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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早、中、晚稻施氮增产效应及氮肥利用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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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2009年，通过在湖北省18个县(市、区)布置多点田间肥效试验，研究了当前生产条件下施用氮肥对

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r氮肥的利用率现状，并探讨了早、中、晚稻施氮效果的差异。结果表明，当前生产条件下，

施用氮肥町以显著提高水稻产量，早、中、晚稻的平均增产量分别为1641、1717和1695 ks／hm2，增产率分别为

37．6％、27．5％和35．O％。早稻和中稻产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的增加，而晚稻主要

是由于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增加和千粒重提高所致。早、中、晚稻对氮肥的利用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农学利用率平

均分别为lO．7、10．0和lO．4 ks／kg，偏生产力分别为46．2、50．1和45．3 ks／kg，吸收利用率分别为31．0％、33．2％和

24．8％，生理利用率分别为31．8、31．8和41．1 ks／kg。3种类型水稻的土壤氮素依存率平均值都在60％以上。表明

水稻吸收的氮素主要来自土壤，其中晚稻对土壤氮素的依赖程度要大于早稻和中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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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ltipoint field experiments of rice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itrogen(N)fertilizer applica-

tion on rice yield，to investigate the N use efficiency，and to compare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in their response

to N application in 18 counties of Hubei Province during 2006—2009．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yields of

the NPK(with nitrogen)treatment of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are 1641，1717 and 1695 ks／ha，respectively，

which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K(without nitrogen)treatm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 application increases

grain yield significantly，with the yield increase rates of 37．6％for early rice，27．5％for middle rice and 35．0％

for late dee．And the increase of the yield is resulted from the increase of panicles per unit area and grains per pan—

icle in early and middle rice，and the increase of panicles per unit area and 1000-grain weight in late rice．At

present production conditions，N agronomic efficiencies(NAE)of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are 10．7，10．0 and

10．4 ks／kg，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ies of applied N(PFPN)are 46．2，50．1 and 45．3 ks／kg，N recovery effi—

ciencies(NRE)are 31．O％，33．2％and 24．8％，and N physiological efficiencies(NPE)are 31．8，31．8 and

41．1 ks／kg in Hubei Province，respectively．The average soil N dependent rates(SNDR)of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are all above 60．0％．which means that nitrogen absorbed by rice mostly comes from soil rather than fertil·

izer．And in three kind of rice，late rice has the hilghest SN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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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水稻生长的各种因素中，氮素是重要的养

分因子之一【I J，其影响仅次于水分，但却是构成水稻

生产投入成本的主要部分嵋J。目前稻田氮肥消费量

占中国氮肥总消费量的30％以上p J。大量研究表

明，合理施用氮肥能促进水稻生长发育，提高产量，并

能促进水稻对氮素的吸收利用㈨J。近年来，随着国

家对土壤肥料研究推广工作扶持力度的加强，相关研

究成果p’¨o不断涌现。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针对

某一田块的水稻施氮效果、氮肥利用率及推荐施氮量

等进行的研究，从区域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很难为

区域性的氮肥合理配置及调控提供依据。湖北省作

为我国水稻主产区，早稻、中稻和晚稻均有种植，而3

种类型水稻的施氮效果及氮肥利用率现状仍不明确。

因此，了解湖北省推荐施肥条件下水稻的施氮增产效

应及氮肥利用率情况，明确氮肥在当前水稻生产中的

作用，对于进行区域性的氮肥调控，解决施氮不合理

的相关问题，以及进一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开

展等具有重要意义。2006～2009年在湖北省18个

县(市、区)布置早、中、晚稻的田间肥效试验，研究当

前生产条件下水稻的施氮效果，明确氮肥的利用率情

况，并探讨早、中、晚稻对氮肥反应的差异，以期为水

稻的高效生产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点概况

2006～2009年在湖北省团风、浠水、武穴、黄

梅、黄陂、大冶、鄂州、孝昌、天门、仙桃、洪湖、荆州、

荆门、赤壁、麻城、安陆、曾都、沙洋等18个县(市、

区)布置多点水稻田间试验。本研究利用其中的

219个试验，其中早稻试验37个，中稻试验135个，

晚稻试验47个。各试验点供试土壤均为水稻土，基

本养分性状见表l。

供试品种为目前适应各地生产的品种，其中早

稻主要用金优402、鄂早18号、中优974、原丰1号

等；中稻主要用Ⅱ优838、两优培九、扬两优6号、岗

优725等；晚稻主要用中九优288、鄂晚17号、金优

928、金优207等。早稻试验前茬作物为晚稻或油

菜，中稻前茬为油菜，晚稻前茬为早稻。

表1供试土壤的基本养分性状

Table 1 Some basic properties of soll in field experiments

水稻类型 项目

Rice type Item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缓效钾

pit OM Total N Alkali-hydr．N Avail．P Avail．K Slow-roles．Be K

(g／kg) (g／kg) (me／kg) (me,／kg) (mg／kg) (mg／kg)

早稻(n=37)变幅Range4．7～7．2 15．3～52．2 O．99～2．88 98．6～195．3 4．2～60．2

Early rice 均值Avg．5．8±0．6 21t．3±9．1 1．64±0．46 141．0±29．8 15．7±12．3

中稻(n=135)变幅Range4．8～8．1 7．O～55．2 O．61～3．85 10．8～233．0 1．3～62．4

Middle rice 均值Avg．6．6±0．9 27．9±9．4 1．87±O．53 125．4 4-44．0 15．2-1-9．9

晚稻(乃=47)变幅Range4．9～7．6 14．3～56．4 1．08～2．82 49．0～181．3 2．9～40．1

Late rice 均值Avg．5．8±0．7 32．5±10．6 1．86±0．49 124．8 4-29．4 12．4±8．9

25．4～“9．6 84．4～635．8

72．5±28．4 268．9±147．2

26．6～263．2139．8～1627．9

103．1±46．5 535．2±320．3

11．3～276．1 60．8～1416．8

67．8±53．4 452．4±315．3

1．2试验设计

219个试验的试验设计及施肥处理并非完全一

致，本研究只利用每个试验的PK(不施氮)处理和

NPK(施氮)处理，两个处理施用等量的磷、钾肥。

各试验的氮、磷、钾肥用量是在综合考虑当地土壤养

分含量、稻谷目标产量及农民习惯施肥水平下确定

的(表2)。所用肥料分别为尿素(含N 46％)、过磷

酸钙(含P20，12％)和氯化钾(含K：0 60％)。其中

氮肥60％作基肥，40％作追肥(均分两次追施)，磷、

钾肥全作基肥。试验小区面积20 m2，3次重复，随

机区组排列。

1．3测定项目与方法

1．3．1土壤基本养分性状的测定 每季水稻移栽

前，各试验取耕层(0-20 em)土壤样品测定pH、有

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

土壤pH用电位法，有机质用外加热重铬酸钾容量

法，全氮用自动凯氏定氮仪，碱解氮用1．0 mol／L

NaOH扩散法，有效磷用0．5 mol／L NaHCO，浸提一

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用1．0 mol／L NH。OAe浸提一

火焰光度法，缓效钾用1 mol／L热HNO，浸提一火

焰光度法进行测定¨⋯。

1．3．2考种与测产于水稻成熟期，各小区随机取6

蔸植株进行考种；小区除去边行后实收测产。

1．3．3植株全氮的测定 于水稻成熟期，对部分有

代表性的试验进行植株取样，其中早、中、晚稻进行

取样的试验个数分别为19、47和12个。取样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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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早、中、晚稻的施肥量(kg／hmz)

Table 2 Fertilizer appficafion rate in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稻谷和稻草分别烘干、粉碎、过筛，采用H：sO。一

H：0：消化，流动注射分析仪测定全氮含量。

1．3．4有关参数的计算心·ll-14]

氮肥贡献率(N contribution rate，NCR)(％)=

(施氮区产量一无氮区产量)／施氮区产量×100；

总吸氮量(Total N accumulation，TNA)

(ks／hm2)=收获期单位面积地上部干物重×植株

含氮量；

百千克子粒吸氮量(N absorption of 100一ks seeds)

(ks)=植株总吸氮量／稻谷产量×100；

氮素收获指数(N harvest index，NHI)=稻谷吸

氮量／植株总吸氮量；

氮肥农学利用率(N agronomic emciency，NAE)

(ks／kg)=(施氮区产量一无氮区产量)／施氮量；

氮肥偏生产力(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印一

plied N，PFPN)(ks／ks)=施氮区产量／施氮量；

氮肥吸收利用率(N recovery efficiency，NRE)

(％)=(施氮区植株总吸氮量一无氮区植株总吸氮

量)／施氮量×100；

氮肥生理利用率(N physiological efficiency，

NPE)(ks／kg)=(施氮区产量一无氮区产量)／(施

氮区植株总吸氮量一无氮区植株总吸氮量)；

土壤氮素依存率(Soil N dependent rate，SNDR)

(％)=无氮区植株总吸氮量／施氮区植株总吸氮量

×100。

试验数据统计分析和作图利用SPSS Statistics

17．0软件和Microsoft Excel 2003 o

2结果与分析

2．1施氮对早、中、晚稻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2．1．1施氮对产量的影响在磷、钾肥基础上，早、

中、晚稻施用氮肥均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平均增产量

为1641～1717 ks／hm2，增产率为27．5％～37．6％，

氮肥贡献率为20．3％～25．3％。早、中、晚稻试验

合并，平均增产量达1699 ks／hm2，增产率为

30．8％，氮肥贡献率为22．1％(表3)。但是，因水稻

品种、土壤理化性状及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各试

验点的产量结果变幅较大，施氮效果差异也较大。3

类水稻增产量最小值仅为50 ks／hm2，最大值达

4040 ks／hm2；增产率最小值为0．6％，最大值为

114．9％；氮肥贡献率最小值为0．6％，最大值为

53．5％。另外，早、中、晚稻施氮后的平均增产量虽

较接近，但中稻因其无氮产量和施氮产量较高，故其

增产率和氮肥贡献率都低于早稻和晚稻。

根据219个田问试验数据得出施氮增产效应分

布图。图1A显示，早、中、晚稻施氮增产量都主要

集中在1000～2500 kg／hm2之间，所占比例分别为

59．5％、54．1％和74．5％；分别有8．1％、8．9％和

4．3％试验的增产量超过了3000 kg／hm2。3种类型

水稻的增产率分布情况不太一致(图1B)，早、晚稻

主要分布在20％～50％之间，中稻主要分布在10％

～40％之间；早、中、晚稻分别有27．0％、11．1％和

17．O％试验的增产率大于50％。NCR即氮肥对作

物产量的贡献率，可以反映年投入氮肥的生产能

力【11|。图1C看出，早稻NCR主要集中在15％～

35％区间，占54．1％；中稻主要集中在10％～30％

区间，占68．9％；晚稻主要集中在15％～30％区

间，占61．7％；且3种水稻分别有10．8％、3．O％和

8．5％试验的NCR大于40％。

2．1．2施氮对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通过对考种数

据的分析(表4)发现，在磷、钾肥基础上施用氮肥可

以显著提高单位面积有效穗数，早、中、晚稻分别提

高了68．0×104、39．1×104和45．2×104／hm2。氮肥

对每穗粒数也有较显著的影响，早、中、晚稻分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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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施氦对早、中、晚稻产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N application on yields of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注(Note)：NcR一氮肥贡献率N contribution rate；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Values followⅨl by differem letters among

treatments mean significant at 5％level．

．壅
墨鍪

皇

暑一
萎邑
g糌
量钆

号磬
，

ER MR LR

萎S
鲁辟
j疆

薹薹

0界外点Outlier工lo％～90％点位10～90 percentile囫25％～75％点位25～75 percentile——中值Median

图I不同试验点早、中、晚稻施氮增产量、增产率和氮肥贡献率分布图

№．1 Distributions of increasing yield，yield increase rate with N application and NCRof early。

middle and late rice in different sites

[注(Note)：NcR一氮肥贡献率N contribution rate；ER一早稻Early flee；MR一中稻Middle rice；ul一晚稻Late rice．]

表4施氮对早、中、晚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N application on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yield components

注(Note)：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Valuesf0Uowed by differentletters amongtreatmentsmean significant at5％level．

高了15．9、10．2和6．4粒。虽然施氮后，早、中、晚

稻的结实率有所下降，但每穗实粒数仍分别比PK

处理多5．1、8．9和4．0粒。施氮后，晚稻千粒重也

显著提高，而早稻和中稻则变化不大。总的来看，施

用氮肥后，早稻和中稻产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单位

面积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增加所致，晚稻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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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增加和千粒重提高所致。

2．2早、中、晚稻氮肥吸收与利用效率研究

2．2．1施氮对氮素吸收的影响 氮肥的施用不仅

可以显著提高水稻产量，也显著提高了植株TNA

和百千克子粒吸氮量(表5)，说明产量的提高是

需要增加一定的养分吸收量为基础。早、中、晚稻

TNA分别平均提高了50．8、61．8和41．7 kg／hm2，

中稻明显高于早稻和晚稻，这可能与其全生育期

最长、个体生物量最大有关。早、中、晚稻施氮后

百千克子粒吸氮量分别提高O．40、0．40和O．28

kg，且无论施氮与否，都表现为早稻>中稻>晚

稻，说明生产等量的稻谷早稻需氮量最高，晚稻相

对最低。NHI是指子粒中的氮量占地上部分总氮

量的百分比【l¨3|，反映了氮素在营养器官与生殖

器官中的累积和分配。与不施氮相比，早、中、晚

稻施氮后NHl分别平均下降0．05、0．07和O．06，

表明施氮可以降低氮素在稻谷中的比例，提高其

在稻草中的比例。

表5施氮对早、中、晚稻氮素吸收的影响

Table 5 N uptake efficiency of early，middle and late rice

注(Note)：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among treatments mean significant at 5％level．

2．2．2氮肥利用效率迄今，氮肥利用率的定义在

国内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旧1；国外通用的定量

指标有氮肥农学利用率(NAE)、氮肥偏生产力

(PFP。)、氮肥吸收利用率(NRE)和氮肥生理利用率

(NPE)，这些指标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作物对氮肥的

利用效率【15-16]。表6看出，3种类型水稻NAE的变

幅在O．3～24．9 kg／kg之间，平均值都在10 kg／kg

左右，表明在当前生产条件下，施用1 kg纯氮大约

可增产10 kg稻谷。PFP。的变幅在17．6～120．6

kg／kg之间，平均值大约在45～50 kg／kg之间，中

稻的PFP。相对较高，这与其产量高有关。NRE的

变幅在2．0％～84．5％之间，平均值在25％～

33％之间，大小顺序表现为中稻>早稻>晚稻。

NPE的变幅在3．4～76．3 kg／kg之间，平均值在

32～41 kg／kg之间，表明在当前生产条件下，水稻

体内每积累l kg肥料氮素可增加32～41 kg稻

谷。土壤氮素依存率(SNDR)反映了土壤氮对作

物氮营养的贡献率¨21，其变化范围在34．4％～

96．2％之间，3种水稻的平均值大约在62％～

66％之间，表现为晚稻>中稻>早稻。充分说明

土壤氮素养分对当季水稻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因

此，培肥地力，维持较高的地力贡献对水稻的高

产、高效具有重要意义。

图2A显示，早、中、晚稻施氮处理的百千克子

粒吸氮量均主要集中在1．8～2．3 kg之间，所占比

例分别为47．4％、54．8％和58．3％，低于1．8 kg的

分别占26．3％、23．8％和33．3％，高于2．3 kg的分

另0占26．3％、21．4％和8．3％。图2B表明，NAE在

不同试验点的差异较大，但早、中、晚稻都主要集中

在5～15 kg／kg之间，所占比例分别为64．9％、

57．8％和78．7％，且中、晚稻分别有5．9％和2．1％

试验的NAE大于20 kg／kg。图2C中，早稻和中稻

的NRE主要集中在20％～40％区间，分别占

52．6％和52．4％，晚稻主要集中在10％～30％区

间，占58．3％；且早、中、晚稻分别有15．8％、

11．9％和16．7％试验的NRE大于50％。

2．3早、中、晚稻施氮与不施氮产量的关系

不施氮产量可以反映土壤基础供氮能力的差

异。试验表明，早、中、晚稻施氮与不施氮产量间均

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yER=0．5345x+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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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Early rice 1．8～18．6 10．7±4．7 24．2～91．8 46．2±17．210．9～60．8 31．0±15．7 10．5～60．2 31．8±12．9 38．0～88．3 62．2±14．8

中稻Middle rice0．3～24．9 10．0±5．5 19．8～120．6 50．1±18．9 5．6～“．5 33．2±16．7 5．9～76．3 31．8±16．5 37．5～94．3 64．9±12．8

晚稻Late rice 1．2～21．9 10．4士4．5 17．6～100．0 45．3土20．1 2．0～51．4 24．8±14．9 3．4～74．3 41．1±17．5 34．4～96．266．1±19．6

注(Note)：表中氮肥农学利用率和偏生产力进行统计分析时所用样本数一致。早、中、晚稻分别为37、135和47个；氮肥吸收利用率、生理

利用率和土壤氮素依存率进行统计分析时所用样本数一致，早、中、晚稻分别为19、47和12个．Statistical analysis ofNAE and PFPNwe忙condllC-

ted using results of37 sites of earlyflee，135 sites ofmiddle rice and47 sites oflate riee；bu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NIlE，NPE and SNDR were conducted

using results of 19 sites of early rice。47 sites of middle rice and 12 sites of late rice．NAE—N agronomic efficiency；PFPN—Pani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pplied hi；NRE—N recovery efficiency；NPE—N physiologieal e伍ciency；SNDRmSoil N depend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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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试验点早、中、晚稻施氮处理百千克子粒吸氮量、氮肥农学利用率和吸收利用率分布图

Fig．2 II瞳stribufiom of N absorption of 100一kg seeds，NAE and NRE of earl),，middle and Iate rice in dk岱erent sites

[注(Note)：NAE一氮肥农学利用率N昭∞onIic et矗cieney；NRE一氮肥吸收利用率N reeoveIy efficiency；

ER一早稻Early flee；MR一中稻Middle rice；LR一晚稻【舭rice．]

r=0．629。‘(厅=37)；YMR=0．7168x+3606，r=

0．695一(，l=135)；YTR=1．0125x+1630，r=

0．895一(n=47)。说明土壤供氮能力和环境因素

对水稻氮肥肥效的发挥具有显著影响。回归方程斜

率(不施氮产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应施氮产量的增

加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土壤供氮能力对施氮产量的

效应大小，换言之，反映了施氮产量对土壤氮素和环

境的依赖程度。3种类型水稻施氮产量均随不施氮

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它们的回归方程斜率不同，大

小顺序为晚稻>中稻>早稻，表明晚稻产量对土壤

氮素和环境的依赖程度最大，其次为中稻，早稻最

小，它们对氮肥的依赖程度则反之。

2．4氮肥利用率与土壤供氮量、氮肥施用量及稻谷

产量之间的关系

表7表明，氮肥利用率各指标与土壤全氮之间

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除了NPE与碱解氮

间呈极显著负相关，其他指标与碱解氮间的相关关

系也不显著。但是，无氮处理TNA(即土壤基础供

氮量)与NAE间呈显著负相关，与PFP。及SNDR呈

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土壤基础供氮量越高，水稻对土

壤氮的依存率越高，相应对肥料氮的依存率越低。

NAE、PFP。、NRE、NPE及SNDR与施氮量间均呈负

相关，且除NRE外，其余指标与施氮量间的相关性

均达显著水平，说明氮肥用量越多，利用效率越低，

土壤氮对水稻氮营养的贡献率也越低。无氮处理产

量与NAE间呈极显著负相关，与PFP。及SNDR呈

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无氮产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反映土壤的供氮能力。NAE、PFP。及NRE与施氮

处理产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提高水稻产量也

是提高氮肥利用率的重要途径。

3讨论与结论

3．1氮肥在水稻增产中的作用

本研究中，3种类型水稻对氮肥投入的反应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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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氮肥利用率各指标与土壤供氮量、氮肥施用量及稻谷产量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among N u艇efficiency and soil N apply，N appficafion rate。grain yield

注(Note)：表中氮肥农学利用率和偏生产力分析所用样本数均为219个，氮肥吸收利用率、生理利用率和土壤氮素依存率分析所用样本

数均为73个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E and PFPN were conducted using 219 experiments'results，bu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RE，NPE and SNDR were

conducted using 73 experiments'results．NAE—N agronomic efficiency；PFPN—P龇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pplied N；NRE—N recovery efficiency；

NPE—N physiological efficiency；SNDR--Soil Ndependent rate；TNA--Total N accumulation．宰—P<0．05：拳{一P<0．01．

季别、品种、土壤理化性质、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而

差异很大，这与国内外的许多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17 J。但是，219个试验的产量结果都表现为

NPK>PK，即在磷、钾肥的基础上，早、中、晚稻适量

施氮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分别平均增产

37．6％、27．5％和35．0％，说明在当前生产条件下，

氮肥在水稻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福建省

的研究结果【1刮也证明了这一点，该省早、中、晚稻施

氮后的平均增产率分别为16．9％、16．5％和

19．0％。可见，目前湖北省水稻施氮效果明显优于

福建省，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较低，如印度水稻施氮

后平均可增产53．6％【19]。总结国内外研究可以看

出，水稻的高产离不开氮肥的施用，而因自然及人为

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间施氮效果的差异是必然存

在的。

3．2氮肥利用效率的现状与评价

研究表明，水稻对氮肥的利用受诸多因素影响，

如水稻季别‘201、水稻品种‘3·2¨、土壤理化性状[12 3、

施肥量‘12，21珑】、施肥方法‘131、气候条件‘231及水分管

理口他1等。本研究采用大样本试验，在模糊其他影

响因素的基础上，按季别将水稻分为早稻、中稻和晚

稻，分析目前生产条件下区域性的氮肥利用率状况，

其结果也证实了以上论点。

张福锁等【171通过分析全国179个试验的结果

指出，目前我国的水稻NAE平均为10．4 kg／kg，

PFPN平均为54．2 kg／kg，NRE平均为28．3％，NPE

平均为36．7 kg／kg。而本研究条件下，水稻NAE平

均为10．2 kg／kg，PFPN为48．4 ks／kg，NRE为

31．2％，NPE为33．4 kg／kg，可见湖北省目前的水稻

氮肥利用效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另外，

当前生产条件下，随着高产水稻品种的大面积种植，

PFP。明显提高Ⅲ1；但同时随着肥料用量的增加，

NAE和NRE却下降ⅢJ。Dobermann[拍1曾就养分的

利用效率做过详细综述，认为粮食作物氮肥利用率

在下述范围内比较适宜，即，NAE为10～30 kg／kg，

PFPN为40～70 ks／kg，NRE为30％～50％，NPE为

30～60 kg／kg。从以上4个指标来看，湖北省目前

的氮肥利用率均已达到适宜范围，但都处于适宜范

围的较低水平，因此，仍需通过改进施肥和管理措施

来提高氮肥的利用效率。

NAE、PFP。、NRE和NPE虽都表征了氮肥的利用

效率，但是它们的内涵和应用对象是不同的呤’1。川。本

研究利用这4个指标对早、中、晚稻氮肥利用率进行

评价时发现，3种水稻在不同指标间的排序不完全一

致。其中，中稻因其施氮量较高，NAE相对较低；而

其NRE最高，则主要是因为其TNA高所致，而TNA

大约有40％是来自于稻草。由于水稻的主要收获部

分为子粒，因此，可以认为，用NAE作为水稻氮肥利

用率的指标可能比NRE更为科学合理。另外，PFP。

虽简单易掌握，但因其未排除土壤供氮能力对作物产

量的影响，故只有当氮肥用量较高时用PFP。才更有

意义悼J。NPE说明的是植物体内氮素的利用效率而

不是增产效应，因此其应用范围也相对有限【l7‘。综

合来看，NAE和PFP。共同用来评价水稻的氮肥利用

率可能较为合理。

3．3根据早、中、晚稻的土壤供氦能力合理配置氮

肥资源

有资料表明，水稻成熟时地上部积累的氮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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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壤提供的比例都在50％以上，且大多在60％～

80％之间∞]。本研究也表明，早、中、晚稻SNDR在

50％以上的试验分别占78．9％、88．1％和75．O％。

且其平均值都在60％以上。说明保持和提高土壤

供氮能力是争取水稻高产稳产的重要一环；而合理

施氮又是保持和提高土壤供氮能力的有效措施[27。。

另外，3种水稻SNDR表现为：晚稻>中稻>早稻，

即晚稻植株中土壤氮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化肥氮

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早

稻和中稻，晚稻NRE较低而NPE较高。

SNDR反映了土壤氮对水稻氮营养的贡献，无

氮处理产量则反映了土壤的基础供氮能力和环境因

素状况。本研究中，早、中、晚稻施氮与不施氮产量

间呈显著正相关，不施氮产量每增加l kg／hm2，施

氮产量分别增加0．53、0．72和1．01 kg／hm2，表明晚

稻产量对土壤氮素肥力和环境的依赖程度最大，其

次是中稻，早稻最小。这与3种水稻SNDR的表现

趋势一致，说明晚稻生长期间土壤供氮能力大于早

稻和中稻，原因可能是因为晚稻生长期间土壤温度

较高，从而提高了供氮能力，并促进了水稻对土壤氮

素的吸收Ⅲ】。考虑到晚稻氮营养及产量对土壤氮

素依赖程度较高，而对氮肥依赖较低的情况，建议在

保证晚稻高产的同时，适当减少氮肥用量，以节约成

本提高氮肥利用率。但是，对于早、中、晚稻具体施

氮量的确定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3．4水稻高产与氮肥高效利用的同时实现

研究证明氮肥利用率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减

小¨4’1。7|。本研究也证实NAE、PFPN、NRE及NPE

都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小。说明减少施氮量是提高

氮肥利用率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施氮量太低不利于

水稻增产，如果片面追求氮高效而忽略了产量的提

高也不符合21世纪人口众多所带来的粮食问题，所

以施氮量的增减必须以同时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和

氮肥利用率为目标。本研究发现，水稻的高产与氮

肥的高效利用是可以同步实现的，如NAE、PFPN、

NRE都与施氮产量间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提高产

量也是提高氮肥利用率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前

生产条件下，必须充分挖掘水稻高产品种的增产潜

力，而这与栽培过程中氮肥的适量、适时及平衡施用

是分不开的，今后仍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实现水

稻生产的高产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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