收氮量。

水量为 /* 处理最高，/# 处理次之，/+ 处理最低；
花后吸收氮量表现为 /* 处理最高，/+ 处理次之，

在子粒发育过程中蛋白质含量呈现出高 6 低 6
高的变化趋势（图 ,7）。在同一施氮量下，子粒蛋白

/# 处理最低，说明保持花后适宜的土壤相对含水
量不仅使氮转移量增多，而且也提高了花后吸收氮

质含量随着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的升高而减小，表

量，
因而提高了子粒氮积累总量。从占子粒氮的比

低。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随施氮量提高子粒

例看，氮转移量占的比例表现为花后土壤相对含水

蛋白质含量增大，表明增施氮肥可提高子粒蛋白质

量为 /# 处理最高，/+ 处理次之，/* 处理最低；花

含量。

后吸收氮量占的比例则表现为 /* 处理最高，/+ 处
理次之，/# 处理最低。

明提高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导致子粒蛋白质含量降

从小麦开花后子粒蛋白质积累量（图 ,"）也看
出，
小麦开花后子粒蛋白质积累随着子粒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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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增加。在同一施氮量下，以花后土壤相对含

蛋白质积累量升高，但施氮量过多，蛋白质积累量增

水量为 !" 处理的子粒蛋白质积累量最高，表明花

加幅度减小甚至降低，表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增施氮

后土壤含水量过高和过低均不利于子粒蛋白质的积

肥可提高子粒单粒蛋白质积累量，但施氮量过高时，

累。在同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随施氮量增加，子粒

蛋白质积累量增加幅度减小。

表!
"#$%& !

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开花后氮素同化运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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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量和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小麦子粒蛋白质含量（=）和蛋白质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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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究表明，小麦灌浆初期旗叶 #- 活性与作物子粒产
量、子粒含氮量呈显著正相关［B］。在本试验中，在同

氨基酸的合成与转化，硝酸还原酶（ #-）、谷氨酰胺

一土壤相对含水量下，旗叶和子粒 #- 和 0J 活性表
现为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升高；蛋白酶活性随着施

合成酶（ 0J）等关键酶参与了催化和调节［?］。有研

氮量增加而降低；旗叶和子粒游离氨基酸含量随着

植物氮素同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以铵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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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辉，等：施氮量和花后土壤含水量对小麦氮代谢特性和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施氮量增加而升高。子粒蛋白质含量和积累量随施
氮量增加而提高，但施氮量过多，蛋白质积累量增加
幅度减小。本试验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前人研究表明，土壤水分亏缺和渍水均导致小
麦旗叶 !" 活性降低［#$%##］。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同
一施氮量下，旗叶和子粒 !" 和 &’ 活性表现为花后
适宜土壤相对含水量（ ()）最高，土壤水分过低和过
高均降低 !" 和 &’ 活性；此外，旗叶蛋白酶活性随
土壤相对含水量增加而降低。
土壤水分含量与小麦子粒蛋白质含量呈负相
关［#)］，
增施氮肥可以提高小麦旗叶和茎鞘游离氨基
酸含量，也提高了子粒游离氨基酸的含量，进而促进
子粒蛋白质合成，提高子粒蛋白质含量［#*%#+］。花后
干旱和渍水处理均降低了旗叶 !" 活性、叶片总氮
含量和游离氨基酸含量，降低了小麦子粒产量和蛋
白质产量，施氮可以缓解水分逆境对旗叶 !" 活性
的抑制作用，促进植株对氮素的吸收，提高了子粒蛋
白质含量［#,］。本研究也同时发现，花后土壤相对
含水量过低不利于叶片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增加，而
土壤相对含水量过高，前期氨基酸合成少，后期向子
粒转运不彻底；子粒游离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随着
土壤相对含水量增加而降低；子粒蛋白质积累量以
花后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 时最高，花后土壤相对
含水量过高和过低均不利于子粒蛋白质积累。
因此，本试验表明在小麦生产中可以通过施用
氮肥和控制花后土壤水分含量技术，调节植株氮代
谢，提高子粒蛋白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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