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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磷量与耕作方式交互作用对甜荞植株形态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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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明确耕作方式和施磷量对甜荞植株形态及产量的影响，以甜荞品种丰甜 1 号为试验材料，设置了不同

的耕作方式和磷肥处理，研究了其对甜荞根际土壤养分、根系形态、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根际
土壤铵态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总体随施磷量的增加呈先降后增的趋势，且基本以中浓度磷肥处理时含量最
低，根际土壤 pH 值随施磷量的增加而降低，有机质含量则增加；根系活力、农艺性状及产量基本以中浓度磷肥
处理高于其他处理。不同耕作方式间以深耕和常耕处理的根系形态优于免耕；根系活力、产量以深耕高于其他
处理；相关性分析表明，丰甜 1 号的株高与根系长度、表面积显著正相关，与主茎节数、主茎分枝数极显著正相
关，产量与株高、主茎节数极显著正相关。综上，深耕及中浓度磷肥处理将更有利于甜荞植株的成长及产量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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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buckwheat）又名乌麦、花麦或三角麦［1-2］，

属蓼科（Polygonaceae）荞麦属（Fagopyrum Mill）。

长期免耕条件下土壤压实程度加重，干体积质量增
加，不利于作物根系发育，产量显著降低［10］。深

栽培种有甜荞（F.esculentum，普通荞麦）和苦荞

松可以有效打破犁底层，降低深层土壤容重，保持

（F.tataricum，鞑靼荞麦）［3］。甜荞的生育期较短，

土壤疏松和水分适宜，有益土壤的熟化，增强肥

［4］

；甜

是较好的救灾填闲作物和重要的蜜源作物

荞籽粒因富含膳食纤维、黄酮类化合物等而具有较
高的药用保健价值

［5］

，能保持心血管正常，具降

低胆固醇、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尿糖、防
［6］

癌等效果

；许多国家都把甜荞食品列为保健食
［7］

力，加速土壤升温，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活动，
加速有机物的利用和分解，缓解自毒物质及病原微
生物对植物的伤害［11］。
然而，单纯的耕作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生
产，需要其他措施来配合耕作方式共同改良土壤结

，认

构［12］，提高作物产量。磷素是植物生长发育所需

为甜荞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8］。但生产上因甜

的大量营养元素之一，是构成大分子物质及多种重

荞产量较低，国内种植的甜荞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

要化合物的组分，并参与植物体内的代谢［13］，同

要［6］。

时也是影响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4］，适量施

品，并开发出相应的配餐、糕点、饮料等

国内外研究表明，适宜的耕作措施可以改善土

用磷肥可提高作物产量，但过量施用磷肥将导致土

壤蓄水能力、增加土壤渗透性、改变土壤肥力，是

壤磷素积累，不仅增加了成本，造成磷矿资源的浪

农业生产中普遍应用的土壤扩蓄增容措施之一

［9］

。

费，而且也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环
境问题［1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常规作物上对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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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耕作方式与肥料管理对 3 个密西西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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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豆生长和产量有一定影响；Singh 等［19］研究了

株小心连根挖出，用自来水把根部泥土洗净，滤干

地下土壤增施磷供应对不同作物的影响。但对耕作

水分后剪下根部，利用根系扫描分析系统测定根系

方式与施磷量的交互作用，尤其在甜荞上相关的

长度、根系表面积、根系体积和根系平均直径；参

研究报道较少。因此，本试验以丰甜 1 号为试验材

考张宗文和林汝法的方法［21］测量株高、主茎分枝

料，设置不同耕作方式和磷肥处理，探讨其对甜荞

数、主茎节数；对每小区产量进行测定计算其平均

生长及产量的影响，以期为甜荞的高产栽培提供理

值，并以此计算每公顷的产量。

论依据。

1.4

1
1.1

采用 Excel 2003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SPSS 20.0

材料与方法

对数据做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试验材料
供试甜荞品种为丰甜 1 号。供试肥料为磷肥

（过磷酸钙，P2O5 14%）、氮肥（尿素，N 46%）和
钾肥（氯化钾，K2O 60%）。
1.2

数据处理

2
2.1

结果与分析
不同施磷量及耕作方式对丰甜 1 号根际土壤

速效养分和 pH 值的影响

种植管理

由表 1 可知，相同耕作方式下的不同肥料处理

试验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贵州省普通高等学

间，免耕处理时，随施磷量的增加，丰甜 1 号根际

校荞麦栽培生理及推广特色重点实验室毕节市大方

土壤的铵态氮和有效磷均呈先显著降低后显著增加

县黄泥塘镇荞麦栽培试验基地水泥池进行。水泥池

的趋势，且均以 MP 处理最低，CK 处理最高，有

长 5 m，宽 2 m，设置免耕（耕深约 4 ～ 5 cm）、常

效磷含量在各肥料浓度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速

耕（耕深约 10 ～ 15 cm）、深耕（耕深约 20 ～ 25

效钾在 MP 处理最低，LP 处理最高；根际土壤的

2

cm）。设置不同磷肥用量：0、35、70、105 kg/hm ，

pH 值随施磷量的增加呈递减趋势，各处理间差异

分 别 以 OP（CK）、LP、MP、HP 表 示， 氮 肥 和 钾

显著；有机质含量随施磷量的增加呈递增趋势，各

2

［5］

肥分别以 103.5、5.1 kg/hm 的最适施用量施入

，

处理间差异显著。常耕处理时，根际土壤养分及

3 种肥料混合后作为底肥一次性施入，整个生育期

pH 值在各肥料浓度处理间差异显著，铵态氮含量

不施肥。每个处理种植一个池子，3 次重复。采用

在 CK 处理时最低，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在 MP

条播的播种方式，行距为 0.33 m，播种量 52.5 g/ 小

处理时最低，有机质含量在 MP 处理时最高。深耕

区，每小区基本苗约 900 ～ 1 000 株。常规种植管

处理时，除有机质外，各指标在各肥料浓度处理间

理。当各小区中有 70% 甜荞籽粒成熟时（2017 年

差异均显著，铵态氮含量在 HP 处理时最低，有效

7 月 10 日）采收。

磷含量在 MP 处理时最低，速效钾含量在 LP 处理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时最低；pH 值随施磷量的增加呈递减趋势；有机

于丰甜 1 号的成熟期（2017 年 7 月 10 日）取

质含量随施磷量的增加呈递增趋势。综上，免耕、

样，每个处理随机选取长势一致的植株 10 株，小

常耕、深耕时土壤中的有效磷含量均以 MP 处理时

心挖取，将植株根系所带的土壤收集于自封袋中，

最低。

混合后剔除石块、残根等杂质，放置于阴凉、干

不 同 耕 作 方 式 间 相 比，CK 处 理 时， 丰 甜 1

燥处自然风干，其后研磨土壤过 2 mm 筛，用土壤

号根际土壤的铵态氮、有效磷含量及 pH 值以常

（肥料）养分速测仪（型号：OK-Q3）测定根际土

耕处理最低，铵态氮含量在免耕和常耕处理间差

壤铵态氮、有效磷、速效钾及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异 显 著， 有 效 磷 含 量 在 各 耕 作 方 式 间 差 异 均 显

用 pH 计（型号：MP511）测定根际土壤 pH 值。

著，pH 值 在 免 耕 处 理 时 和 常 耕 处 理、 深 耕 处 理

于丰甜 1 号的苗期、开花期、灌浆期、成熟期

差异均显著，速效钾含量以深耕处理时最低，在

取根，将带土壤的根系置于筛网中包裹并放入水中

免耕处理和常耕、深耕处理间差异显著；LP 处理

浸泡，用清水小心冲洗（防止根系损伤，尽量保持

时，土壤养分各指标均在深耕处理时最低，且在

根系完整），用滤纸擦干后剪碎，混匀，采用 TTC

各 耕 作 方 式 间 差 异 显 著，pH 值 以 常 耕 处 理 时 最

还原法

［20］

进行根系活力测定。

于丰甜 1 号的成熟期选取长势一致的 10 株植

低，在各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有机质在 CK 处
理 和 LP 处 理 时 含 量 均 在 深 耕 处 理 时 最 低， 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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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间差异显著。MP 处理和 HP 处理时，铵态

氮、速效钾含量以深耕处理最低，有效磷含量及

氮、速效钾含量及 pH 值 均 以 深 耕 处 理 最 低， 有

pH 值以常耕处理时最低，有机质以免耕处理时最

效 磷 含 量 均 以 常 耕 处 理 时 最 低。MP 处 理 时， 铵

低，各指标在各耕作方式处理间差异均显著。综

态 氮、 速 效 钾 含 量 及 pH 值 均 以 深 耕 处 理 最 低，

上，CK、MP、HP 处理时，土壤中的有效磷含量

有 效 磷 含 量 均 以 常 耕 处 理 时 最 低， 各 指 标 在 各

均以常耕处理时含量最低，LP 处理时以深耕含量

耕 作 方 式 处 理 间 差 异 均 显 著。HP 处 理 时， 铵 态

最低。

表1

磷肥及耕作方式对根际土壤养分及 pH 值的影响

耕作方式

肥料处理

pH 值

有机质（g/kg）

免耕

CK

111.37a/a

52.36a/b

106.06b/b

7.19a/a

28.26d/b

LP

89.86b/b

51.03b/a

127.50a/a

6.93b/a

28.33c/b

MP

75.72c/b

47.55d/a

89.75c/a

6.82c/a

28.41b/c

HP

93.53b/b

50.86c/a

101.23bc/b

5.54d/a

28.88a/c

常耕

深耕

铵态氮（m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CK

89.86d/b

41.76c/c

140.47a/a

5.77a/b

28.66d/a

LP

101.37b/a

49.14a/b

120.97c/b

5.41c/c

29.59c/a

MP

97.97c/a

41.12d/c

88.65d/b

5.74b/b

30.32a/a

HP

103.03a/a

47.59b/c

125.93b/a

4.94d/c

29.87b/a

CK

104.20a/ab

59.09a/a

100.60a/b

5.86a/b

28.13c/c

LP

76.17b/c

43.51c/c

72.43d/c

5.81b/b

28.14c/c

MP

53.91c/c

42.44d/b

77.10c/c

5.71c/c

28.70b/b

HP

51.62d/c

48.84b/b

90.47b/c

5.42d/b

29.28a/b

注：/ 前的小写字母表示相同耕作方式下，不同肥料浓度间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后的小写字母表示相同肥料浓度下，不同耕作方式间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2

不同施磷量及耕作方式对丰甜 1 号根系形态

的影响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深耕处理时，长度和表面积在
各处理间差异显著，体积在 MP 处理与其他处理间

由表 2 可知，免耕处理时，根系长度在各处理

差异显著，平均直径在 HP 处理时最低，在 CK 处

间差异不显著，根系表面积和体积以 MP 处理显著

理时最高，LP 和 MP 间无显著差异。综上，相同耕

高于其它 3 个处理，根系平均直径随施磷量的增加

作方式时的不同肥料处理间，随施磷量的增加，丰

呈逐渐降低的趋势，HP 处理最低，各处理间差异

甜 1 号的根系长度、表面积和体积在各耕作方式

不显著。常耕处理时，长度和表面积在 CK、MP 和

间基本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且均于 MP 处理最

LP、HP 处理之间差异显著，体积和平均直径在各

高，平均直径均在 CK 处理时有最大值。

表2

磷肥及耕作方式对丰甜 1 号根系形态的影响

根体积（cm3）

肥料处理

免耕

CK

112.37a/a

22.26b/a

0.96b/a

0.61a/a

常耕

深耕

24

根长度（cm）

根表面积（cm2）

耕作方式

根平均直径（mm）

LP

119.90a/a

25.00b/a

1.10b/a

0.61a/a

MP

186.21a/a

41.88a/a

2.18a/a

0.58a/a

HP

125.51a/a

22.92b/a

0.88b/a

0.53a/a

CK

82.86b/a

18.01b/a

0.66a/a

0.72a/a

LP

144.78ab/a

29.52ab/a

1.15a/a

0.58a/a

MP

271.22a/a

68.61a/a

5.17a/a

0.64a/a

HP

187.42ab/a

35.54ab/a

1.60a/a

0.56a/a

CK

83.09c/a

19.35c/a

0.81b/a

0.78a/a

LP

121.61bc/a

25.26bc/a

1.07b/a

0.56ab/a

MP

203.31ab/a

51.50a/a

3.29a/a

0.61ab/a

HP

252.84a/a

45.24ab/a

2.00b/a

0.4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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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耕作方式间相比，CK 处理时，根系长度、

在不同时期各耕作方式各肥料浓度处理间均有显著

表面积和体积均在免耕处理时达最大，平均直径均

差异。且基本随施磷量的增加呈先增后降的趋势，

在免耕处理时有最大值，根系形态各指标在各耕

以 MP 处理时活力值最高。

作方式间无显著差异；LP、MP 处理时，长度、表

不同耕作方式间相比，CK 处理时，丰甜 1 号

面积和体积均在常耕处理时有最大值，LP 处理时，

的根系活力在不同时期各耕作方式处理间差异显

平均直径在免耕处理时有最大值，根系形态各指标

著，除开花期外根系活力均以深耕处理时最高。

在各耕作方式间无显著差异；MP 处理时，平均直

LP 处理时，根系活力在不同时期各耕作方式处理

径在常耕处理时有最大值，根系形态各指标在各耕

间差异显著，且均以深耕处理活力最高，免耕处

作方式间无显著差异；HP 处理时，长度、表面积

理 活 力 最 低。MP 处 理 时， 根 系 活 力 在 不 同 时 期

和体积均在深耕处理时有最大值，平均直径均在常

各耕作方式处理间差异显著，均以深耕处理活力

耕处理时有最大值，根系形态各指标在各耕作方式

最高，除开花期外均免耕处理活力最低。HP 处理

间无显著差异。综上，相同浓度磷肥处理时根系形

时，根系活力在不同时期各耕作方式处理间差异

态各指标在各耕作方式间无显著差异。

显著，除开花期外均以免耕处理时活力最低，在

2.3

苗期、灌浆期以深耕处理时活力最高。综上，相

不同施磷量及耕作方式对丰甜 1 号根系活力

的影响

同浓度磷肥处理时根系活力在不同时期各耕作方

由表 3 可知，相同耕作方式下的不同肥料处理
间，除成熟期的免耕处理外，丰甜 1 号的根系活力
表3

最高。

不同时期根系活力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μg/（h·g）FW］

耕作方式

肥料处理

苗期

开花期

灌浆期

成熟期

免耕

CK

247.867c/b

203.867d/c

80.53d/c

69.87c/b

LP

241.867d/c

229.533b/c

132.53b/c

75.20b/c

MP

278.867a/c

261.867a/b

134.53a/c

106.53a/c

HP

251.533b/c

216.867c/b

83.53c/c

70.20c/c

CK

220.867d/c

225.533c/a

116.53d/b

69.53d/b

LP

283.867c/b

268.867a/b

145.87b/b

115.53c/b

MP

290.867b/b

254.533b/c

168.87a/b

156.53a/b

HP

304.533a/b

222.867d/a

133.87c/b

120.20b/a

CK

276.533d/a

214.533c/b

122.53d/a

108.87d/a

LP

293.867c/a

285.533b/a

154.53b/a

147.87b/a

MP

387.533a/a

311.867a/a

185.87a/a

179.87a/a

HP

335.867b/a

207.200d/c

141.53c/a

115.20c/b

常耕

深耕

2.4

式处理间差异显著且基本均以深耕处理时活力

不同施磷量及耕作方式对丰甜 1 号地上部农

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异。深耕处理时，株高、主茎节数、产量均于 MP
处理时达最大值，主茎分枝数于 LP 处理时最大且

由表 4 可知，相同耕作方式下的不同肥料处理

各肥料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株高在 CK 和 LP 处理

间，免耕处理时，丰甜 1 号地上部农艺性状及产量

间无显著差异，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主茎节数

均以 MP 处理时最高。株高于 MP 处理与其他处理

在 LP、MP 和 HP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与 CK 处理

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茎节数于 LP 处理与其他处理

差异显著，产量在各肥料处理间差异显著并于 MP

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茎分枝数在各肥料处理间无显

处理时达最大值。综上，各耕作方式处理间，农

著差异，产量在各肥料处理间有显著差异。常耕处

艺性状所测指标及产量基本均于 MP 处理时达最

理时，株高、主茎节数、主茎分枝数在各肥料处

大值。

理间无显著差异，株高、主茎分枝数、产量于 MP

不 同 耕 作 方 式 间 相 比，CK 处 理 时， 株 高 在

处理达最大值，在 CK 处理和 HP 处理间无显著差

深耕处理时达最大值，在免耕和常耕处理间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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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在各耕作方式间

高和主茎节数在耕作方式间无显著差异，均以深

无显著差异，产量在各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且于

耕处理时达最大值，主茎节数和产量在各耕作方

深 耕 处 理 时 最 大， 在 免 耕 处 理 时 最 小。LP 处 理

式间差异显著，且数值均以深耕处理最高，免耕

时，株高于常耕处理时达最大值，在各耕作方式

处理最低。HP 处理时，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在

间 无 显 著 差 异， 主 茎 节 数 于 常 耕 处 理 时 达 最 大

各肥料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株高和产量在各耕作

值，在各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主茎分枝数在深

方式间差异显著，且数值均以深耕处理最高，免

耕处理时达最大值，免耕、常耕处理间无显著差

耕处理最低。综上，相同浓度磷肥处理时，农艺

异，产量在各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且于深耕处理

性状所测指标及产量基本均于深耕处理时达最

达最大值，免耕处理时达最小值。MP 处理时，株

大值。

表4

肥料处理

株高（cm）

免耕

CK

66.17b/b

8.67a/a

3.00a/a

754.87d/c

LP

65.83b/a

7.00b/b

3.67a/b

822.43c/c

MP

75.40a/a

9.33a/a

3.67a/b

902.89a/c

HP

66.00b/c

9.33a/a

3.67a/a

853.78b/c

CK

65.67a/b

7.67a/a

3.67a/a

922.05c/b

LP

75.00a/a

9.33a/a

3.67a/b

977.36b/b

深耕

主茎节数

产量（kg/hm2）

耕作方式

常耕

2.5

磷肥及耕作方式对地上部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主茎分枝数

MP

75.83a/a

8.33a/a

4.33a/ab

HP

73.40a/b

8.67a/a

4.33a/a

CK

72.17b/a

8.33b/a

4.00a/a

1 044.24c/a

LP

71.33b/a

8.67a/ab

5.33a/a

1 163.54b/a

MP

83.83a/a

10.00a/a

4.67a/a

1 221.29a/a

HP

78.00ab/a

9.00a/a

4.33a/a

1 065.48c/a

丰甜 1 号地上部农艺性状和地下部根系性状

1 022.82a/b
931.39c/b

别为 0.567、0.516；与根表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为 0.370。丰甜 1 号的主茎节数与根平均

由表 5 可以看出，丰甜 1 号的株高与主茎节

直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376。丰甜

数、主茎分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

1 号的根长度与根表面积、体积呈极显著正相关关

株高
株高

表5

丰甜 1 号地上部农艺性状和地下部根系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主茎节数

主茎分枝数

根长度

根表面积

根体积

主茎节数

0.567**

1

主茎分枝数

0.516**

0.221

1

根长度

0.416*

0.312

0.327

1

*

根表面积

0.370

0.261

0.269

0.926**

1

根体积

0.213

0.157

0.175

0.780**

0.951**

根平均直径

-0.178

-0.376*

-0.214

-0.530**

-0.275

-0.083

0.256

0.311

0.273

产量

根平均直径

产量

1

**

0.638

0.287

0.557

**

1
1
0.032

1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极显著相关。

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926、0.780；根表面积与根

分枝数密切相关。

体积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951。丰
甜 1 号的产量与株高、主茎分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3

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638、0.557。综上可知，

3.1

耕作方式与施磷量交互作用下的丰甜 1 号株高和主
茎节数、主茎分枝数密切相关，产量与株高、主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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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施磷量对甜荞植株形态及产量的影响
磷素是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大量营养元素之

一，是构成大分子物质及多种重要化合物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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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植物体内的代谢。根际是植物根周围受植

最低；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CK、MP 和 HP 处理时以

物、土壤、微生物共同影响的特殊生态微域，具有

常耕最低，LP 处理时以深耕最低；土壤速效钾含

［22］

。根系的生长

量在各肥料处理间均以深耕最低。可见，深耕和常

发育与磷环境密切相关。磷环境发生变化时，植物

耕处理 NPK 的吸收量均高于免耕处理，这与陈亚

的根系首先感受并传导信号，通过改变自身代谢和

宇［22］、张文超［31］ 得出的结论大体相似，可能由

生理机制来适应磷环境变化［23］。张均［24］ 研究发

于深松处理可以打破犁底层，利于作物对下层土

现，增施磷肥与促进小麦根毛的产生密切相关，根

壤养分的吸收。丁昆仑等［32］研究发现，深松耕作

毛的产生扩大了根系总表面积及体积，促进根系的

能够有效打破犁底层，同传统耕作相比，可明显提

生长。本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磷肥处理明显增加

高夏玉米的根系长度、根深及根量。根系活力是反

了甜荞的根系长度、根系表面积和根系体积，这与

映植株吸收功能的综合指标，深耕处理促进旱作作

特殊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特性

［24］

［25］

的研

物根系的发育，扩大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范围，显

究发现，磷不足或过量都对橡胶树单根根系活力产

著提高根系活力［33-35］，本试验得出相似的研究结

生抑制作用。Huang 等［26］ 的研究也表明，土壤营

果，即深耕处理时丰甜 1 号的根系活力最强。孙敬

养元素含量高低可以调控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显

国等［11］研究发现，耕作方式对烤烟株高的影响为

著影响根系活力。本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磷肥处理

深耕株高 > 浅耕株高 > 免耕株高。李亚杰等［36］研

时，根系活力基本以 MP 处理活力最高，这与上述

究发现，翻耕覆膜和翻耕的夏大豆农艺性状基本上

［27］

研究发现，增施磷肥能

均优于免耕。本试验研究表明，丰甜 1 号的地上部

增加油葵的现蕾期、开花期和成熟期植株高度及产

农艺性状基本以深耕处理时最高，这与前人结果一

量，但过量施磷后，油葵的植株高度不增反降，产

致。Sander 等［37］对小麦的研究及 Hairston 等［18］对

量也随之下降。唐超等［28］研究发现，N、P、K 单

大豆的研究发现，深耕更有利于促进作物产量的提

施或配施在一定范围内均可以达到增加株高、茎

高，本试验得出相似的研究结果，即深耕处理时产

粗、有效分枝数、主茎节数及节间长度的效果，过

量最高，这可能是因为深松耕作改变了土壤的水、

量施用则会产生抑制作用。本试验研究表明，不同

热环境，有利于根系吸收更多的水分和养分，增强

磷肥处理时丰甜 1 号的地上部农艺性状基本随施磷

了甜荞对土壤氮素的吸收利用，促进了植株根系

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后降的趋势，且基本以 MP 处理

的生长，根系为地上部分生长提供水分和矿物质，

时最高。当氮肥和钾肥的施用量为中等时，甜荞产

而根系生长的好坏，直接制约着地上部分的生长，

量随磷肥用量的增加而提高，当磷肥用量超过一定

健壮的根部必然有利于地上部分的生长与产量形

限度后再增施磷肥甜荞产量有所下降，这与蒋小忠

成［38-39］。

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磷肥过量，导

4

张均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贺军军等

结果基本一致。王德兴

致土壤磷素积累，制约对土壤中氮素和钾素的吸
收，导致植株株型矮小，发育不好，产量下降。与
［5］

前期研究结果一致
3.2

。

结论
施磷量与耕作方式对甜荞的植株形态及产量均

有一定影响。在不同的施磷量下，随着施磷量的增

耕作方式对甜荞植株形态及产量的影响

加，丰甜 1 号的根系长度、表面积、体积和根系活

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以不

力均呈先增后降的趋势，株高、主茎节数、主茎分

同的外部机械力形式作用于土壤并从本质上改变土

枝数和产量也呈先增后降的趋势。中浓度的施磷量

壤的物理化学性状，调节土壤中水、肥、气、热等

（MP）更有利于甜荞的植株形态的形成及产量的增

因子，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

加。在不同耕作方式下，丰甜 1 号的根系长度、表

深松耕作能够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通透性，
实现粮食增产和耕地可持续利用

［30］

。陈亚宇

［22］

研

面积、体积在常耕处理时优势更明显；同一时期同
一肥料处理时深耕的根系活力基本较高；株高、主

究发现，肥料深施可以增加稻草、稻谷和根系氮磷

茎节数、主茎分枝数和产量在深耕处理时较免耕、

钾的吸收量，深施肥的不同处理间也随着施肥深度

常耕处理有一定优势。深耕耕作方式相对更有利于

的增加，NPK 吸收量显著增加。本试验研究发现，

甜荞的植株形态的形成及产量的增加。

土壤铵态氮含量在 LP、MP 和 HP 处理时均以深耕

本试验仅是对耕作方式与施磷量对甜荞植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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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及产量影响的初步研究，对于耕作方式的深度及
磷肥浓度范围的细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与研
究，以期为甜荞的高产栽培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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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亮，不同耕作方式对土壤特性及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

Effects of tillage methods and phosphorus application amount interaction on plant morphology and yield of common
buckwheat
WANG Yan，LI Zhen-zhou，HUANG Kai-feng*（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Buckwheat Industry，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illage methods and phosphorus application amount on plant morphology and yield of
common buckwheat，the common buckwheat“Fengtian No.1”was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and different farming
methods and phosphate fertilizer treatments were set up to study its effects on soil nutrients，root morphology，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of common buckwhea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available nitrogen，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in rhizosphere soil de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hosphorus application
amount，and the content was basically the lowest when treated with the medium concentration phosphate fertilizer，pH of
rhizosphere soil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phosphorus application，while 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increased．The root
activity，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were basic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treatments by the medium concentration phosphate
fertilizer．The root morphology of deep tillage and conventional tillage between different tillage method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no tillage，and the root vigor and yield were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by deep tillage．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lant height of Fengtian No.1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ngth and surface area of roots，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main stems and the number of main stems，and the yiel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lant height and
the number of main stem sections．In conclusion，deep tillage and medium concentration phosphate fertilizer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and yield improvement of buckwheat plants.
Key words：tillage methods；phosphorus application amount；common buckwheat；plant morphology；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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