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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释尿素的应用是氮肥减施的关键技术之一。明确普通尿素与控释尿素减量施用对油菜产量、氮素吸收

与利用的影响，为油菜产业绿色发展中的氮肥管理策略提供参考。本研究从 2007 ～ 2013 年度连续 6 年在长江中
游油菜主产区，开展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不同用量的田间定位试验，共设置 7 个处理：不施氮（CK）、普通尿素
减氮 50%（U-50%）、普通尿素减氮 30%（U-30%）、普通尿素全量施用（U）、控释尿素减氮 50%（CRU-50%）、
控释尿素减氮 30%（CRU-30%）和控释尿素全量施用（CRU），研究油菜生长、产量与构成、氮素吸收量与利用
对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减量施用的响应与差异。氮肥施用明显改善了油菜的生长状况，全量施用时，普通尿素和
控释尿素之间主要以分枝数存在显著差异；当氮肥减施达到 50% 时，各生长指标降幅达到显著水平。氮肥全量施
用时，控释尿素处理平均产量达到 2 513 kg/hm2，与普通尿素之间的相对产量差为 6.9%，且随着氮肥的减量施用，
两种氮肥之间的产量差逐渐增大。氮肥施用对油菜单株角果数的改变是引起产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每角粒数和
千粒重均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随着氮肥用量的降低，油菜氮素吸收量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最低为不施氮处
理（38.2 kg/hm2）；而在同一氮素供应条件下，控释尿素比普通尿素表现出更强的氮素吸收能力。导致控释尿素不
同用量间氮素回收效率差异较小（平均变幅为 58.2% ～ 66.0%），且高于普通尿素处理。在目前油菜推荐氮肥用
量（180 kg/hm2）的基础上，对于中低土壤供氮田块，普通尿素减量施用可能会引起植株氮素吸收不足和减产的风
险，而控释尿素减量 30% 可维持油菜籽产量和氮肥效率在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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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菜籽油、油菜薹、油

现象也普遍存在［5］。这种粗放的氮肥管理措施，不

菜花、油菜花蜜、饲用油菜、绿肥油菜”方面的

仅会造成产量损失，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资源浪费和

普遍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均有广泛种植，前景广

环境污染问题。由于油菜是越冬性作物，生育期较

［1］

。过去几十年以来，我国油菜产量出现了三

长且气温较低，氮肥的田间管理应以轻简化和易

次大幅度的提高，近年来，油菜籽单产水平基本在

于操作为准则，缓 / 控释肥料一次性施用技术的研

阔

2

［2-3］

1 900 kg/hm 上下波动，处于国际中等水平

。维

持当前产量水平稳步提升的前提下，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是油菜产业绿色发展的

究与应用，对于实现油菜产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我国农业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缓 /

主要目标。油菜对氮肥的依赖性较高，氮肥施用

控释肥料，即采用聚合物包膜将尿素包裹在内核，

对油菜产量的贡献尤为突出。由于区域差异、产

从而达到控制氮素释放速度的目的［6-7］。国内外关

量水平、品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油菜氮肥用量

于包膜材料的筛选及其释放机制的研究较为普遍，

为 65 ～ 325 kg/hm

2［4］

，而农户实际施用时往往会

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控释尿素应用到大田作物［8］，

加大用量以保证氮素供应，另外，由于部分农户种

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实际生产中缓控释肥的应用仍

植积极性不高，施肥不合理，施肥技术难以下地等

处于起步阶段。在“化肥零增长”、“农业绿色发
展”等国家行动的背景下［9-10］，系统的研究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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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供技术支撑。为满足油菜生长的氮素需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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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氮素调控机制的核心即“4R”技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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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优化氮肥用量为 162 ～ 200 kg/hm2［11］，基肥采用集

1.2

［12］

中施用的方式、施于 8 ～ 10 cm 处

试验材料

，基施比例控制

供试土壤为白鳝泥田，试验开始前 0 ～ 20 cm

［13-14］

耕层土壤 pH 为 6.15，有机质和全氮分别为 22.42

，如硫

和 1.16 g/kg，有效磷为 7.5 mg/kg，速效钾为 111.8

在 50% ～ 60%，于苗期和薹期追施剩余的氮肥

。

［6］

控释尿素是在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材料

磺加树脂双层包膜，从而达到定量释放养分并延长

mg/kg，有效硼为 0.71 mg/kg。

释放周期，以满足作物各生育期内的养分需求。油

试验所用氮肥为普通尿素（代号为 U，含 N

菜施用控释尿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佳用量和最佳

46%）和控释尿素（代号为 CRU，含 N 33%），控

［15-16］

，从控释尿素释放规律、籽粒

释尿素为硫磺和树脂双层包膜的控释尿素。磷肥

产量与构成、油菜生长、氮素吸收与利用、土壤氮

为 过 磷 酸 钙（P2O5 12%）、 钾 肥 为 氯 化 钾（K2O

素供应、氮素损失等不同角度，对比分析控释尿

60%）、硼肥为硼砂（B 11%）。

尿素配比方面

素、普通尿素或两者配施之间的差异

［17-19］

。

不同年份油菜品种均采用当地的主推品种，主

油菜作为氮素需求量较高的作物，直接降低氮

要包括华油杂 9 号、华油杂 13 号、甘油杂 1 号和

肥用量不足以保证油菜各生育阶段的氮素需求，氮

南油杂 3 号。采用移栽的种植方式，密度为每公顷

肥减量难以实施，为了进一步挖掘油菜氮肥减施潜

9 万株，于每年 9 月下旬育苗，10 月下旬移栽，次

力，控释尿素因其较长的养分释放周期使其成为可

年 5 月下旬收获。

能，又由于油菜重要的经济价值，控释尿素的应用

1.3

试验设计

前景逐渐开阔。本研究在我国油菜主产区 - 长江中

定位试验共设置 7 个处理，分别为：不施氮

游开展连续 6 年的田间定位试验，采用油菜 - 水稻

（CK）、普通尿素减氮 50%（U-50%）、普通尿素

2

的轮作方式，以 180 kg/hm 为氮肥全量施用处理，

减 氮 30%（U-30%）、 普 通 尿 素 全 量 施 用（U）、

并设置减施比例为 30% 和 50%，以及不施氮处理，

控释尿素减氮 50%（CRU-50%）、控释尿素减氮

对比分析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对油菜生长、产量、

30%（CRU-30%）、 控 释 尿 素 全 量 施 用（CRU）。

氮素吸收与利用的影响，并探讨氮肥减施潜力，为

氮 肥 全 量 施 用 为 N 180 kg/hm2， 氮 肥 减 量 50% 和

油菜实现氮肥减量施用提供理论参考。

30% 用 量 分 别 为 N 90 和 126 kg/hm2。 各 处 理 磷

1

肥、钾肥和硼砂用量均相同，分别为 60、67.5 和

材料与方法

15 kg/hm2。不同处理普通尿素分 3 次施用，即 50%

试验区概况

作基肥、20% 作越冬肥、30% 作薹肥追施，控释尿

本 研 究 于 2007 ～ 2013 年 连 续 6 年 在 湖 北 省

素、磷肥、钾肥和硼肥均作基肥一次性施用。除施

枝 江 市 仙 女 镇 仙 女 村（ 东 经 111°45′26 ″， 北 纬

肥措施外，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均与当地农民习惯保

30°29′30″）进行，种植模式为油菜 - 水稻轮作。

持一致。各处理 3 次重复，小区面积为 20 m2，随

该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 9 月至次年 5 月

机区组排列。

油菜生育期内气候特征如图 1 所示，平均气温为

1.4

1.1

样品采集与测定
苗期（12 月下旬，冬至左右）对油菜叶片数

13.6℃，平均年降水量为 582 mm。

进行调查。每年成熟期对油菜生长与产量构成因素
进行田间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株高、根茎粗、分支
数、单株角果数、角粒数和千粒重。收获时对每
个小区进行单打单收并测定籽粒含水率，以晒干
后重量表示油菜籽产量。每个小区取代表性植株 8
株，105℃杀青，60℃烘干至恒重，磨碎过筛，采
用 H2SO4-H2O2 联合消煮［20］，凯氏定氮仪测定氮素
含量。
1.5

数据处理
氮肥偏生产力（kg/kg）= 作物产量 / 氮肥用量

图1

油菜生育期内气候特征

氮肥农学效率（kg/kg）=（施氮处理作物产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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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施氮处理作物产量）/ 氮肥用量

3 倍，不同年份间两个处理的产量变异系数分别为

氮肥回收利用率（%）=（施氮处理作物吸氮
量 - 不施氮处理作物吸氮量）/ 氮肥用量

19.2% 和 17.7%，这可能与油菜品种和当年的气候
差异有关。与氮肥全量施用相比，减量施用均会

数 据 采 用 Excel 2013 软 件 进 行 统 计，SPSS

引起不同程度的产量损失，减施 30% 时普通尿素

20.0 进行统计分析，LSD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和控释尿素的产量损失分别为 9.2% 和 5.4%，减施

Origin 2017 软件进行绘图。

50% 时分别为 18.5% 和 14.5%，说明相同氮肥供应

2

条件下普通尿素产量损失高于控释尿素。氮肥减施

结果与分析

2.1

50%、减施 30% 和全量施用时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

油菜苗期叶片数和成熟期生长状况

之间的产量差平均分别为 242、253 和 174 kg/hm2，

氮肥的施用显著促进了油菜苗期和成熟期的

相对产量差分别为 11.2%、10.7% 和 6.9%，表明控

生长，连续 6 年的平均结果如表 1 所示，所有施

释尿素在低氮供应条件下更具有稳定产量的优势。

氮处理苗期（冬至）叶片数均显著高于不施氮处

另外，控释尿素减量 30% 与普通尿素全量施用处

理，且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呈现上升的趋势。与

理之间，以及控释尿素减量 50% 与普通尿素减量

全量氮肥处理相比，无论是普通尿素还是控释尿

30% 处理之间，产量差异不显著（P<0.05），表明

素，氮肥减量 30% 时苗期叶片数、成熟期株高和

采用控释尿素是维持油菜籽产量，挖掘氮肥减施潜

根茎粗差异均未达到显著，而减量达到 50% 时则

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显著降低。然而，成熟期分枝数在同一施肥方式下
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P<0.05）。总的来
看，在氮肥减施比例相同的情况下，控释尿素处理
的油菜长势要好于普通尿素；氮肥减量 30% 油菜
成熟期株高、根茎粗和分枝数均能达到较高的水
平， 分 别 为 170 ～ 180 cm、1.7 ～ 1.8 cm 和 11 ～
12 个。
表1

氮肥施用对油菜苗期叶片数和成熟期生长的影响

处理

苗期叶片数
（片 / 株）

成熟期
株高

根茎粗

分枝数

（cm）

（cm）

（枝 / 株）

CK

7.2 d

132.6 d

0.88 d

4.4 e

U-50%

9.6 c

157.9 c

1.28 c

7.5 d

U-30%

10.5 abc

170.7 abc

1.54 abc

9.2 c

10.9 a

177.4 ab

1.73 ab

10.7 b

U
CRU-50%

9.8 bc

164.5 bc

1.44 bc

CRU-30%

10.6 ab

177.7 ab

1.71 ab

10.9 b

CRU

11.1 a

182.4 a

1.84 a

12.2 a

图2

氮肥施用对油菜籽产量的影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
。下同。

油菜籽产量构成因子的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氮

8.5 cd

肥减量施用主要影响了油菜的单株角果数，对每角粒
数和千粒重的影响不明显。不施氮处理单株角果数平
均仅为 166 个，远低于其他施氮处理。控释尿素全量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下同。

施用时单株角果数最高，平均为 415 个，比普通尿素

2.2

全量施用处理高 6.7%。随着氮肥用量的减少，单株

油菜产量及其构成因子
连续 6 年氮肥减施对油菜籽产量的影响如图 2
2

角果数呈现降低的趋势，当氮素减施比例为 50% 时，

所示，不施氮处理油菜籽产量平均为 861 kg/hm ，

普通尿素处理单株角果数显著下降到 315 个，而控

不同年份间变幅为 735 ～ 1 158 kg/hm2。氮肥全量

释尿素减施 50% 处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355 个）
。

施用时产量达到最高，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平均

另外，不同处理每角粒数和千粒重均无显著差异，平

分别为 2 339 和 2 513 kg/hm2，约为不施氮处理的

均变幅分别为 18.4 ～ 20.1 个和 3.47 ～ 3.5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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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处理

氮肥施用对油菜籽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单株角果数（个）

每角粒数（个）

千粒重（g）

CK

166 c

18.4 a

3.47 a

U-50%

315 b

19.6 a

3.47 a

U-30%

361 ab

19.7 a

3.49 a

U

389 ab

19.9 a

3.51 a

CRU-50%

355 ab

19.7 a

3.50 a

CRU-30%

392 ab

20.2 a

3.55 a

CRU

415 a

20.1 a

3.55 a

2.3

油菜氮素吸收量
不同年份油菜氮素吸收量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3

不同处理间表现的规律与产量结果类似。连续 6 年
不施氮处理油菜氮素吸收量平均仅为 38.2 kg/hm2，
远低于其他施氮处理。氮肥全量施用时氮素吸收量
2

最高，且控释尿素（142.9 kg/hm ）显著高于普通尿
2

2.4

不同年份氮肥施用对油菜氮素吸收量的影响

油菜氮肥利用效率
氮肥偏生产力、农学效率和回收利用率的 6 年

平均结果如图 4 所示。氮肥偏生产力表示单位氮肥

素处理（121.4 kg/hm ），达到 17.7%。随着氮肥减

投入所产生的作物产量，是作物产量与氮肥用量的

施比例的增加，氮素吸收量呈现明显降低的趋势。

直接比值，因此，受氮肥用量的影响较大；氮肥偏

另一方面，当控释尿素氮肥减施 30% 时，其氮素

生产力在全量施用（用量为 180 kg/hm2）时，普通

吸收量为 119.7 kg/hm2，接近于普通尿素氮素全量

尿素和控释尿素处理平均分别为 13.0 和 14.0 kg/kg，

施用处理；同样， 当控 释 尿 素氮 肥减 施 50% 时，

且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随着氮肥用量的降低，偏

其氮素吸收量接近于普通尿素减施 30% 处理，说

生产力呈现增加的趋势，在减施比例达到 50% 时，

明在维持相同氮素供应的条件下，控释尿素处理油

氮肥偏生产力达到 20 kg/kg 以上。氮肥农学效率表

菜氮素吸收能力比普通尿素更高。

示单位氮肥投入所产生的增产量，其表现的规律

图4

氮肥施用对油菜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

与氮肥偏生产力较为一致；氮肥全量施用时，普通

肥用量条件下，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处理氮肥回

尿素和控释尿素的农学效率分别为 8.0 和 9.0 kg/kg，

收 利 用 率 整 体 表 现 差 异 较 小， 平 均 变 幅 分 别 为

均显著低于相应的氮肥减施处理。氮肥回收利用

46.2% ～ 52.2% 和 58.2% ～ 66.0%；但在同一氮肥

率反映了作物对氮肥的吸收利用状况；在不同氮

用量条件下，控释尿素处理普遍高于普通尿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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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来看，控释尿素减氮 30% 处理的氮肥

尿素分次施用高达 17.7%（图 3）。控释尿素的包膜

偏生产力、农学效率和回收利用率均高于普通尿素

材料阻隔了内部尿素与土壤中脲酶和水分的接触，

全量施用处理，进一步表明采用控释尿素减施氮肥

从而降低了氮素损失［26］，油菜生育期内氮素损失

不仅能保证产量，还能提高氮肥利用效率。

以氨挥发为主，不同材料控释尿素较普通尿素可降

3

低氨挥发 8% ～ 23% 左右［27］，这正是氮肥高效利

讨论

用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中，由于土壤基础氮素供应

本研究中，随着氮肥用量的降低，普通尿素和

能力较低，控释尿素利用效率平均可达到 60% 左

控释尿素处理油菜的生长、产量形成和氮素吸收均

右，较普通尿素约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这是控释

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表明足够的氮肥供应是保证

尿素维持土壤氮素供应、促进植物氮素吸收、减少

油菜籽高产的基础。但值得一提的是，控释尿素减

氮素损失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施 30% 处理油菜的生长指标和产量构成因子均与

通过大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21］，土壤氮素供

普通尿素全量施用处理基本持平，以至于两者产量

应能力处于中低水平的田块，油菜最高产量可达到

无显著差异。因此，在“化肥减施”的大背景下，

潜在目标产量（3 500 kg/hm2）的 70% 左右，相当

采用控释尿素是油菜氮肥减施稳定产量的一个有效

于国内推荐的平均水平。判断该环境条件下油菜氮

途径。本试验条件下，不论是控释尿素还是普通尿

肥能否在推荐用量的基础上减量施用，其首要标

素，氮肥减施均显著提高了氮肥偏生产力和农学效

准是产量损失，若产量损失超过潜在目标产量的

率，但回收效率并未随着氮肥的减施而增加，这可

65%，则不能减施，可直接采用全量普通尿素；若

能是因为本试验田块土壤基础氮素供应能力（38.2

产量损失低于潜在目标产量的 65%，则可以采用控

2

［21］

kg/hm ）相对较低，处于中低等水平

，氮肥减

释尿素进行减施；若控释尿素减施比例在 30%（氮

施后油菜吸氮量显著降低。然而，对比控释尿素和

肥用量为 126 kg/hm2）以内，可维持植株氮素吸收量

普通尿素之间的差异可知，控释尿素减施 30% 处

和利用率分别达到 120 kg/hm2 和 50% 以上。

理氮肥回收效率显著高于普通尿素全量施用，表明

4

采用控释尿素可以达到稳定油菜籽产量的同时提高
氮肥效率，即实现“减施增效”。

结论
氮肥减量施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菜的生

匹配肥料氮素供应与油菜氮素吸收规律，是实

长、氮素吸收和产量形成，然而控释尿素减量 30%

现控释尿素高效一次性施用的关键。根据油菜籽产

处理不仅产量和氮素吸收量与普通尿素全量施用处

量和氮素吸收量大样本数据分析结果可知，1 000

理持平，其氮肥利用效率更是显著高于后者，且在

kg 油菜籽的氮素需求量为 45.9 kg，高于小麦、水

同等氮肥供应条件下，控释尿素处理油菜氮素吸收

［1，22］

。油菜的氮素吸收主要集中在苗期，

与利用能力均高于普通尿素，控释尿素的施用为油

占总吸收量的 69% ～ 78%，且主要贮藏在叶片中，

菜氮肥减施增效提供了途径。在目前国内普遍推荐

为后期的氮素供应建立足够的氮库。早期有研究表

的油菜氮肥用量的基础上，对于中低土壤供氮田

明，油菜冬前期每增加 1 片绿叶数，产量提高 158

块，应用控释尿素减量 30% 以内，可维持 65% 的

kg/hm2［23］，本研究中，油菜冬至叶片数每增加 1

潜在目标产量水平，且氮素吸收量和回收利用率分

片，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处理的产量增幅分别为

别可达到 120 kg/hm2 和 50% 以上。

稻等作物

318 和 409 kg/hm2（数据未显示），这可能与当前高
产品种与优化田间管理有关。随着生育期推进，叶
片中的氮素逐渐转移到茎秆，以供应薹期茎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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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ducing nitrogen application on yield，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ilseed rape
ZHANG Zhi，QIAO Yan，LIU Dong-hai，CHEN Yun-feng，HU Cheng*，LI Shuang-lai*（Key Laboratory of Fertilization
from Agricultural Waste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and Soil Fertilizer，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Wuhan Hubei 430064）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controlled-release urea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reducing nitrogen（N）fertil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reducing N on rapeseed yield，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so that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N management in green development of rapeseed production．A six-year field experiment from 2007 to 2013
was conducted in the middl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including seven treatments：（1）CK，no N fertilizer；
（2）U-50%，reduced conventional urea by 50%；
（3）U-30%，reduced conventional urea by 30%；
（4）U，full
dose conventional urea；
（5）CRU-50%，reduced controlled-release urea by 50%；
（6）CRU-30%，reduced
controlled-release urea by 30%；
（7）CRU，full dose controlled-release urea．The continuous study analyzed the
growth，yield and its components，N uptake and use efficiency of oilseed rape and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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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 boron stress on the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Newhall navel orange plants
HU Ping，CHEN Yu-hua，ZHOU Gao-feng，YAO Feng-xian，GUAN Guan，ZHONG Ba-lian，LIU Gui-dong*（College
of Life Sciences，Gannan Normal University，National Navel Orange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The effects of high boron stress on the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B，Mn，Fe，Cu，Zn，Mo）
in young plants of Newhall navel orange were revealed，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utritional physiology
of boron fertilizer and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production．In this experiment，young plants of Newhall
navel orange were used as test materials，and the young plants were treated with high boron treatment（B：200 μmol/L）
and moderate boron treatment（B：20 μmol/L，control）by nutrient solution culture method．The young plants of Newhall
navel orange were divided into roots，stem of rootstocks，upper stem of scions，lower stem of scion，upper leaves and lower
leaves．The concentrations of trace elements were determined，and the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in each
part were calculated．Under the high boron stress，the dry weight of roots of young plants of Newhall navel orang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dry weight of other part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and the concent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B in
all par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distribution rate of B in leav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Mn，Fe，Zn and Mo were
mainly enriched in the roots．The high boron stress reduced the Mn concentration in each part significantly，and the Fe
concentr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the roots were also decreased significantly，but the distribution rate of Mn，Cu and Mo in
each part were not obviously changed．The change of high boron stres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concentration of Cu in the
lower leaves，and also decreased the concent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Zn in the upper stems，and the Mo concentration in
roots and rootstock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high boron stress；Newhall navel orange；trace elements；absorption；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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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ypes of N fertilizer．The growth of oilseed rape was obviously impro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N fertilizer．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branch number at maturity stage between the full dose U and CRU．The growth
indicators showed different ranges of decline with the reducing of N fertilizer，and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when
N fertilizer reduced at 50%．Rapeseed yield of CRU with the full dose of N fertilizer reached 2 513 kg/hm 2．The
relative yield gap between U and CRU was 6.9%，and showed an increase trend with the reducing of N fertilizer．
The changes of pod number were the main cause of yield difference，since both of the seed number and seed weigh remain at
a relatively stable level．The N uptake was decreased by the reducing of N fertilizer，and the CK treatment had the lowest
value（38.2 kg/hm2）．CRU showed a greater N absorption capacity than U at the same N fertilizer supply，which resulted
in the N recovery efficiency having a slight difference among the different N fertilizer rate（ranged from 58.2% to 66.0%）．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 recommended N application rate（180 kg/hm2），reducing conventional urea may cause nutrient
uptake shortage and yield loss，but reducing controlled-release urea within 30% could maintain relatively stable yield level in
the low or medium level of soil nitrogen supply.
Key words：oilseed rape；controlled-release urea；yield；N use efficiency；reducing 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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