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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开花前叶面喷施钼肥，初步探讨钼肥对紫云英花荚结实的调控效应，以期为紫云英种子生产合理利

用钼肥及种子产量提高的调控技术提供参考依据。试验以“信紫 1 号”为供试材料，在开花前叶面喷施清水（对
照 CK）、钼肥（100、200、400、600、800 mg/kg），在成熟期，按常规考种法记载单位面积株数、分枝数、不
同层花序的花序数、结荚数、籽粒数和粒重等指标。结果表明，喷施不同浓度钼肥处理对紫云英单位面积花
序数、有效株数、一级分枝数、单株一级分枝数、一级分枝花序数和每有效花序结荚数均影响不大。喷施浓度
400 mg/kg 的钼肥处理对其荚果结实率、单荚籽粒数和粒重可产生影响，尤其对第 1 ～ 4 层花序产生影响较为显
著，其中，在荚果结实率上，第 1 ～ 4 层花序的该浓度处理与对照相比，分别较对照提高 2.89%、3.36%、2.72%
和 2.74%；在单荚籽粒数上，分别较对照提高 12.69%、14.79%、18.75% 和 20.36%；在粒重上，分别较对照提高
16.72%、20.21%、19.06% 和 18.77%，然而对第 5、6 层花序产生影响不大。种子产量及其产量构成相关分析发
现，紫云英种子产量与荚果结实率、单荚籽粒数和粒重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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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 L．
）又名红花草、翘

高豆科作物的产量并改善其品质。有研究指出［12］，

摇、草籽等，是豆科黄芪属绿肥作物，为中国传统

钼肥能够提高大豆与花生的产量。也有研究［13］指

的农业种植绿肥作物之一，具有改善土壤理化性

出，喷洒钼酸铵对成熟期大豆株高、茎粗和分枝数

状，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和多样性及提高土壤肥力

作用明显。赵海泉等［14］研究表明，钼浸种能显著

的作用［1-3］。随着绿肥作物在农业生产不同领域的

促进紫花苜蓿的生长及生产。陈述明等［15］研究表

大量应用，紫云英的种子生产已成为发展绿肥生产

明，紫花苜蓿喷施钼元素可提高其种子产量，且钼

。目前，紫云英种子生产基础性研

元素对植株生长速度具有促进作用。徐根娣等［16］

究投入不足，紫云英种子高产理论和配套技术研究

报道，钼能促进植物糖类的转运，增加繁殖器官和

的重要环节

［4-5］

相对薄弱，导致种子产量低且不稳定

［6-8］

。因此，

同化器官糖类的水解与合成作用。前人［15-17］ 有关

如何保证长期稳定地提供紫云英生产用种，将是十

钼对植物生长发育、经济性状及其部分生理效应研

分重大的难题，也是目前绿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

究已有较多报道，然而关于钼肥对紫云英结实特性

一。对于提高我国绿肥品种资源的活力，扩大品种

调控效应的研究少见报道。本文拟通过花荚发育后

资源的储备与利用以及缓解日益严重的全球能源危

期叶面喷施钼肥，初步探讨不同浓度钼肥对紫云英

机和化肥污染也具有现实意义

［9-11］

。

钼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豆科
植物代谢和固氮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适量的钼能提

产量结实性的调控效应，找出适宜的喷施浓度及其
调控途径，以期为今后紫云英种子生产及产量提高
调控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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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与设计
本 研 究 于 2017 ～ 2019 年 在 河 南 省 正 阳 县 兰

青乡大余庄（32°16′N，114°11′E）进行田间试

通讯作者：郑春风，E-mail：
cfzheng666@126.com；曹卫东，E-mail:

验。试验田土壤类型为砂姜黑土，土壤质地为粘

caoweidong@caas.cn。

壤，0 ～ 20 cm 土层有机质含量为 17.20 g/kg，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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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9 g/kg，碱解氮为 102.98 mg/kg，有效磷为 28.7

粒重及荚果结实率。

mg/kg， 速 效 钾 为 125.42 mg/kg， 有 效 钼 为 0.064

每层花序平均单荚籽粒数 = 每层花序籽粒数 /

mg/kg， 低 于 土 壤 钼 肥 临 界 值（ 有 效 钼 含 量 在

每层花序结荚数

［18］

0.1 ～ 0.5 mg/kg 为缺钼临界值） 。播前每公顷施

每层花序平均粒重 = 每层花序总粒重 / 每层花

复 合 肥（N∶P2O5∶K2O=24∶11∶10）187.5 kg， 以

序籽粒数

信紫 1 号为供试材料，两年试验均于 9 月 15 日播

每层花序荚果结实率（%）= 每层花序结实荚

2

种，播种量为 22.5 kg/hm ，播种时将种子与细沙混

数 / 每层花序结荚数 ×100

2

匀后撒播，每处理小区面积为 20 m ，试验田栽培

1.3

数据分析

管理同一般高产田。在开花前（第一层花序开花之

采用 Excel 2003 和 PASW Statistics 18 软件对两年

前）喷施钼酸铵（含钼 54.3%），钼酸铵浓度分别

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采用两年数据平均值进行绘图。

为 100、200、400、600、800 mg/kg， 以 喷 施 清 水
作为对照（CK），均以叶面表层形成一层水雾但不

2 结果与分析

下滴为准，每个处理重复 4 次。

2.1

1.2

测定内容与方法

喷钼对紫云英产量结实特性的影响
从产量结实特性分析，喷施不同浓度钼肥处

根据信紫 1 号生长特性，自下而上将其分为 6

理与对照处理在每荚粒数、千粒重上表现为 400

个花序层，其中，6 层及其以上花序层统称为第 6

mg/kg>600 mg/kg >200 mg/kg >800 mg/kg >

层花序。

100 mg/kg >CK，其中，喷施浓度 400 mg/kg 处理与
2

成熟期每小区随机取 1 m （每处理重复 4 次），

对照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其它各浓度处理与对

常规法考种其有效株数、一级分枝数、不同层花

照之间差异不明显。然而，在单位面积花序数、有

序的花序数、结荚数［结实荚数、不孕荚数（瘪

效株数、一级分枝数、单株一级分枝数、一级分枝

2

荚）
］、籽粒数及粒重，并实收 2 m 计产。根据考

花序数和每有效花序结荚数上，喷施不同浓度钼肥

种结果计算单位面积的各层花序平均单荚籽粒数、

处理与对照处理之间差异均不明显。

表1

喷钼对紫云英产量结实特性的影响

处理

单株一级分

一级分枝

每有效花序

每荚

（mg/kg）

枝数

花序数

结荚数

粒数

CK

1.78a

6.99b

3.96a

3.40b

100

1.78a

6.94b

3.99a

200

1.84a

7.14ab

400

1.96a

600
800

千粒重（g）

单位面积（m2）
有效株数

一级分枝数

花序数

2.58b

141.42a

278.34a

1 970.59a

3.43b

2.60b

143.49a

276.55a

1 988.26a

4.26a

3.96ab

2.84ab

149.10a

282.28a

2 006.48a

7.34a

4.48a

4.82a

3.43a

152.05a

315.13a

2 062.10a

1.88a

7.21b

4.44a

4.04ab

2.96ab

151.42a

286.45a

2 013.06a

1.80a

7.05b

3.98a

3.54b

2.64b

142.27a

279.12a

1 976.95a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2.2

喷钼对紫云英荚数、结实荚数和荚果结实率

的影响
由图 1 可看出，在单位面积荚数上，各浓度钼

2.3

喷钼对紫云英不同层花序荚果结实率的影响
由图 2 可看出，在第 1 ～ 4 层花序上，喷施浓

度 400 mg/kg 的钼肥处理的荚果结实率与对照差异显

肥处理与对照处理之间差异不明显。在单位面积结

著，其它各浓度处理与对照之间差异不显著。其中，

实荚数和荚果结实率上，喷施钼肥 400 mg/kg 处理

在第 1 层花序上，该喷施浓度的荚果结实率较对照

与对照处理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分别较对照提

提高 2.89%，在第 2 层花序上，较对照提高 3.36%，

高 11.81% 和 3.29%，而其它各浓度处理与对照处

在第 3 层花序上，较对照提高 2.72%，在第 4 层花

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序上，较对照提高 2.74%。然而，在第 5、6 层花序
上，各喷施浓度处理与对照之间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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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喷钼处理的单位面积荚数、结实荚数和结实率

注：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0.05 显著水平。下同。

图2

2.4

紫云英不同层花序上的荚果结实率

喷钼对紫云英不同层花序单荚籽粒数的影响

喷施浓度处理与对照之间差异不明显。

由图 3 可看出，喷钼 400 mg/kg 处理对第 1 ～ 4

2.6

花序层的单荚籽粒数产生影响较为显著，而对第

喷钼条件下种子产量及其结实特性的相关

分析

5、6 花序层的单荚籽粒数影响不大。其中，在第

通过对紫云英种子产量及其结实因子进行相关

1 层花序上，该浓度处理的单荚籽粒数较对照提高

分析（表 2）发现，单位面积花序数与单位面积分

12.69%，在第 2、3、4 层花序上，分别较对照提高

枝数和一级分枝花序数呈显著正相关；单位面积有

14.79%、18.75% 和 20.36%，其余各浓度处理与对

效株数与单株一级分枝数呈显著负相关；每荚籽粒

照之间差异不显著。

数与荚果结实率呈显著正相关；种子产量与荚果结

2.5

喷钼对紫云英不同层花序籽粒重的影响

实率、单荚籽粒数及千粒重的相关系数均达到 0.9

由 图 4 可 看 出， 在 第 1 ～ 4 层 花 序 上， 与 对

以上，呈显著正相关。然而，与株数、分枝数、花

照相比，喷施浓度 400 mg/kg 钼肥处理的平均籽粒

序数及结荚数相关性不大。综上说明，在叶面喷施

重 分 别 较 对 照 提 高 16.72%、20.21%、19.06% 和

钼的条件下，紫云英种子产量与其荚果结实率、籽

18.77%，且达到显著水平。然而，其它各浓度处理

粒数和千粒重等结实因子关系密切，而与株数、分

与对照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第 5、6 花序层上，各

枝数及花荚数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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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紫云英不同层花序上的平均单荚籽粒数

图4
表2
变量
有效株数

有效

一级分

株数

枝数

喷钼条件下种子产量及其结实特性的相关分析
花序数

0.62

1

花序数

0.35

0.75*

1

0.67

0.46

-0.64

*

一级分枝花序数

0.025

0.037

0.79

每有效花序结荚数

0.032

0.043

荚果结实率

0.021

每荚粒数
千粒重
产量

一级分枝

每有效花序

荚果

每荚

分枝数

花序数

结荚数

结实率

粒数

千粒重

产量

1
*

0.027

1

0.35

0.028

0.64

1

0.030

0.58

0.035

0.55

0.70

1

0.057

0.053

0.60

0.032

0.64

0.69

0.70*

1

0.47

0.40

0.50

0.41

0.48

0.47

0.46

0.67

0.62

0.67

注：*、** 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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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株一级

1

一级分枝数

单株一级分枝数

紫云英不同层花序上的平均粒重

0.78

0.67

0.72

0.73

0.90

**

0.91

1
**

0.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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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叶面喷施 400 mg/kg 钼肥处理可促进 1 ～ 4 层

讨论

花序荚果结实率、单荚籽粒数和粒重的增加。由此
［19］

刘香萍等

研究指出，紫花苜蓿在盛花期喷

推测，在开花前，喷施 400 mg/kg 钼肥可能调控了

施适量浓度的钼肥，能够显著促进种子产量的提

花荚发育过程中叶片和花荚内源激素水平的变化，

高，过高或过低浓度都不能起到增产效果。李科

或改变了花序层不同部位同化物的供应与分配，从

［20］

等

同样指出在苜蓿种子生产中喷施一定量的钼

肥对苜蓿种子发育及种子增产具有积极效应。陈
［15］

述明等

研 究 表 明， 在 苜 蓿 现 蕾 期，叶面喷施

2

325 g/hm 钼酸铵，能够提高单荚种子数和种子产量。

而有利于 1 ～ 4 层花序荚果发育与结实，其内在的
生理机制需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4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开花前，叶面喷施 400 mg/kg

在紫云英花荚开始脱落之前，采取叶面喷施钼

钼酸铵，可显著促进结实荚数、荚果结实率、单荚

肥（400 mg/kg），可明显促进紫云英中下层花序荚

籽粒数、粒重和产量的增加。由此表明，在紫云

果结实率、单荚籽粒数和粒重的增加。由此建议，

英种子生产过程中，喷施一定量的钼肥，能够促

在紫云英生产中应根据各生态区土壤钼供应状况，

进其荚果发育结实，同时促进其单荚种子数的增

关注钼肥的施用，叶面喷钼不失为一项投入少、增

加，促进种子发育饱满，提高粒重，从而增加其种

粒增重效果好的技术措施。

子产量，这与以上学者在苜蓿作物上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
通过对紫云英花荚脱落问题的初步探讨，钟山
研究

［21］

指出，在栽培上对于留种紫云英应当将重

点放在如何提高植株各部位花序的结荚率上，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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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liar spray molybdenum on grain sett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ilk vetch（Astragalus sinicus L.）
LIU Chun-zeng1，LI Ben-yin1，ZHENG Chun-feng1*，LÜ Yu-hu2，PAN Zi-liang2，CAO Wei-dong3*（1．Institute of Plant
Nutritio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Henan Zhengzhou
450002；2．Xiny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Xinyang 464000；3．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This study explored influences of applying Mo fertilizer on seed yield composition of chinese milk vetch，in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chemical regulation technology of increasing seed yield and the rational use of Mo
fertilizer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The experiment involved the chinese milk vetchcultivar“Xinzi No.1”and six foliar
applications：water（CK）and Mo（100，200，400，600，800 mg/kg），which were appliedat pre-flowering．In their
mature period，we recorded the number of racemes，pods，grains and grain weight at different racemes positions，the
number of plants and branches per unitarea using conventional test metho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spraying Mo fertilize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had little effect on effective plant，first gradebranch，racemes and pods per unitarea of chinese
milk vetch．But the 400 mg/kg concentr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the grain set rates of pods，grains per
podand grain weight，especially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o1 ～ 4 racemes layers．Among them，in the 1 st to 4 th
raceme layers，the grain set rates of pods increased by 2.89%，3.36%，2.72% and 2.74%，respectively，when compared
to the watercontrol．The number of grains per pod increased by 12.69%，14.79%，18.75% and 20.36%，respectively．The
average grain weight increased by 16.72%，20.21%，19.06% and 18.77%，respectively．However，it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5 thand 6 th layer of racemes．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ed yield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grain set rates of pods，the grains per podand grain weight．
Key words：chinese milk vetch；foliar spraying molybdenum；grain-settin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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