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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供磷水平对饭豆体内铁有效性的影响

都韶婷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杭州 )%"")(）

摘要：采用溶液培养试验研究了低铁条件下（%!29/ @ A B.0C-D）不同供磷水平 E )、)" 和 )""!29/ @ A 对饭豆叶绿素

含量、生物量、铁含量以及质外体铁的影响。结果表明，饭豆叶片叶绿素含量及根系干重均随磷处理浓度的增加而

显著降低；低磷处理的植株地上部的铁含量明显高于中磷和高磷处理。随着供磷水平的增加，地上部和根系总铁

量的比值呈降低趋势，说明铁由根系向地上部的转运显著减少，从而加剧了植株缺铁症状。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磷

处理的根系质外体铁含量显著低于中磷和高磷处理。说明在铁吸收过程中，供磷水平增加促使铁在根系质外体空

间中的固定，不利于根系中的铁转运至地上部，这可能是磷是对铁产生拮抗作用造成植物铁营养不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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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虽

然土壤中铁的含量相当高，但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

在通气性良好的碱性土壤中，土壤中铁的生物有效

性却非常低［%］。因此，在农业生产中缺铁对植物生

长发育造成的影响可与缺氮和缺磷相并列［!］。除土

壤中铁的生物有效性对植物铁营养存在影响外，植

物本身的遗传特征以及农艺耕作措施也是影响植物

铁营养状况的重要因素。关于植物铁营养遗传特征

的研究较多。%’#& 年 UV28./5 和 W3L7?8;.L［)］就已经

在总结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植物的耐缺铁机

理划分为双子叶植物和其他非禾本科植物所共有的

机理"，以及为禾本科植物特有的机理#。机理"
植物的特点为在低铁条件下主要通过分泌质子［,］、

诱导铁还原酶［(］和亚铁离子高亲和转运体的高表

达［&］来促进铁的吸收；机理#植物则主要通过分泌

高铁载体和诱导合成高铁载体—铁螯合物的转运体

来促进植物的铁吸收［*$#］。关于农艺耕作措施对植

物铁营养的影响有一些报道。如张福锁等［’］研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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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花生间作发现，花生的铁营养状况可以得到极

大的改善，这可能归功于玉米根系分泌的高铁载体

与土壤铁的螯合。相反，不合理的农艺耕作措施反

而会引起植物缺铁，如在低铁环境中，大量施用磷肥

容易导致植物缺铁［!"］。众所周知，两种或多种不同

的植物营养元素的联合作用，可能会小于它们各自

效应之和，即拮抗效应。关于磷与铁之间的拮抗作

用，多年来一直倍受关注。然而，迄今为止，在植物

体内磷是如何对铁产生拮抗作用仍尚未明确。机理

!植物从根际环境中吸收铁时，需要利用细胞膜上

的铁还原酶，在质外体空间先将 #$% & 螯合物还原成

游离态的 #$’ & 离子，才能被根系细胞膜上的铁转运

体吸收利用。此外，部分游离态的 #$’ & 离子也可能

在质外体空间再氧化成 #$% & 离子［!!］。在供磷水平

较高的缺铁环境中，磷酸根离子很有可能通过与游

离的铁离子结合，在质外体空间发生共沉淀，进而阻

碍了铁的吸收利用，最后加剧了植物的缺铁症状。

据此，本研究以饭豆（!"#$% &’()**%+%）为材料，在低

铁条件下，研究了外界供磷水平对植物铁营养的影

响，并重点研究了供磷水平对根系质外铁再利用的

影响，以期进一步揭示磷对植物铁营养状况的影响

机制。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设计

溶液培养试验于 ’""( 年 ) 月中旬开始浙江大

学农业化学研究所进行。饭豆（ !"#$% &’()**%+%）种

子洗净后于 ’*+浸种一昼夜，在 ",* --./ 0 1 23456

溶液中发芽。播种 ) 7 后，移苗至 ! 1 烧杯，置于网

室内自然光照条件下培养，温湿度条件与当地气候

条件一致。采用不同磷浓度（以 839’:56 形式供应）

分别为 : %、%" 和 %"""-./ 0 1 的低铁营养液培养，其

余营养配方如下：% --./ 0 1 23（85%）’、",* --./ 0 1
;<456、",* --./ 0 1 =’456、% "-./ 0 1 9%>5%、",6

"-./ 0 1 ?@456、",’"-./ 0 1 2A456、",*"-./ 0 1 ;@2/’、
","!"-./ 0 1（896）B（;5)）’6和 !"-./ 0 1 #$（CCC）DEFG
HI，并用 8359 将 J9 调至 B,*。每个磷浓度处理，

重复 % 次。不同磷浓度处理 !6 7 后，取样测定。

!"# 测定项目与方法

叶绿素和生物量：植物在不同磷浓度处理 !6 7
后，用便携式叶绿素仪（4:IFD*"’，;K@./L3）测定新叶

的叶绿素含量。并收获植物，分成根系和地上部，并

在 )"+烘箱内烘干称重。

铁含量：将烘干的根系或地上部组织磨成粉末

状，用优级纯浓硝酸在 !’"+条件下消煮至无氮氧

化物释放后，再用 985% 0 92/56 混合酸在 !("+条件

下消煮至液体澄清透明。消煮液用超纯水稀释，然

后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4MK-37NA IIB(""）测

定。同时，用铁原子标样做标准曲线，进行铁含量分

析。

质外体铁含量：根 系 质 外 体 铁 含 量 按 >K$O3KL
等［!’］的方法测定。剪下整株植物的根系，将其转入

!*" -1 的 ",* --./ 0 1 23456 溶液中清洗 !* -K@ 后

取出，转入 !*" -1 的 !,* --./ 0 1 ’，’G二联吡啶测定

液，并通氮气以排除测定液中的氧气，* -K@ 后，加入

83’4’56 使终浓度为 !,* --./ 0 1。继续通氮气反应

* -K@后，用紫外 D 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 @- 处测定

#$（CC）D 二联吡啶的浓度，并计算质外体铁含量。

试验数据用 F:4 数据处理软件分析。

# 结果与分析

在低铁条件下，饭豆叶片叶绿素含量随磷处理

浓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 和 %"""-./ 0 1 处理叶

片的 4:IF 值分别比 : %"-./ 0 1 处理降低了 %PQ和

BPQ（图 !）。此外，不同磷供应水平还显著影响了

根系的生物量（图 ’），并表现出低磷浓度处理下根

系生物量最大，中磷浓度处理次之，高磷处理则最

低。但磷供应水平的变化对饭豆地上部的生物量并

未产生显著影响。铁含量分析表明，低磷处理的根

系的铁含量显著低于中磷和高磷处理的根系，但后

两者之间的铁含量并没有显著差异。相反，低磷处

理的地上部铁含量却显著高于中磷和高磷处理的地

上部（图 %），这应是低磷处理下饭豆叶片叶绿素含

量高于中磷和高磷处理的主要原因。图 % 还看出，

与中磷处理相比，尽管高磷处理的根系和地上部的

铁含量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但高磷

处理的根系和地上部的铁含量仍分别略高于及略低

于中磷处理的根系和地上部。

进一步分析不同供磷水平处理下地上部和根系

总铁量的比值，结果表明，随着供磷水平的增加，该

比值呈降低趋势。尤其是从低磷至中磷处理，该比

值明显降低（图 6）。说明供磷水平增加不利于根系

的铁向地上部转运。对根系质外体铁含量分析发

现，低磷处理下根系的质外体铁含量显著低于中磷

和高磷处理，说明磷营养供应水平能显著影响植物

对质外体铁的利用。但是，中磷和高磷处理的质外

体铁含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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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供磷水平对低铁培养的饭豆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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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供磷水平对低铁培养的饭豆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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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供磷水平对低铁培养的饭豆铁含量的影响。

"#$%9 &’’()*+ ,’ -.,+-.,/0+ +0--12 1(3(1+ ,4 "( ),4*(4*+ ,’ /#)( 5(64

9 讨论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大量元素之一，主要

以无机磷酸盐的形式被植物从根际环境中吸收进入

根系细胞内。在中碱性的生长条件下，磷酸根能与

大多数的多价金属离子，如铜、锌、镉、铝、铁等结合，

发生共沉淀［!"］。关于磷与铁之间的拮抗作用多年

来一直倍受关注［!#］。本研究也看出，在低铁条件

下，植物地上部的铁含量和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随

供磷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图 ! 和 #），这证实了磷与

铁之间的拮抗作用。但是，磷是如何影响植物铁营

养仍不很明确。有研究认为，失绿大豆地上部 $% 浓

度基本正常，但其 & ’ $% 比异常增高（& ’ $% ( !#)!
!**），为健全植株的 *+,!-+! 倍［!.］；最近，/01234
等［!)］利用 56射线能谱技术，对不同供磷水平的拟

南芥进行研究表明，高磷条件下叶肉细胞内的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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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供磷水平对低铁饭豆地上部与

根系总铁量比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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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供磷水平对低铁饭豆质

外体铁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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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磷酸铁的形态沉淀于液泡内，但是当供磷水平

降低后液泡内的铁会转移至叶绿体内，并用于铁蛋

白的合成。在本研究也看出，随着供磷水平的增加，

地上部和根系总铁量的比值呈变小趋势，尤其是从

低磷到中磷处理，该比值明显降低（图 !）。表明供

磷水平增加也能明显降低根系内 "# 的活动性，从而

阻碍铁从根系向地上部的转运。

众所周知，植物根系吸收养分时需要先经过质

外体。因此，若磷酸根离子与游离的铁离子在质外

体结合发生共沉淀，便会阻碍铁吸收进入细胞以及

向地上部的转运。对不同供磷水平条件下根系质外

体铁含量的分析结果表明，低磷处理的根系的质外

体铁含量显著低于中磷和高磷处理（图 $），说明植

物在铁的吸收过程中，磷营养的供应水平能显著影

响铁在根系质外体空间中的固定。因此，可认为在

低铁条件下，低磷可能有利于减少铁在根系质外体

中的固定，促进铁向地上部运输，从而有利于叶绿素

的合成，减缓缺铁症状。需要指出的是，中磷和高磷

供应植物根系的质外体铁含量并没有差异（图 $），

而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却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

磷影响了铁在其他部位移动性的缘故，如影响铁在

叶肉细胞内移动［%$］。

植物根系的质外体被认为是一个重要铁贮存

库。&’#()*’+ 等［%%］发现，水培条件下根系中至少有

,$-铁贮存于质外体空间；而在缺铁条件下，这部

分 铁 可 被 植 物 有 效 再 利 用［%.］。 /0(1(#23#4 和

5#627［%,］曾发现不同基因型大豆的耐缺铁能力与根

系质外体铁库大小密切相关，并指出缺铁条件下质

外体铁的有效再利用是植物耐缺铁的一种重要机

制。自然环境中，植物处于慢速生长阶段时，如苗

期，植物体对铁的需求往往较低，而此时根际土壤中

的有效养分浓度也可能相对较高，因而苗期植物根

系组织内会积累较高的养分［%8］。然而，当植物进入

快速生长阶段后，一方面根系养分吸收量大幅度提

高，另一方面由于土壤溶液中的 "#9 : 扩散速度慢，

从周边土壤向根际土壤迁移的 "#9 : 十分有限，两者

综合的结果是导致根际土壤中有效铁的耗竭。当外

界不能及时补充铁源时，就容易使植物处于缺铁状

态。因此，植物根系在生长缓慢阶段所积累的铁，如

果能在生长快速阶段有效利用贮存在质外体的铁，

那么将有助于改善植物地上部的铁营养状况，减少

缺铁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然而，根据双子

叶植物铁吸收机制推测可知，质外体空间中铁的再

利用最终也需以铁离子的形态进入细胞内。所以，

就植物根系的质外铁再利用而言，高磷水平的营养

环境，容易使质外体中解离的铁离子与磷结合，发生

再沉淀，从而不利于质外铁的再利用。为验证这一

推测，我们把植物正常供铁一段时间后，转入完全缺

铁的不同磷水平培养，发现高磷培养的植物更加容

易失绿（数据未发表），表明高磷营养环境很有可能

不利于质外体空间中的铁进行再利用。

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中，人们为了获得作物

增产而大量施用磷肥。然而，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

们认为，在缺铁或潜在性缺铁的土壤环境中，如我国

北方的土壤，大量施用磷肥可能反而会给作物提供

一个更加不利的生长环境。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不

能盲目多施磷肥，磷肥过多会加剧作物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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