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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营养水平对大豆氮素积累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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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东农 D.”为试材，采用%&G 标记的（GHD）!,ID 作为氮源，利用砂培方式研究了氮素营养水平对大豆氮素积

累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随外源氮水平增加，大豆植株氮素积累量和产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当营养

液氮浓度为 &" 18 J K 时，植株氮素积累量和子粒产量最大。在 LD 和 L&期补充氮肥的供给明显增加植株对氮的积

累，并能显著提高大豆产量。大豆生长需要一定量的“启动氮”，“启动氮”的作用维持到 ME 期对大豆氮的积累和产

量形成效果最好。随外源氮水平增加，大豆吸收外源氮的比例增加，根瘤固氮所占比例降低，外源氮和根瘤固氮积

累量随外源氮水平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当氮浓度为 %"" 18 J K 时，有利于植株对外源氮的吸收，当氮

浓度为 &" 18 J K 时，有利于根瘤固氮的积累，“启动氮”的作用维持到 ME 期根瘤固氮的积累明显增加；在 LD 和 L& 期

补充外源氮的供给可以显著增加对外源氮利用，以 L& 期效果最好。

关键词：大豆；氮素；外源氮；根瘤固氮；产量

中图分类号：,&’&F%F"’!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N（!"%"）"%$""’&$"’

!""#$%& ’" ()%*’+#( (,%*)%)’( -#.#-& ’( /01$$,2,-1%)’( 1(3 4)#-3& ’" &’45#1(

*IG+ ,:6;0<;7，+IG+ O:P70B378!，OQ RP3
（!"##$%$ "& ’%(")"*+，,"(-.$/0- ’%(123#-3(/# 4)15$(01-+，6/(71)，6$1#")%81/)% 9:;;<;，!.1)/）

65&%*1$%：K2SP4P5 %&G 211673;1 9;4T2UP V29 ;9P5 29 73UW68P7 96;W@P U6 9U;5> U:P PTTP@U9 6T 73UW68P7 7;UW3U367 4PXP49 67
96>SP27（@;4U3X2W *6787678 D.）G02@@;1;42U367 275 >3P459 ;9378 U:P 9275 @;4U;WP ? Y:P WP9;4U9 9:6V U:2U U:P @W6B G02@0
@;1;42U367 275 >3P459 2WP 37@WP29P5 P2W43PW 275 5P@WP29P5 42UPW 29 U:P PC68P76;90G 4PXP49 2WP 8W25;244> 37@WP29P5，275 U:P
@W6B G02@@;1;42U367 275 >3P45 2WP U:P :38:P9U V:P7 U:P 73UW68P7 @67@P7UW2U367 39 &" 18 J K? )BB4>378 G TPWU343APW 5;W378
U:P LD 275 L& BPW3659 @6;45 37@WP29P U:P @W6B G02@@;1;42U367 275 >3P45 93873T3@27U4> ? ,6>SP27 8W6VU: 275 5PXP46B1P7U
7PP59“9U2WU;B0G”，275 U:P SP9U PTTP@U 6T U:P“9U2WU;B0G”67 U:P 96>SP27 G02@@;1;42U367 39 ;7U34 U:P ME BPW365? ZW6B6W0
U367 6T 96>SP27 2S96WBU367 6T PC68P76;90G 39 37@WP29P5 V:P7 P7:27@378 U:P 2BB43@2U367 4PXP4 6T U:P PC68P76;90G，V:34P
BW6B6WU367 6T 765;42U3670G 39 5P@WP29P5? Y:P 2@@;1;42U367 6T U:P PC68P76;90G 275 2@@;1;42U367 6T 765;42U3670G 2WP 370
@WP29P5 P2W43PW，275 5P@WP29P5 42UPW ? Y:P 2@@;1;42U367 6T PC68P76;90G 39 U:P 1237 96;W@P V:P7 U:P 73UW68P7 @67@P7UW2U367
39 %"" 18 J K，V:34P U:P 2@@;1;42U367 6T 765;42U3670G 39 U:P 1237 96;W@P V:P7 U:P 73UW68P7 @67@P7UW2U367 39 &" 18 J K?
Y:P 2@@;1;42U367 6T PC68P76;90G 275 2@@;1;42U367 6T 765;42U3670G 2WP 37@WP29P5 2BB2WP7U4> V:P7 @67U37;6;94> ;9378

“9U2WU;B0G”;7U34 U:P ME BPW365? Y:P PC68P76;90G 2S96WBU367 39 37@WP29P5 2BB2WP7U4> V:P7 :38: 4PXP4 6T PC68P76;90G 39
2BB43P5 5;W378 U:P LD 275 L& BPW3659 ?
7#4 8’*3&：96>SP27；73UW68P7；PC68P76;90G；765;42U3670G；>3P45

氮素是植物体内蛋白质、核酸、叶绿素和一些激

素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限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

的首要因素［%$E］。大豆自身积累高浓度的蛋白质，

根瘤固氮对结实器官营养作用非常明显［D］。但是要

维持其正常生长靠根瘤固氮仅能满足大豆需氮的

&"[左右［&$.］，所以必须给以足够的氮肥［-$%"］。近几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施用氮肥可以促进植株生长，提

高大豆产量［%%$%!］。大豆的氮素来源于两个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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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土壤和肥料中的氮素；二是来自根瘤菌的共

生固氮，二者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所以，施氮肥

必须考虑根瘤的固氮特点，使其既能够促进根瘤的

固氮作用，又能给大豆补充养分，这是大豆合理施用

氮肥技术中的关键问题。土壤中氮素来源和形态比

较复杂，且受环境影响很大。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

地揭示氮素水平对大豆氮素积累、来源特性及产量

的影响，本试验利用!"# 示踪技术，采用砂培方法，在

营养条件可控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以期为生产上合

理施用氮肥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砂培试验于 $%%& 年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内进行。

桶直径 %’(% )、高 %’$* )，桶底钻 !+) 直径孔，装江

砂 $% ,-，装桶前将江砂洗净，置于玻璃防雨棚内，防

止雨水淋入。在大豆 $ 片复叶时接种根瘤菌，方法

是取上年冷冻保存的大豆根瘤，研碎后加入到营养

液中，每升营养液中约含 " - 根瘤，连续淋浇 " .。

供试大豆（!"#$%&’ ()*）品种为东农 /&（亚有限

结荚习性，脂肪含量 $(’!$0）。

!"# 试验处理

试验设全生育期营养液氮浓度为 # $%、"%、!%%、

!"% )- 1 2（分别用 #$%、#"%、#!%%、#!"% 表示）/ 个处

理；为了模拟种肥作用，设 3( 期以前营养液中 # 浓

度 !"% )- 1 2，3( 期以后变为 $% )- 1 2（#!"%43( 4$%）、

5! 期以前营养液中 # 浓度 !"% )- 1 2，5! 期以后变

为 $% )- 1 2（#!"%45! 4$%）、5$ 期以前营养液中 # 浓

度 !"% )- 1 2，5$ 期以后变为 $% )- 1 2（#!"%45$ 4$%）(
个处理；另根据报道，种子形成初期追施氮肥能显

著提高对氮素的吸收［!(］，为此还设 5/ 期以前营养

液中 # 浓度 $% )- 1 2，5/ 期以后变为 !"% )- 1 2（#$%
45/ 4!"%）和 5" 期以前营养液中 # 浓度 $% )- 1 2，5"

期以后变为 !"% )- 1 2（#$% 45" 4!"% )- 1 2 ）$ 个处

理，共 计 6 个 处 理，每 处 理 种 (% 盆。以 !" # 标 记

（#7/）$89/（ 购 于 上 海 化 工 研 究 院，!" # 丰 度 为

!%’$0）作为氮源。营养液中除氮素外其他成分采

用 7:;-<;=. 营养液配制（)- 1 2）：>7$?9/ !(@’%，A-B
89/ $/%’%，C;C<$ $$%’%，#;$A:9/·7$9 %’%(，CD89/·

"7$9 %’%*，E=89/·&7$9 %’$$，A=C<$·/7$9 /’6%，

7(F9( $’*@，GHBIJKL（将 "’"& - GH89/·&7$9 和 &’/"

- #;$IJKL 分别溶解并定容到 ! 2 蒸馏水中，使用时

每升营养液加 ! )2）［!/］。

" 月 !/ 日播种，播种至出苗（3I 期）前每日淋

浇 ! 次自来水，每次 "%% )2。从出苗开始每日淋浇

! 次配制的营养液，每次 "%% )2；初花期（5!）以后

每日淋浇 $ 次，每次 "%% )2；为防止砂培中盐分积

累，每隔 ( . 用清水淋洗 ! 次。

文中相关的生育时期：3I（出苗），3(（第 ( 片复

叶完全展开时），5!（初花期），5$（盛花期），5/（盛荚

期），5"（鼓粒始期），5@（鼓粒满期），5*（成熟期）。

!"$ 取样和分析

每次取样均选择在晴天上午 6：%%!!%：%%。

地上部分自子叶痕处取下，根系及根瘤用水冲净，每

个处理 5!!5@ 各时期取 / 盆，5* 期取 @ 盆，样品于

&%M烘干至恒重，测量地上与地下各部位的干重，粉

碎后待分析用。在大豆叶片出现枯黄时，用 !’" )
高的透明纱网将盆围起来，收集残叶和叶柄。以每

盆为单位计算全株氮素积累量和产量。

植株氮素含量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有机物

中的氮在强热和 CD89/、>$89/、浓 7$89/ 作用下，消

化生成（#7/）$89/，在凯氏定氮器中与碱作用，经蒸

馏释放出的 #7( 收集于 7(F9( 溶液中，再用已知浓

度的 7C< 标准溶液滴定，根据 7C< 消耗的量计算出

氮的含量。
!"# 丰度测定：采用 ALK$$"! 型质谱仪测定。

样品首先经凯氏法消化，测定液在微酸性条件下浓

缩至 # ! )- 1 )2 左右，再在高真空条件下与次澳酸

担反应产生 #$，用质谱仪进行测定。

氮素积累量 N 干物质量 O 氮素含量；

外源氮积累量 N 氮素积累量 O（样品!"# 丰度 1
硫酸铵!"# 丰度）；

根瘤固氮积累量 N 氮素积累量 4 外源氮积累

量。

# 结果与分析

#"! 氮素水平对大豆植株氮素积累的影响

氮素供应水平直接影响大豆的氮素营养状况

（表 !）。在初花期（5!）以前，随氮素水平增加，植株

氮素积累量显著增加，#!%% P #"% P #$% 处理，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当氮浓度大于 !%% )- 1 2 时对氮素

积累没有明显促进作用。在 5!!5* 期，随氮素水平

增加，氮素积累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处理

积累量最大，显著大于 #$%、#!%%、#!"%；#!%% 在 5@

期以前显著高于 #$%，到 5* 期 #$% 和 #!%% 处理没

有显著差异。说明初花期以前提高外源氮水平有利

于植株氮素的积累，初花期以后，外源氮水平过高、

@@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 卷



表 ! 不同生育时期全株氮素积累量（!" # $%，& ’ ()*）
+,-./ ! 0 ,11232.,*4)5 45 67)./ (.,5* 82945& *7/ 84::/9/5* ;*,&/; ): ;)<-/,5

处理

!"#$%&#’%
初花期（()）

*#+,’’,’+ -.//&
盛荚期（(0）

12.. 3/4
鼓粒始期（(5）

*#+,’’,’+ 6##4
鼓粒满期（(7）

12.. 6##4
成熟期（(8）

12.. &$%2",%9
:;< <=055 > <=<;? @A )=BB? > <=<BB 4#AC )=D)8 > <=<D) @AC ;=50D > <=)<0 4C B=55B > <=;;7 4#E
:5< <=555 > <=<;5 -* )=D<B > <=<5? $F ;=77B > <=)<? $F B=5B? > <=)0? $F 0=578 > <=;<5 $-F*
:)<< <=?D0 > <=<55 $F )=??0 > <=<8D -F ;=)58 > <=<87 -* B=);< > <=)BB -* B=057 > <=;<) #E
:)5< <=?57 > <=<8) $F )=0<D > <=<8< 4A )=?5) > <=<?) 4CE )=805 > <=<?0 G1 ;=<D? > <=);7 G1
:)5<HIB H;< <=5B8 > <=<D5 -* )=;D< > <=<75 #AC )=?5; > <=<?8 4CE ;=88) > <=))8 @A 0=B;B > <=;B5 -@*A
:)5<H() H;< — )=;B5 > <=<7; #C )=08B > <=<5D #1 ;=58? > <=)<7 4C B=8)? > <=)DD 4CE
:)5<H(; H;< — )=57D > <=<7B @* )=578 > <=<7B #E1 ;=<<D > <=<8; #E B=07; > <=)8B 4#E
:;<H(0 H)5< — — ;=<0B > <=<87 -@*A ;=88B > <=))8 @A 0=)50 > <=)?; @AC
:;<H(5 H)5< — — — ;=8D? > <=);< @A 0=??8 > <=;D; $F

注（:/%#）：IB H第 B 片复叶完全展开时 J3"#$4,’+ /G %K# B"4 .#$G；(;—盛花期 12.. -.//&；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L和 5L显著

水平 C,GG#"#’% @$3,%$. $’4 6&$.. .#%%#"6 &#$’ 6,+’,G,@$’% $&/’+ %"#$%&#’%6 $% %K# )L $’4 5L .#M#.6，"#63#@%,M#.9N

过低均不利于植株对氮素的利用。

表 ) 还看出，大豆是对氮素非常敏感的作物，不

同时期改变营养液中的氮浓度，对大豆植株氮素积

累影响很大。从 (8 期氮素积累量可以看出，在 IE
!IB、IE!()、IE!(; 期给予 )5< &+ O P 的高氮处

理，而 IB!(8 期、()!(8 期、(;!(8 期给予 ;< &+ O P
的低氮处理时，:)5<HIB H;< 氮素积累量极显著高于

:;<、:)5<H() H;<、:)5<H(; H;<；:)5<H() H;<、:)5<
H(; H;<、:;< 之间积累量无显著差异。说明在第 B
片复叶完全展开（IB）期以前给予高氮处理能够增加

大豆对氮素的吸收利用，高氮处理的时间继续延长

对大豆氮素的积累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甚至降低

植株氮的积累。由此可以认为，大豆种肥的施氮量

不宜过高，适量施氮使种肥氮的作用能维持到 IB 期

即可；种肥氮量过大不仅不能达到促进氮素的利

用，反而有抑制大豆对氮的积累的可能。

从成熟期（(8）氮素积累量可以看出，IE!(0

期、IE!(5 期给予 ;< &+ O P 的低氮处理，(0!(8

期、(5!(8 期给予 )5< &+ O P 的高氮处理时，与 :;<
相比其氮素积累量极显著增加，其中 :;< H(5 H)5<
显著大于 :;<H(0 H)5<。说明适量的追施氮肥，可以

增加大豆植株氮的积累，尤以在鼓粒始期（(5）追施

氮肥，大豆对氮的吸收利用效果最好，这与甘银波

等［)B］研究结果相似。可见，进入结荚期以后大豆对

氮的需求旺盛，追施氮肥是必要的，能够促进对氮的

吸收。

=>= 氮素水平对大豆植株氮素来源的影响

在砂培条件下，大豆氮素来源只有两种，即来自

于营养液中的外源氮和根瘤固定的氮。表 ; 看出，

随氮素水平增加，植株中外源氮的比例随之增大，根

瘤固氮 所 占 比 例 减 小。营 养 液 中 氮 素 浓 度 从 ;<
&+ O P逐渐增加至 )5< &+ O P 时，外源氮所占比例从

)5=<L!;<=)L 增加到 ?B=5L!?5=;L；根瘤固氮

所占比例从 ?D=DL!85=<L减小至 ;0=8L!;7=5L。

说明当外源氮水平较高时，植株积累的氮主要来自

于外源氮，而外源氮水平较低时，植株以根瘤固定的

氮作为其主要的氮素来源。随氮浓度增加，植株中

外源氮积累量极显著增加，当氮浓度为 )<< &+ O P
时，外源氮的积累量最大，继续提高氮水平不能增加

对外源氮的利用。根瘤固氮积累量在初花期以前随

外源氮水平增加呈降低趋势；在初花期以后则表现

为 :5< Q :;< Q :)<< Q :)5< 处理，差异达显著水平。

说明根瘤生长需要氮，但外源氮的水平直接影响根

瘤的固氮能力，过高、过低均不利于根瘤的生长。

不同时期改变营养液中氮浓度对大豆氮素构成

影响也很大（表 ;，表 B）。从成熟期（(8）氮素积累量

可以看出，在 IE!IB 期、IE!()、IE!(; 期给予

)5< &+ O P 的高氮处理，而 IB!(8 期、()!(8 期、(;

!(8期给予 ;< &+ O P 的低氮处理时，与 :;< 处理相

比，随高氮处理时间的延长，植株中外源氮所占比例

增加，根瘤固氮所占比例降低。在鼓粒始期（(5）以

前随高氮处理时间的延长，外源氮积累量为 :)5<H
(;H;< Q :)5< H() H;< Q :)5< HIB H;<，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至成熟期，B 个处理间没有明显差异；而在成

熟期，根瘤固氮积累量为 :)5< HIB H;< Q :;< Q :)5<
H() H;< Q :)5<H(; H;<，差异达到显著水平；:)5< H
IBH;< 根瘤固氮积累量与 :5< 基本相同。说明“启

动氮”的作用维持到第 B 片复叶完全展开时（IB），对

?7) 期 董守坤，等：氮素营养水平对大豆氮素积累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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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根瘤固氮的积累效果最好；作用时间继续延长

不仅对外源氮的吸收起不到促进作用，而且明显抑

制大豆根瘤固氮的积累。

当 !"!#$ 期、!"!#% 期给予 &’ () * + 的低氮

处理，#$!#, 期、#%!#, 期给予 -%’ () * + 的高氮处

理时，植株中外源氮比例明显比 .&’ 处理增加，根

瘤固氮所占比例明显减少；在鼓粒满期（#/），植株

外源氮积累量为 .&’0#$ 0-%’ 1 .&’0#% 0-%’ 1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至成熟期，.&’0#% 0-%’ 极显著

大于 .&’0#$ 0-%’ 处理。说明在 #$!#% 期追施氮

肥能够明显增加植株对氮的利用，尤其在鼓粒始期

追施氮肥对外源氮的利用效果更佳。在鼓粒满期，

根瘤固氮积累量为 .&’ 1 .&’ 0#% 0-%’ 1 .&’ 0#$ 0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到成熟期两个处理间根瘤

固氮积累量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在 #$!#% 期追施

氮肥，对根瘤的影响效果相同，即均能够抑制根瘤的

固氮作用，但抑制效果没有明显差异。

!"# 氮素水平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表 $ 看出，外源氮水平增加，对植株高度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处理的株高最小；.&’ 0#$ 0-%’、

.&’ 0#% 0-%’ 处理的株高大于 .&’ 处 理，但 低 于

.%’、.-’’、.-%’、.-%’0!2 0&’、.-%’ 0#- 0&’ 和 .-%’
0#& 0&’ 处理。说明当营养液中氮素浓度为 &’ () * +
时，氮素不足而影响植株的生长，在结荚期以后提高

外源氮水平对植株高度影响不大。不同氮素水平对

大豆节数没有明显影响，对荚数、粒数、产量影响较

大。.%’、.&’0#$ 0-%’、.&’0#% 0-%’ 产量最高，.&’、

.-%’0!2 0&’ 产量次之，.-’’、.-%’ 0#- 0&’ 和 .-%’
0#& 0 &’ 较低，.-%’ 处理产量最低。在生育前期保

持较高氮素水平，分别在第 2 片复叶完全展开时

（!2）、初花期（#-）、盛花期（#&）以后降到较低的氮素

水平时，随高氮处理的时间延长，产量降低。本试验

研究表明，在盛荚期（#$）或鼓粒始期（#%）提高外源

氮水平，大豆产量显著提高，这与李永孝［-%］认为在

结荚末期追施氮肥能显著提高大豆产量的结果相

似。很多学者研究认为，高氮条件下抑制了根瘤的

生长，降低了生物固氮能力［-/0-3］，本试验表明，过低

的氮素水平不能满足大豆植株对氮的需求，而在过

高的氮水平条件下根瘤固氮量较低，对大豆产量形

成不利。

表 $ 大豆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 $ *+&(,-.- /0 ,.)(1 2/34/+)+5- &5 56) 1.00)7)+5 8 ()9)(-

处理

45678(698
株高（:(）

;<798 =6>)=8
节数（.?@ * A<798）
.?B6 9C(D65

有效荚数（.?@ * A?8）
;?B 9C(D65E

粒数（.?@ * A?8）
F6596< 9C(D65

子粒重（) * A?8）
G66B H6>)=8

.&’ $$I, J &I& :K LI% J ’I% 7M /LI% J %IL DMN -L%I$ J -,I$ DMNK $3IL J &I% DNK

.%’ %-I- J &I’ 7DMN -’I& J ’I/ 7M 3,I2 J /I, 7M &&3I& J &’I’ 7M %$I- J 2I’, 7MN

.-’’ %%I& J -I% 7M -’I’ J ’I$ 7M %2I’ J $I& BO -%&I% J -2I& :O 2,IL J &I$ :O

.-%’ %2I/ J &I& 7MN LI3 J ’I$ 7M 2,I, J &I, 6" --2I’ J -%I$ B" &&I3 J &I3 6"

.-%’0!2 0&’ %-I3 J 2I- 7DMN LI, J ’I$ 7M /$I’ J 2I2 D:NK -L&I, J -$IL DMNK $3I/ J 2I2 DNK

.-%’0#- 0&’ %$I& J &I% 7MN -’I’ J ’I/ 7M %3I, J %IL :BKO -3%I- J -3I’ :NKO $-I$ J 2I% :KO

.-%’0!& 0&’ %&I- J 2I’ 7DMN -’I- J ’I/ 7M %$I’ J $I3 BO -%,I& J -,I’ :KO 23I3 J &I$ BO

.&’0#$ 0-%’ $LI- J 2I- DNK LI% J ’I2 7M /,I’ J &I& DN &’’I% J LIL DMN %2I& J ’IL 7MN

.&’0#% 0-%’ $LI’ J &I% DNK LI% J ’I$ 7M /,I% J %I& DN -LLI’ J -/I& DMN %/I/ J 2I/ 7M
注（.?86）：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P和 %P显著水平 O>QQ65698 :7A>87< 79B E(7<< <68865E (679 E>)9>Q>:798 7(?9) 85678(698E 78 8=6 -P

79B %P <6R6<E，56EA6:8>R6<S@

# 讨论

-）本试验看出，随着外源氮水平的增加，大豆植

株氮素积累呈先增加后降低变化趋势，当外源氮水

平较低时，因氮供应不足，氮素积累量较少，而过高

的氮水平又不利于氮素的积累；在砂培条件下，营

养液氮浓度为 %’ () * + 时，植株氮素积累量最大，有

利于大豆对氮的吸收利用。甘银波等［-2］研究表明，

大豆生长需要一定量的“启动氮”；董钻［,］认为，以

氮肥做基肥或种肥可以促进对土壤氮和肥料氮的吸

收，起到“启动效应”。本试验结果也表明，“启动氮”

的这种作用维持到第 2 片复叶完全展开时，对大豆

氮的积累效果最好，作用时间继续延长会抑制大豆

植株对氮的利用；在种子形成初期补充氮肥的供给

能明显增加植株对氮的积累，促进大豆对氮素的吸

收利用。

&）大豆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氮由根瘤菌供给和从

介质中吸收。本试验结果显示，外源氮积累量和根

L/- 期 董守坤，等：氮素营养水平对大豆氮素积累及产量的影响



瘤固氮积累量随外源氮水平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当氮浓度为 !"" #$ % & 时，有利于植株对

外源氮的吸收；当氮浓度为 ’" #$ % & 时，有利于根

瘤固氮的积累。但是，仅靠根瘤固氮难以满足大豆

对氮的需求，高氮水平严重抑制了根瘤固氮的积累，

致使大豆氮素积累总量减少。为使根瘤能更多地固

定氮，也必须施一定量的“启动氮”。“启动氮”的作

用维持到第 ( 片复叶完全展开，植株根瘤固氮的积

累量最大。在生育后期，随着根瘤逐渐衰老死亡，根

瘤固氮能力降低，因此在结荚期和鼓粒期补充氮的

供给，可以明显增加植株氮的积累量。

(）从试验看出，随氮素水平的增加，大豆产量呈

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氮素营养水平可能与产

量呈抛物线的关系。过低的氮素水平因氮素不足，

不能满足大豆生长发育的需要，产量较低；而过高

的氮素水平又严重抑制了根瘤的固氮作用，也不能

获得较高的产量。生育前期氮水平过高，会抑制根

瘤的固氮作用，不利于大豆产量的形成；而在前期

保持适量的氮素供应，可使根瘤得到充分的生长发

育，在结荚期或鼓粒初期再补充氮的供给，可以明显

增加大豆的产量。汤树德［!)］认为，必须同时满足大

豆一生中对根瘤固氮和土壤（肥料）氮的需求才能获

得较高的子实产量，本试验通过砂培方法也得出类

似结论。因此，与其说氮素的供应是高产大豆的限

制因素，不如说协调大豆对共生固氮和外源供氮的

最大需求，是提高大豆子粒产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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