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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磷水平对苹果砧木氮、磷吸收和利用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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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磷能够促进植物体内ＮＯ－３ 的还原和同化，但过量的磷往往致使植株体内游离氨基酸和酰胺含量增
加，阻碍蛋白质的合成。为此，本试验研究了不同苹果砧木在不同供磷水平下对氮、磷吸收利用差异，旨在选出不

同磷水平下氮素吸收和利用效率高的砧木，确定合理的氮磷肥配比，提高果树的养分利用效率。【方法】以一年生

平邑甜茶（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Ｒｅｈｄ．）、八棱海棠（Ｍ．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Ｍａｋｉｎｏ）和富平楸子［Ｍ．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Ｂｏｒｋｈ．］为
试材，设置５个供磷水平（Ｐ０ Ｐ４），分别为 Ｐ２Ｏ５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和２００ｋｇ／ｈｍ

２，同时施入１５Ｎ－尿素０１ｇ，３次重
复。整株取样后将植株分成根、茎和叶三部分，烘干，粉碎，称重，备测。用钒钼黄比色法测定各器官含磷量；全氮

用凯氏定氮法，１５Ｎ丰度用ＭＡＴ－２５１质谱仪测定。【结果】３种苹果砧木的磷吸收效率在 Ｐ１水平比不施磷增加，
在Ｐ２以上水平时略有下降，在Ｐ３、Ｐ４水平，磷吸收效率显著低于Ｐ１处理。富平楸子根、茎、叶从肥料１５Ｎ中吸收分
配制的１５Ｎ量对该器官全氮量的贡献率（Ｎｄｆｆ）在 Ｐ０、Ｐ１、Ｐ２处理下较高，Ｐ３处理较低；氮肥利用率在 Ｐ１处理最高
（６３９％），Ｐ３处理最低（３３１％）。八棱海棠各器官的Ｎｄｆｆ不同供磷水平间波动较小，在Ｐ２处理最低；其氮肥利用
率随供磷水平的增加逐渐增加，在Ｐ３ Ｐ４处理氮肥利用率最高。平邑甜茶各器官Ｎｄｆｆ在Ｐ２处理达到最大值，此
时根、茎、叶的Ｎｄｆｆ值分别为５２１％、４５５％、５７９％，显著高于相同磷水平下富平楸子和八棱海棠各器官；其氮肥
利用率Ｐ２处理最高（４８６％），继续提高供磷水平则下降。【结论】富平楸子原产于土壤含磷量较低的陕北高原，其
氮肥利用率在低磷时（Ｐ２Ｏ５５０ｋｇ／ｈｍ

２）最高，从磷素利用角度富平楸子可作为该地区苹果砧木的重要参考；八棱海

棠在高磷条件下氮肥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可作为环渤海湾产区高磷苹果园砧木的重要参考；平邑甜茶在中等磷

水平时氮肥利用率最高，且平邑甜茶具有较强的抗耐性和嫁接亲和力，因此平邑甜茶可在磷素较为充足的山丘地

新建苹果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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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是蛋白质合成过程中氨基转移酶和硝酸还原
酶的组成成分，影响着植物体内 ＮＯ－３ 的还原和同
化［１］，适当施用磷肥可促进作物对土壤中氮素的吸

收［２］。低磷胁迫显著降低了玉米、甘蓝型油菜等对

于氮素的吸收和积累［３－７］。然而，磷对植物氮素吸

收的影响存在基因型差异，磷低效型玉米氮素吸收

对供磷水平的反应敏感，低磷处理下生长量和氮素

吸收量大幅减少；磷高效型氮素吸收受低磷胁迫的

影响较小，低磷处理下氮素吸收量高于磷低效

型［３］。为此，本试验以３种不同苹果砧木为试材，研
究其在不同供磷水平下氮、磷吸收和利用特性的差

异，旨在选出不同磷水平下氮素吸收和利用效率高

的砧木，确定合理的氮磷肥配比，提高果树的养分利

用效率。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与设计

试验于２０１３年在山东农业大学园艺试验站进
行。供试土壤为黏质壤土，有机质１０１３ｇ／ｋｇ、碱
解氮 ７６６３ｍｇ／ｋｇ、速效磷 １４６０ｍｇ／ｋｇ、速效钾
１８４９９ｍｇ／ｋｇ、ｐＨ６７。以一年生八棱海棠（Ｍ．
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Ｍａｋｉｎｏ）、平邑甜茶 （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和富平楸子［Ｍ．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Ｂｏｒｋｈ．］实
生苗为试材，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播种，维持正常田
间管理，每种砧木选取长势基本一致的植株１５盆，

每盆 ６株。试验设置 Ｐ２Ｏ５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和 ２００
ｋｇ／ｈｍ２５个磷浓度，３次重复，折合磷酸氢二铵０、
０３、０６、０９和１２ｇ，依次记为 Ｐ０、Ｐ１、Ｐ２、Ｐ３、Ｐ４
处理。同时按照氮（以 Ｎ计）、钾（以 Ｋ２Ｏ计）１００
ｋｇ／ｈｍ２的标准施入尿素和硫酸钾，其中包括１５Ｎ－
尿素０１ｇ，所用１５Ｎ－尿素（上海化工研究院生产）
丰度为１０２２％。
１２　样品处理与分析方法

于７月２８日整株取样测定。取样后将植株分
成根、茎和叶三部分，样品于 １０５℃杀青 ３０ｍｉｎ，
８０℃烘干至恒重，用不锈钢电磨粉碎，过 ０２５ｍｍ
筛后备测；各器官干物质量用千分之一电子天平称

量；植株含磷量用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消煮—钒钼黄比色
法测定；全氮用凯氏定氮法测定；１５Ｎ丰度在中国农
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用ＭＡＴ－２５１质谱仪测
定；根系活力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ＴＴＣ）还原法测
定，以单位鲜重根系还原的ＴＴＣ量表示。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Ｎｄｆｆ（％）＝（植物样品中１５Ｎ丰度％ －自然丰
度％）／（肥料中１５Ｎ丰度％－自然丰度％）×１００

氮肥利用率（％）＝［Ｎｄｆｆ×器官全氮量（ｇ）］／
施肥量（ｇ）×１００

氮肥分配率（％）＝各器官从氮肥中吸收的１５Ｎ
氮量（ｇ）／总吸收１５Ｎ氮量（ｇ）×１００

植株磷吸收效率（ｍｇ／ｐｌａｎｔ）＝磷浓度（ｍ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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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干物质重（ｇ／ｐｌａｎｔ）
植株磷利用效率（ｇ／ｍｇ）＝植株干物质重（ｇ）／

吸磷量（ｍｇ）
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数据处理；用 ＤＰＳ

数据处理系统单因素试验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显著性

和相关性分析；多重比较采用ＬＳＤ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磷吸收效率和磷利
用效率的差异

植株磷吸收效率可以用单位植株干重的全磷含

量（即吸磷量）表示，是指植物在一定介质有效磷浓

度下吸收的总磷量，它反映了植株对介质中磷的吸

收能力［８］；磷素利用效率是指植物吸收到体内的单

位磷素所形成的地上部干物质量，是衡量作物利用

磷素养分资源效率的重要指标［９］。

３种苹果砧木的磷吸收效率在低磷时随着供磷
水平的增加而升高，在 Ｐ１水平下富平楸子、八棱海
棠和平邑甜茶的磷吸收效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２３７５、１８１１和 １３５６ｇ／ｐｌａｎｔ；随后磷吸收效率开
始下降，至Ｐ２时富平楸子磷吸收效率最低，而八棱
海棠和平邑甜茶的磷吸收效率在Ｐ３时最低（图１），
且Ｐ３和 Ｐ４处理的磷吸收效率显著低于 Ｐ１处理。
不同供磷水平下平邑甜茶的磷利用效率均显著高于

八棱海棠和富平楸子，且不同砧木在不同磷水平下

磷利用效率的变化不同；平邑甜茶的磷利用效率以

Ｐ２和 Ｐ３处理最高，Ｐ１处理最低；富平楸子的磷利
用效率以Ｐ２处理最高，Ｐ１处理最低；八棱海棠的磷
利用效率以Ｐ３处理最高，Ｐ１处理最低。

图１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的磷吸收效率和磷利用效率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ｅｖｅｌｓ

［注（Ｎｏｔｅ）：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２２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各器官Ｎｄｆｆ的差异
器官的 Ｎｄｆｆ（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是指植株器官从肥料１５Ｎ中吸收分配到
的１５Ｎ量对该器官全氮量的贡献率，它反映了植株
器官对肥料１５Ｎ的吸收征调能力［１０］。富平楸子根、

茎、叶的Ｎｄｆｆ在Ｐ０ Ｐ２处理时均维持较高水平，在
Ｐ１处理达到最大值（Ｎｄｆｆ根 ３４０％、Ｎｄｆｆ茎 ３６２％、
Ｎｄｆｆ叶４１２％），随后逐渐降低，至 Ｐ３处理时降到最
低（Ｎｄｆｆ根 ２００％、Ｎｄｆｆ茎 ２３２％、Ｎｄｆｆ叶 ２７０％）。
八棱海棠各器官的 Ｎｄｆｆ在不同供磷水平下波动较
小，Ｐ２处理时各器官 Ｎｄｆｆ最低（Ｎｄｆｆ根 ３９５％、
Ｎｄｆｆ茎４０３％、Ｎｄｆｆ叶４５０％）；但不同供磷水平下八
棱海棠的各器官 Ｎｄｆｆ值均显著高于富平楸子。平
邑甜茶各器官 Ｎｄｆｆ在 Ｐ１处理时最低 （Ｎｄｆｆ根

３３９％、Ｎｄｆｆ茎３２６％、Ｎｄｆｆ叶 ３８８％），并随着供磷
水平的增加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至Ｐ２时达到
最大值，此时根、茎、叶的 Ｎｄｆｆ值分别为 ５２１％、
４５５％、５７９％，显著高于相同磷水平下富平楸子和
八棱海棠各器官Ｎｄｆｆ值。
２３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总吸氮量和氮肥利
用率的差异

不同供磷水平下，不同苹果砧木植株总吸氮量

差异显著。其中，富平楸子在Ｐ１处理植株总吸氮量
最高（０２９ｇ），Ｐ３处理植株总吸氮量最低（０１５
ｇ）；Ｐ０ Ｐ２处理八棱海棠植株总吸氮量均处于较
低水平，其在 Ｐ３、Ｐ４处理植株总吸氮量最高；平邑
甜茶植株总吸氮量在 Ｐ１、Ｐ２处理较高，在 Ｐ０处理
最低（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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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各器官Ｎｄｆｆ值
Ｆｉｇ．２　Ｎｄｆｆ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ｐｐｌｅ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ｅｖｅｌｓ

表１　不同供磷水平苹果砧木的总吸氮量（ｇ）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ｅ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２Ｏ５ｌｅｖｅｌｓ

砧木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Ｐ０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富平楸子Ｍ．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Ｂｏｒｋｈ．０１７±００１ｄ ０２９±００１ａ ０２３±００１ｃ ０１５±００１ｅ ０２４±００１ｂ

八棱海棠Ｍ．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Ｍａｋｉｎｏ ０１８±００１ｃ ０１９±００１ｃ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２３±００１ａ

平邑甜茶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Ｒｅｈｄ． ０１５±００１ｃ ０２１±００１ａ ０２２±００１ａ ０１８±００１ｂ ０１７±００１ｂ

　　注（Ｎｏｔｅ）：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ａｔｔｈｅ
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图３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的氮肥利用率
Ｆｉｇ．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ｐｐｌｅ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ｅｖｅｌｓ

　　由图３可以看出，不同供磷水平下３种苹果砧
木的氮肥利用率差异显著。随着磷水平增加，富平

楸子氮肥利用率先呈现上升趋势，在Ｐ１处理达到最
高（６３９％），Ｐ３处理最低（３３１％）。八棱海棠的
氮肥利用率随着供磷水平的增加逐渐增加，其在 Ｐ３
Ｐ４处理氮肥利用率最高。低磷时平邑甜茶的氮

肥利用率随着供磷水平的增加而升高，Ｐ２处理达到
最高（４８６％），而后随着供磷水平的继续增加而
下降。

２４　不同供磷水平下苹果砧木根系生物量及根系
活力的差异

表２表明，富平楸子的根系生物量在Ｐ１处理最
大，Ｐ０处理最小，而根系活力在 Ｐ１处理最大，Ｐ２处
理最小；八棱海棠的根系生物量和根系活力整体变

幅较小，其中生物量在 Ｐ３处理最大，而根系活力在
Ｐ０处理最高；平邑甜茶的根系生物量在 Ｐ１处理最
大，Ｐ０和Ｐ３处理最低，而根系活力在Ｐ３处理最高，
Ｐ４处理最低。

相关性分析表明，苹果砧木的氮肥利用率与根

系生物量和根系活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Ｒ２ ＝
０６９，Ｒ２＝０６１），其磷吸收效率与根系生物量
和根系活力的相关性也较显著（Ｒ２＝０５７，Ｒ２＝
０６０），这表明，苹果砧木是通过根系对供磷水平
的响应来影响植株对氮、磷的吸收和利用。

３　讨论
植物中的氮素吸收与磷营养密切相关，缺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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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供磷水平苹果砧木的根系生物量及根系活力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ｒｏ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ｅ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ｅｖｅｌｓ

砧木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Ｐ０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根系生物量 Ｒｏｏｔｂｉｏｍａｓｓ（ｇ）

富平楸子Ｍ．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Ｂｏｒｋｈ． ０８５±００３ｂ ０９５±００３ａ ０９２±００３ａ ０７８±００２ｃ ０８１±００２ｂｃ

八棱海棠Ｍ．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Ｍａｋｉｎｏ ０７１±００２ｄ ０７９±００２ｃ ０８１±０００ｂｃ０８７±００５ａ ０８５±００１ａｂ

平邑甜茶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Ｒｅｈｄ． ０６５±００４ｃ １０１±００８ａ ０８７±００３ｂ ０６５±００３ｃ ０６９±００４ｃ

根系活力 Ｒｏ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μｇ／（ｇ·ｈ）］

富平楸子Ｍ．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Ｂｏｒｋｈ． ５６２９±２２６ｅ１１８２９±２０９ａ６６９８±２８９ｄ ７８７７±２３２ｃ１０４９２±２１１ｂ

八棱海棠Ｍ．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Ｍａｋｉｎｏ ６２２８±２４３ａ ５０９７±２９４ｂ４３０４±４３６ｃ ５７１０±２８８ａ ５９１８±３５３ａ

平邑甜茶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Ｒｅｈｄ． ５０７８±２３５ｂｃ５０６１±３５８ｂｃ５５１６±１６７ｂ ６５６７±１７２ａ ５００９±３４４ｃ

　　注（Ｎｏｔｅ）：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品种间差异达００５显著水平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ａｔ
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豆植株中硝酸盐的吸收明显受到抑制，吸收的硝酸

盐从根到茎的转运减少［１１］。器官的 Ｎｄｆｆ反映了植
株器官对氮肥的吸收征调能力，本试验结果表明，富

平楸子各器官的Ｎｄｆｆ在Ｐ０ Ｐ２处理均维持较高水
平，这可能是因为低磷时富平楸子的磷吸收效率较

高，保证植株充足的磷素供应，进而促进植株对氮素

的吸收征调，而高磷抑制了植株对磷素的吸收，使

ＡＴＰ库减少，降低了能量供应，从而使氮素的吸收能
力降低。不同供磷水平下八棱海棠各器官的 Ｎｄｆｆ
波动较小，高磷时 Ｎｄｆｆ略高于低磷，可见磷水平对
八棱海棠氮素吸收的影响较小，前期研究［１２］也表明

八棱海棠是一种磷效率较低的苹果砧木，对介质中

的磷不敏感，因而其在不同磷水平下植株的磷吸收

能力差异较小，对氮素的吸收能力差别也不大，只有

在较高的磷浓度时才表现出对氮素的大量吸收。平

邑甜茶根、茎、叶Ｎｄｆｆ在Ｐ０ Ｐ１处理较低，Ｐ２ Ｐ４
处理较高，与供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Ｒ２ ＝
０６３），但与磷吸收效率呈负相关关系（Ｒ２＝－
０６７），这说明供磷水平对植株氮素吸收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植株的磷吸收效率并不是影响氮素吸

收的唯一因素。

充足的肥料和适宜的配比是保证果树产量的重

要物质基础，氮磷肥过量会造成严重的土壤养分盈

余，导致土壤酸化［１３］，随灌溉水流失的磷还会造成

水体富营养化［１４－１６］，因此提高肥料利用率是可持续

发展农业的关键所在。本研究表明，不同供磷水平

对苹果砧木的氮肥利用率有显著影响，不同苹果砧

木的氮肥利用率对磷水平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富平

楸子的氮肥利用率在施磷量为５０ｋｇ／ｈｍ２（以 Ｐ２Ｏ５

计）时最高，低于推荐施肥量（１００ｋｇ／ｈｍ２），这可能
是因为富平楸子的磷效率较高，其在低磷条件下的

磷吸收效率较高、生物量较大，对氮素的吸收征调能

力较强。八棱海棠的氮肥利用率在施磷量为 １５０
ｋｇ／ｈｍ２时最高，低磷供应时其氮肥利用率较低，只
有在较高的磷浓度下才表现出较高的氮肥利用率，

这可能与八棱海棠的磷效率较低，低磷条件下长势

较弱，氮素的吸收能力较弱有关。平邑甜茶的氮肥

利用率在施磷量５０ １００ｋｇ／ｈｍ２均较高，其变化
规律与丁宁等［２］的研究结果相符，说明其在低磷及

正常供磷时均能保证较高的氮肥利用率；由图３可
以看出高磷时平邑甜茶的器官 Ｎｄｆｆ较高，但氮肥利
用率的结果表明其在高磷时利用率较低，这可能是

由于高磷抑制了平邑甜茶的生长，其生物量较小，从

而使植株的总吸氮量减少，氮肥利用率降低。

本研究中，富平楸子的氮肥利用率在低磷时最

高，与富平楸子原产于土壤含磷量较低的陕北高原

有关，从磷素利用角度富平楸子可作为该地区苹果

砧木的重要参考；八棱海棠在高磷条件下氮肥利用

率处于较高水平，可作为环渤海湾产区高磷苹果园

砧木的重要参考；平邑甜茶在中等磷水平时氮肥利

用率最高，前人研究［１７］也表明平邑甜茶具有较强的

抗耐性和嫁接亲和力，因此平邑甜茶可在磷素较为

充足的山丘地新建苹果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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