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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底墒条件下补灌对冬小麦耗水特性、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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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黄淮平原水资源紧缺, 而且年际间降水量及其时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探明不同底墒条件下补充灌溉

对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调节效应及其生理基础, 可为该地区冬小麦节水高产栽培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2013—2014 和 2014—2015 年冬小麦生长季, 在播种期 0~100 cm 土层土壤贮水量分别为 201.5 (A)、266.3 (B)和 317.0
mm (C) 3 种底墒条件下, 各设置 4 个补灌水处理, 包括不灌水、拔节期+开花期补灌、越冬期+拔节期+开花期补灌、
播种期+拔节期+开花期补灌, 研究不同处理冬小麦耗水特性、旗叶光合、干物质积累与分配、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的差异。结果表明, 冬小麦生育期总耗水量和土壤水消耗量均随播种期底墒的提高而增加。在底墒 A 和 B 条件下, 冬
小麦主要消耗降水和灌溉水。提高播种期补灌水平或于越冬期补灌, 冬小麦在底墒 A 条件下对土壤水的消耗量显著
增加, 在底墒 B 条件下对土壤水的消耗量显著减少。在底墒 C 条件下, 冬小麦耗水以土壤水为主, 其次为降水, 再次
为灌溉水; 播种期或越冬期补灌显著增加生育期总耗水量, 对土壤水消耗量则无显著影响。于播种期、拔节期和开花
期补灌, 冬小麦在底墒 A 条件下可获得较高的籽粒产量, 但水分利用效率较低; 在底墒 B 条件下籽粒产量和水分利
用效率均较高; 在底墒 C 条件下, 仅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即可获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 播种期和越冬期无需
补灌。综上所述, 播前底墒是实施冬小麦合理补灌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 底墒; 补灌; 耗水特性; 干物质积累与分配; 籽粒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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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ure Conditions at Seeding Stage
LIN Xiang and WANG Dong*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rop Biology / Key Laboratory of Crop Ecophysiology and Farming System,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Water shortage and unbalanced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are major problems threatening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especially winter wheat production, in the Yellow-Huaihe Rivers Plain of China and water-saving cultivation with limited irrigation is a promising technique in this area.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egulation effect and physiological basis of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on grain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 of winter wheat under different soil moisture conditions at
seeding stage. In the 2013–2014 and 2014–2015 winter wheat growing seasons, we designed three soil (0–100 cm) moisture conditions at seeding stage (201.5 mm for A, 266.3 mm for B, and 317.0 mm for C) by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and four irrigation
treatments under each soil moisture condition (no-irrigation; irrigated twice at jointing and anthesis stages; irrigated thrice at
over-wintering, jointing and anthesis stages; and irrigated thrice at seeding, jointing and anthesis stages). The water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photosynthesis of flag leaves,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grain yield and WUE of winter wheat
were investigated. The soil water consumption and the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during wheat growth increased when more soil
water was available at seeding stage. Wheat mainly consumed precipitation and irrigation water under condition A and B.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at seeding or over-wintering stage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soil water consumption under condition A,
but decrease of soil water consumption under condition B. Under condition C, wheat mainly consumed soil water, follow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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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onsumption under condition B. Under condition C, wheat mainly consumed soil water, followed by precipitation and irrigation water. In this situation,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at seeding and over-wintering stage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oil water consumption. Our results showed high yield but low WUE under condition A and high yield and high WUE under condition B, when watering at seeding, jointing and anthesis stages. Under condition C,
high yield and high WUE were obtained only when watering at jointing and anthesis stages, whereas,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at
seeding and over-wintering stages were unnecessary. We conclude that available soil water at seeding stage is the basis and important to reasonable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during wheat growth.
Keywords: Available soil water at seeding stage;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Grain yield

黄淮平原耕地面积 2300 万公顷, 约占全国耕地

116°41′E)和肥城市边院镇南仇村(35°98′N, 116°88′E)

面积的 19%, 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0%左右,

大田土壤类型为壤土, 前茬种植夏玉米。小麦播种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1] 。该地区水资源总量为

前先将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 再翻耕整地。播种

21.6 亿立方米, 仅占全国的 7.7%, 紧缺的水资源已

前 0~20 cm 土层土壤养分含量如表 1 所示; 0~200 cm

[2]

成为该地区粮食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 。另外, 该地

各土层土壤质地、容重和田间持水量如表 2 所示;

区全年 70%以上的降水主要集中在 7 月至 9 月, 冬

2013—2014 和 2014—2015 年度降水量分别为 475.5

小麦生长期内降水较少, 只能满足小麦需水量的

mm 和 557.2 mm, 小麦生育期间的降水量分别为

25%~40%

[1,3-4]

, 如何高效利用小麦播种时贮存在土

156.0 mm 和 160.1 mm, 其中播种至越冬期分别为

壤中的夏季降水(即底墒水)及小麦生长期间的自然

47.0 mm 和 22.5 mm, 越冬至拔节期分别为 14.0 mm

降水, 减少灌溉用水, 是冬小麦节水栽培亟待解决

和 68.8 mm, 拔节至开花期分别为 41.0 mm 和 29.1

的问题。播前底墒的丰欠对小麦产量形成有重要作

mm, 开花至成熟期分别为 54.0 mm 和 39.7 mm, 小

用, 底墒充足可显著提高冬小麦产量 [5], 高底墒条

麦生长季的月降水量见图 1。

件 下 不 同 生 态 类 型 冬 小 麦 的 平 均 产 量 为 2344 kg

1.2 试验设计与实施
1.2.1 补灌方案
2013—2014 年度, 在同一地块

–2

hm , 分别比中低底墒条件下的提高 28%和 23%,
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70%和 75%

[6]

。但底墒并非

(土壤肥力、容重和田间持水量均匀一致)而底墒不同

决定小麦产量的唯一因素, 没有一定量的灌溉和降

的 A、B 两种条件下试验(表 3)。各设置 4 个补灌水

水, 也难以实现高产。有研究指出, 在播前 0~100 cm

处理(表 4), 包括不灌水处理(A1、B1)、拔节期+开

土层土壤贮水量为 196.0 mm 的条件下, 每次灌水量

花期补灌处理(A2、B2)、越冬期+拔节期+开花期补

为 40 mm 或 80 mm 时, 越冬期+抽穗期+灌浆期灌溉

灌处理(A3、B3)、播种期+拔节期+开花期补灌处理

处理的籽粒产量显著高于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灌

(A4、B4), 每次补灌均以 0~20 cm 土层土壤相对含

溉处理 [7]; 而在底墒充足的条件下, 拔节期和开花
期各灌溉 60 mm, 或拔节期和抽穗期各灌溉 60 mm,
亦可获得较高的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8-9]。可见
播种期底墒不同, 小麦生育期内适宜的灌水时间和
灌水量亦存在差异。由于年际间降水总量及其时间
分布存在较 大差异, 小 麦播前底墒 亦会明显不 同,
不同底墒条件下补充灌溉对冬小麦产量的调节效果
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前茬作物夏玉米生长季,
通过不同的水分管理措施创造冬小麦播前底墒的差
异, 研究不同底墒下补灌时期和水平对冬小麦耗水
特性、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调节效应及其生理基础,
旨在为小麦节水高产栽培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水量达 100%为目标。由于两种底墒条件在播种期
0~20 cm 土层相对含水量均低于 60%, 为保证出苗,
播种后将 A1 至 A3 处理均补灌至 60%, B1 至 B3 处
理均补灌至 80%。
2014—2015 年度为底墒 C 条件, 0~200 cm 各土
层土壤相对含水量和土壤贮水量如表 3 所示。设全
生育期不灌水(C1)、拔节期+开花期补灌(C2)、越冬
期+拔节期+开花期补灌(C3)和播种期+拔节期+开花
期补灌(C4)处理, 每次补灌均以 0~20 cm 土层土壤
相对含水量达 100%为目标。各处理具体补灌方案见
表 4。
每次灌水前均测定土壤含水量, 参照 Wang 等[11]

1

材料与方法

的方法用灌水定额公式计算补灌水量。灌溉水水源

1.1

试验地概况
山 东 省 兖 州 市 小 孟 镇 史 家 王 子 村 (35°40′N,

为井水, 灌溉时采用输水带输水并均匀喷洒入试验
小区内。分别用水表和闸阀计量和控制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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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试验田 0~20 cm 土层播种前土壤养分含量
Soil nutrient contents in 0–20 cm soil layer of experimental field before seeding

生长季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Growing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Hydrolysable ni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ous

Available potassium

season

(g kg–1)

(g kg–1)

(mg kg–1)

(mg kg–1)

(mg kg–1)

2013–2014

15.1

1.1

110.5

36.9

147.1

2014–2015

14.0

1.0

100.1

43.9

119.9

表 2 试验田 0~200 cm 土层土壤质地、容重和田间持水量
Soil texture, bulk density, and field capacity in 0–200 cm soil layer of experimental field

Table 2
土层

2013–2014

2014–2015

黏粒

沙粒

粉粒

容重

田间持水量

黏粒

沙粒

粉粒

容重

田间持水量

Clay

Sand

Silt

Bulk density

Field capacity

Clay

Sand

Silt

Bulk density

Field capacity

(%)

(%)

(%)

(g cm–3)

(%)

(%)

(%)

(%)

(g cm–3)

(%)

0–10

12.4

21.4

66.2

1.22

37.7

13.9

25.4

59.0

1.43

29.5

10–20

14.3

22.4

63.4

1.45

26.9

16.1

27.1

56.9

1.46

28.1

20–30

12.9

20.4

66.7

1.59

22.3

9.7

24.0

66.0

1.56

24.7

30–40

11.5

19.0

69.3

1.52

25.3

8.9

25.9

65.5

1.61

22.9

40–60

12.3

18.4

69.3

1.47

26.3

6.6

22.6

70.8

1.55

24.1

60–80

17.0

27.2

55.8

1.52

25.8

11.1

13.6

75.3

1.58

23.6

80–100

11.9

29.6

58.5

1.63

23.0

12.0

8.6

79.4

1.52

26.2

100–120

15.4

38.1

46.5

1.63

22.3

18.1

12.1

69.8

1.49

27.3

120–140

14.3

42.2

43.5

1.67

22.0

13.6

21.7

64.7

1.54

25.5

140–160

14.1

35.4

50.4

1.67

22.1

15.3

22.6

62.1

1.57

25.1

160–180

12.3

41.8

45.9

1.67

22.1

20.8

25.1

54.2

1.56

25.2

180–200

13.1

50.1

36.7

1.69

21.4

10.1

36.2

53.7

1.58

25.0

Soil layer
(cm)

土壤质地按美国制

[10]

划分。田间持水量的单位为水与干土的质量百分比。

Soil texture was classified in the USA system[10]. Water content at field capacity wa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weight of water
to oven-dry soil.
表 3 播种前 0~200 cm 各土层土壤相对含水量和贮水量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and soil water storage in 0–200 cm soil layer before seeding

Table 3
土层
Soil layer (cm)

土壤相对含水量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

土壤贮水量 Soil water storage (mm)

A

B

C

A

B

C

0–10

28.9

51.5

61.4

13.2

23.6

25.9

10–20

36.1

51.9

77.4

14.1

20.3

31.8

20–30

42.0

54.8

79.7

14.9

19.4

30.6

30–40

40.1

58.6

84.5

15.5

22.6

31.1

40–60

50.7

67.8

80.7

39.2

52.5

60.3

60–80

64.7

78.1

87.4

50.7

61.2

65.0

80–100

72.0

89.1

90.7

53.9

66.7

72.3

100–120

90.0

81.6

91.8

65.7

59.6

75.0

120–140

97.6

81.8

98.7

71.8

60.1

77.7

140–160

97.2

89.4

95.7

71.5

65.8

75.2

160–180

98.3

92.2

85.1

72.4

67.9

66.8

180–200

98.6

92.0

81.6

71.2

66.4

64.3

0–100

52.2

68.7

82.1

201.5

266.3

317.0

0–200

74.3

78.0

86.3

554.2

586.4

676.0

A、B 和 C 表示播种期 3 种底墒条件, 其中 A 和 B 为 2013–2014 年度试验, C 为 2014–2015 年度试验。
A, B, and C represent three soil moisture conditions at seeding stage. A and B were designed in the 2013–2014 growing season and C
was designed in the 2014–2015 grow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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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处理的补灌方案
Supplement irrigation schem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播种期土壤蓄水量

目标土层相对含水量

Soil water storage at seeding stage (mm)

Relative water content in targeted soil layer (%)

0–100 cm

0–200 cm

播种期

越冬期

拔节期

开花期

Seeding

Over-wintering

Jointing

Anthesis

60

—

—

—

2013–2014
A1
A2

201.5

A3

554.2

60

—

100

100

60

100

100

100

A4

100

—

100

100

B1

80

—

—

—

80

—

100

100

B2

266.3

B3

586.4

B4

80

100

100

100

100

—

100

100

—

—

—

—

2014–2015
C1
C2

317.0

C3

676.0

C4

—

—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

100

100

目标土层为 0~20 cm, “—”表示不灌水。 The targeted soil layer was 0–20 cm in depth and “—” means no irrigation.

10~20、20~30、30~40、40~60、60~80、80~100、
100~120、120~140、140~160、160~180、180~200 cm
共 12 个土层土样, 采用烘干法 [12]测定土壤质量含水
量, 并计算土壤相对含水量。每小区(重复)取 1 个点,
每处理取 3 次重复。
土壤相对含水量(%) = 土壤质量含水量/田间持
水量×100。
1.3.2

土壤贮水量与农田耗水量的计算

土壤贮

–3

水量(mm) = 0.1×土壤容重(g cm )×土层厚度(cm)×土
图 1 2013–2014 和 2014–2015 年冬小麦生长季降水量
Fig. 1 Precipitation in the 2013–2014 and 2014–2015 growing
seasons of winter wheat

1.2.2

田间种植与管理

两年度供试冬小麦品种

均为济麦 22。小区面积为 4 m × 4 m = 16 m2, 随机
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小区之间留 1 m 宽的隔离区,

壤质量含水量(%)[13]; 参照 Lv 等[14]和 Chattaraj 等[15]
描述的方法计算农田耗水量。

ETc  P  CIR  W
式中, ETc 为农田耗水量(mm); P 为降水量(mm); CIR
为补灌水量(mm); ΔW 为阶段初与阶段末土壤贮水量
的差值。因试验田地势平坦, 且地下水埋深在 10 m

以防小区间侧渗影响。播种前施纯氮 105 kg hm2、

以下, 故未考虑地下水及地表径流和渗漏的影响。

P2O5 150 kg hm2、K2O 150 kg hm2, 拔节期追施纯
氮 135 kg hm 。以尿素(含 N 46%)作氮肥, 磷酸二铵

1.3.3 干物质积累、分配与转运的测定与计算
分别在越冬期、返青期、拔节期、开花期和成

(含 P2O5 46%, N 18%)作氮肥和磷肥, 氯化钾(含 K2O

熟期, 从每试验小区随机选取 1 m2 面积调查总茎数

60%)作钾肥。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和 2014 年

并采集植株样品。越冬期、返青期和拔节期从每小

10 月 11 日播种, 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和 2015 年 6

区采集 30 株, 剪去根部留地上部分; 开花期和成熟

月 14 日收获。其他管理措施同一般高产田。

期从每小区采集 30 个单茎, 并按器官分样。其中开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1.3.1 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花期样品分为茎秆+叶鞘、叶片和穗 3 个部分, 成熟

2

用土钻采集 0~10、

期分为茎秆+叶鞘、叶片、穗轴+颖壳和籽粒 4 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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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所有样品置 80℃烘箱, 烘至恒量, 称干物质
质量。相关指标计算公式

[16]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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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B4 和 B3 处理在拔节至开花和开花至成熟阶段对
土壤水的消耗量, 及全生育期对土壤水的总消耗量

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开花期营养器官干

显著低于 B2 和 B1 处理(表 5)。
2014—2015 年度在底墒 C 条件下, 播种至越冬

物质量–成熟期营养器官干物质量;
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对籽粒的贡献率(%)=

期, C4 处理的耗水主要来源于灌溉水和降水, 对土

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成熟期籽粒干物质量
×100;
开花后干物质同化量=成熟期籽粒干物质量–营

壤水的净消耗量为负值; C1、C2 和 C3 处理的耗水
主要来源于降水, 对土壤水的净消耗量为 0。越冬至

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

壤水; C4 处理在该阶段的耗水量与 C3 处理无显著差

开花后干物质同化量对籽粒的贡献率(%)=开花

拔节期, 各处理的耗水主要来源于降水, 其次为土
异, 对土壤水的消耗量则显著高于 C3 处理; C1 和

后干物质同化量/成熟期籽粒干物质量×100。

C2 处理在该阶段的耗水量显著低于 C3 处理, 对土

1.3.4

籽粒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测定

成熟期调

壤水的消耗量则与 C3 处理无显著差异。拔节至开花

查单位面积穗数、每穗粒数和千粒重。从每个试验

期、开花至成熟期及全生育期, 各处理耗水均以土

小区收获 3 m2 脱粒测产, 每处理 3 次重复。

壤水为主, 其次为降水, 再次为灌溉水。各处理在拔

1.3.5

水分利用效率的计算

水分利用效率(kg

节至开花阶段的耗水量无显著差异, C4、C3 和 C2

hm–2 mm–1) = 籽粒产量(kg hm–2)/总耗水量(mm)[17]。

处理在开花至成熟阶段的耗水量无显著差异, 均显

1.4

著高于 C1 处理; C4 和 C3 处理全生育期的总耗水量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计算数据, 用 DPS7.05
统 计 软 件 检 验 显 著 性 (LSD 法 , α=0.05) 。 利 用
SigmaPlot 12.5 软件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冬小麦耗水特性
2.1.1 耗水量及其来源
冬小麦全生育期对土壤
水的消耗量随土壤底墒的提高而显著增加。2013—
2014 年度, 在底墒 A 条件下, 播种至越冬期, 各处
理的耗水主要来源于灌溉水和降水, 对土壤水的净
消耗量为负值, 说明 200 cm 土体的土壤蓄水量在该
期间不降反增。A4 处理的补灌水量高于其他处理,
其在该阶段的耗水量及土壤贮水增加量亦高于其他
处理。越冬至拔节期, A4 处理的耗水主要来源于土
壤水, 其对土壤水的消耗量明显高于其他处理; A3
处理的耗水主要来源于灌溉水和降水, A1 和 A2 处
理的耗水主要来源于降水, 其对土壤水的消耗量低
于 A3 和 A4 处理。拔节至开花期和开花至成熟期, 各
处理耗水均以灌溉水和降水为主, 对土壤水的消耗
量较少, A4 处理对土壤水的消耗量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从全生育期看, A4 和 A3 处理的耗水均以灌溉水
为主, 其次为降水, A4 和 A3 处理的总耗水量明显高
于其他处理。在底墒 B 条件下, 各处理所表现的规
律与在底墒 A 条件下的部分一致。不同之处在于, B4
和 B3 处理在拔节至开花阶段的耗水量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低于 B2 处理; B4、B3 和 B2 处理在开花至成
熟阶段的耗水量及全生育期的总耗水量均无显著差

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高于 C1 和 C2 处理; C4 和 C3
处理在拔节至开花阶段及全生育期对土壤水的消耗量
与 C2 处理的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低于 C1 处理(表 5)。
上述结果说明, 在本试验所涉及的各底墒条件
下, 播种期底墒越高, 冬小麦全生育期对土壤水的
消耗量和全生育期总耗水量越高。在底墒较低的条
件下, 冬小麦的耗水主要来源于降水和灌溉水, 提
高播种期补灌水平或于越冬期补灌, 均可显著促进
冬小麦对土壤水的消耗; 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底墒水
平后, 增加播种期补灌水量或于越冬期补灌, 冬小
麦对土壤水的消耗量反而减少。在更高底墒条件下,
冬小麦耗水以土壤水为主, 其次为降水, 再次为灌
溉水; 播种期或越冬期补灌处理与该时期不补灌处
理相比, 冬小麦对土壤水的消耗量无显著变化, 但
全生育期总耗水量显著增加。
2.1.2

土壤贮水消耗量

如图 2 所示, 2013—

2014 年度, 在底墒 A 条件下, 各处理 0~20 cm 土层
土壤贮水消耗量无显著差异; 20~120 cm 土层土壤贮
水消耗量以 A4 处理最高, A3 处理次之, A2 处理最低;
120 cm 以下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各处理之间无显著
差异。在底墒 B 条件下, B2 和 B4 处理 40~80 cm 土
层 土 壤 贮 水 消 耗 量 显 著 高 于 B3 处 理 ; B2 处 理
80~180 cm 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显著高于 B4 和 B3
处理, B4 处理 80~140 cm 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显著
高于 B3 处理。2014—2015 年度, 在底墒 C 条件下,
各处理的 0~20 cm 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无显著差异;
C1 处理的 20~120 cm 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显著高于

1362

作 物 学 报

第 43 卷

第9期

林

Fig. 2

祥等: 不同底墒条件下补灌对冬小麦耗水特性、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1363

图 2 不同处理全生育期 0~200 cm 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
Soil water consumption in 0–200 cm soil layer of whole growth perio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C2、C3 和 C4 处理, C2、C3 和 C4 处理之间无显著

著高于 B1 处理; B3 和 B4 处理返青至成熟期的干物

差异; 各处理 120 cm 以下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无显

质积累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二者之间无显著差

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 在底墒较低的条件下, 适当

异(图 3)。说明在底墒 B 条件下, 提高播种期补灌水

增加补灌次数和补灌量, 尤其是全生育期分别于播

平或播种期少灌保苗于越冬期再灌均能促进分蘖的

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 有利于小麦对 20~120

发生和植株干物质的积累, 只是对最终成穗数无显

cm 土层土壤水的吸收利用; 随着底墒的提高, 减少

著影响。

苗期灌水, 保障生育中后期灌水, 可促进小麦对

2014—2015 年度, 在底墒 C 条件下, 各处理越

40~180 cm 土层土壤水的吸收利用; 而在较高的底

冬期至拔节期的单位面积茎数和干物质积累量均无

墒条件下, 雨养处理对 20~120 cm 土层土壤贮水的

显著差异, C2、C3 和 C4 处理的开花期和成熟期的

消耗量最高, 即使仅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 亦会

单位面积茎数和干物质积累量亦无显著差异, 均显

减少小麦对深层土壤水的吸收利用。

著高于 C1 处理(图 3)。说明在底墒较高的条件下, 播

2.2 冬小麦干物质积累与分配
2.2.1 群体发育及干物质积累动态变化
2013—
2014 年度, A4 处理越冬期单位面积茎(分蘖)数和干
物质积累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返青期、拔节期
和开花期单位面积茎数和干物质积累量均以 A3 和
A4 处理最高; 成熟期 A4 处理单位面积茎数与 A3
处理无显著差异, 但干物质积累量显著高于 A3 处
理, A2 处理干物质积累量显著低于 A3 处理, 但高于
A1 处理(图 3)。说明在底墒 A 条件下, 提高播种期
补灌水平或于越冬期补灌均能促进分蘖的发生, 增
加成穗数和干物质积累量; 播种期足量补灌比播种
期少灌保苗于越冬期再灌的处理更有利于发挥开花
水对干物质积累的促进作用。
在底墒 B 条件下, 越冬期单位面积茎数和干物
质积累量均以 B4 处理最高; B3 处理在返青期的茎数
与 B4 处理无显著差异, 但显著高于 B2 和 B1 处理,
其在拔节期的茎数显著高于其余处理, 在开花期和
成熟期的茎数则与 B4 和 B2 处理无显著差异, 均显

种期和越冬期补灌对冬小麦分蘖和干物质积累的调
节作用不明显。
2.2.2

开花后旗叶光合速率动态变化

在底墒 A

条件下, A2 和 A3 处理开花后旗叶光合速率无显著
差异, 均显著小于 A4 处理, 高于 A1 处理; 在底墒 B
条件下, B2 处理开花后旗叶光合速率显著小于 B3 和
B4 处理, 高于 B1 处理, B3 与 B4 处理之间无显著差
异; 在底墒 C 条件下, C2、C3 和 C4 处理之间无显著
差异, 均显著高于 C1 处理(图 4)。说明在底墒较低
的条件下, 播种期足量补灌比播种期少灌保苗于越
冬期再灌的处理更有利于发挥开花水对旗叶光合速
率的促进作用; 中等底墒条件下, 提高播种期补灌
水平或播种期少灌保苗于越冬期再灌均能促进开花
后旗叶光合速率的提高; 在底墒较高的条件下, 播
种期和越冬期补灌对冬小麦开花后旗叶光合速率的
调节作用不明显。
2.2.3

成熟期植株各器官中干物质分配量

在底

墒 A 条件下, 小麦成熟期籽粒中分配的干物质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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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处理群体总茎数和干物质积累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population culms and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在同一生育期的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column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at the same growth stage (P < 0.05).
Fig. 3

Fig. 4

图 4 不同处理开花后旗叶光合速率(Pn)变化动态
Dynamic changes of photosynthetic rate (Pn) of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高到低依次为 A4、A3、A2、A1, 且各处理之间差

物质量以 A4 处理最高, 其次为 A2 和 A3 处理。在

异达显著水平; 叶片和茎秆+叶鞘中分配的干物质

底墒 B 条件下, 小麦成熟期籽粒和茎秆+叶鞘中分

量均以 A3 和 A4 处理最高, 穗轴+颖壳中分配的干

配的干物质量均以 B3 和 B4 处理最高, B2 处理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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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但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对籽粒的贡献率

B2、B3 和 B4 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高于 B1

以 A1 处理最高, A2 和 A3 处理次之, A4 处理最低;

处理。在底墒 C 条件下, 小麦成熟期各器官中分配

开花后干物质同化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A4、A3、A2、

的干物质量, 各补灌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

A1, 且处理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开花后干物质同

高于不灌水处理(图 5)。说明在底墒较低的条件下,

化量对籽粒的贡献率以 A4 处理最高, A2 和 A3 处理

播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合理补灌有利于干物质在

次之, A1 处理最低。在底墒 B 条件下, 小麦营养器

各器官中的分配和积累; 在底墒较高且于拔节期和

官干物质再分配量以 B2、B3 和 B4 处理最高, 且三

开花期合理补灌的条件下, 播种期和越冬期补灌对

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对籽

小麦成熟期各器官干物质分配量无显著调节作用。

粒的贡献率则以 B2、B3 和 B4 处理最低; B3 和 B4
处理开花后干物质同化量显著高于 B2 处理, B2 处理
显著高于 B1 处理; 开花后干物质同化量对籽粒的贡
献率以 B2、B3 和 B4 处理最高, 且三者之间无显著
差异(表 6)。
2014—2015 年度在底墒 C 条件下, 小麦营养器
官干物质再分配量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 C2、C3 和
C4 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低于 C1 处理; 开花
后干物质同化量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 C2、C3 和 C4
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高于 C1 处理(表 6)。
上述结果表明, 在底墒较低的条件下, 播种期、
拔节期和开花期合理补灌不仅有利于增加营养器官
干物质再分配量, 而且显著提高开花后干物质同化
量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 在底墒较高的条件下, 仅
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 就能显著提高开花后干物
质同化量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 但营养器官干物质
再分配量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均显著降低, 在此基
础上, 增灌播种水和越冬水, 对开花后干物质同化
量和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无显著影响。

2.3

冬小麦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在底墒 A 条件下, 小麦籽粒产量由高到低依次

为 A4、A3、A2、A1, 且处理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A2
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显著高于 A1 和 A3 处理, A4 处
理的水分利用效率最低; 与 A2 处理相比, A3 处理的
穗数显著增加, 千粒重和穗粒数无显著变化, A4 处
理的穗数和千粒重均显著提高。在底墒 B 条件下, B4
图 5 成熟期干物质在各器官中的分配量
Fig. 5 Dry matter distribution amount in different organs at
maturity
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在相同器官的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column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in the same organ (P < 0.05).

和 B3 处理的千粒重和籽粒产量均显著高于 B2 处理,
B3 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与 B4 处理无显著差异, 但
显著高于 B2 处理。在底墒 C 条件下, C2、C3 和 C4
处理的穗数、穗粒数和籽粒产量无显著差异, 均显
著高于 C1 处理; C1、C3 和 C4 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
无显著差异, 均显著低于 C2 处理(表 7)。
上述结果表明, 在底墒较低的条件下, 播种期、

2.2.4 开花后植株干物质的积累与再分配
2013
—2014 年度, 在底墒 A 条件下, A2、A3 和 A4 处理

拔节期和开花期适量补灌可获得较高的籽粒产量,

的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无显著差异, 均高于 A1

但降低了水分利用效率; 而增加底墒至 0~100 cm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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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冬小麦开花后同化物干重及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
Dry weight of assimil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mount from vegetative organs after anthesis of winter wheat

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
Redistribution amount from
vegetative organs (kg hm–2)

营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

开花后同化物干重

开花后同化物干重

对籽粒的贡献率
Contribution of redistribution

Dry weight of assimilation
after anthesis (kg hm–2)

amount from vegetative organs (%)

对籽粒的贡献率
Contribution of dry weight of
assimilation after anthesis (%)

2013–2014
A1

1680.6 c

43.1 a

2216.5 g

56.9 c

A2

2932.6 a

38.9 b

4604.8 e

61.1 b

A3

3028.7 a

38.1 b

4915.3 d

61.9 b

A4

2849.2 a

34.3 c

5455.2 c

65.7 a

B1

2208.0 b

37.3 b

3707.0 f

62.7 b

B2

2831.8 a

33.2 c

5700.1 b

66.8 a

B3

2949.1 a

32.6 c

6095.7 a

67.4 a

B4

2942.7 a

32.7 c

6053.8 a

67.3 a

2014–2015
C1

2825.2 a

35.3 a

5167.8 b

64.7 b

C2

2581.8 b

28.4 b

6504.2 a

71.6 a

C3

2584.1 b

28.3 b

6562.9 a

71.7 a

C4

2574.9 b

28.2 b

6551.1 a

71.8 a

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年度的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Different letters after data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in the same year (P < 0.05).

Table 7

表 7 冬小麦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
Grain yield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 of winter wheat

处理

穗数

千粒重

穗粒数

籽粒产量

水分利用效率

Treatment

Spike number (×104 hm–2)

1000-grain weight (g)

Grains per spike

Grain yield (kg hm–2)

WUE (kg hm–2 mm–1)

2013–2014
A1

352.0 e

39.2 b

32.2 c

3848 d

26.5 b

A2

556.0 c

39.4 b

38.9 a

7378 c

30.0 a

A3

600.0 ab

39.6 b

39.5 a

7941 b

26.9 b

A4

587.0 b

41.4 a

39.9 a

8340 a

24.2 d

B1

468.0 d

39.8 b

36.5 b

6010 c

22.5 e

B2

616.6 a

39.7 b

39.8 a

8582 b

25.1 c

B3

627.9 a

41.5 a

40.2 a

9024 a

26.5 b

B4

618.8 a

41.2 a

39.9 a

8997 a

25.8 bc

C1

576.2 b

40.8 b

39.8 a

7993 b

19.2 b

C2

607.1 a

43.8 a

40.8 a

9086 a

20.9 a

C3

610.0 a

43.6 a

41.2 a

9147 a

19.8 b

C4

604.2 a

43.1 a

41.5 a

9126 a

19.5 b

2014–2015

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年度的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Different letters after data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in the same year (P < 0.05).

层土壤贮水量为 266.3 mm 时, 播种期、拔节期和开
花期适量补灌可同时获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

3

讨论

在底墒较高的条件下, 仅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即

半干旱地区小麦生育期灌溉量由 60 mm 增至

可获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 播种期和越冬期无

210 mm 时, 总耗水量由 326.3 mm 增至 429.4 mm,

需补灌。

土壤贮水消耗量则从 216.9 mm 降至 95.7 mm[18]。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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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 冬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分别灌水 75、

率分别提高 70%和 75%[6]。华北地区 0~200 cm 土层

75 和 70 mm 的处理较拔节期和孕穗期分别灌水 75

底墒为 449.5~490.9 mm 和全生育期人工控制供水的

mm 和 70 mm 的处理, 土壤贮水消耗量和总耗水量

条件下, 小麦穗粒数、千粒重和水分利用效率均随

。说明减少灌水量

底墒的提高而提高 [25] 。在华北地区水浇地麦田, 浇

并非一定能促进冬小麦对土壤贮水的消耗。本试验

足底墒水的基础上, 拔节期和开花期分别灌水 75

结果表明, 冬小麦全生育期对土壤水的消耗量和总

mm, 可获得 7500 kg hm–2 的高产和较高的水分利用

耗水量均随土壤底墒的增加而提高。在底墒较低的

效率 [26-27] 。 本试验在黄淮平原年降水量为 475.5~

条件下, 冬 小麦的耗水 主要来源于 降水和灌溉 水,

557.2 mm 的条件下, 当播种期 0~100 cm 土层土壤贮

提高播种期补灌水平或于越冬期补灌, 均可显著促

水量为 201.5 mm 时, 播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适量

分别增加 59.4 mm 和 134.4 mm

[19]

进冬小麦对土壤水的消耗; 尤其是于播种期、拔节

补灌可获得较高的籽粒产量, 但降低了水分利用效

期和开花期补灌, 有利于小麦对 20~120 cm 土层土

率 ; 而 增 加 底 墒 至 0~100 cm 土 层 土 壤 贮 水 量 为

壤水的吸收利用。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底墒水平后,

266.3 mm 时, 播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适量补灌可

增加播种期补灌水量或于越冬期补灌, 冬小麦对土

同时获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 在播种期 0~100

壤水的消耗量反而降低, 尤其减少了对 40~180 cm

cm 土层土壤贮水量为 317.0 mm 的条件下, 仅于拔

土层土壤水的吸收利用; 而在更高底墒条件下, 冬

节期和开花期补灌即可获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

小麦耗水以土壤水为主, 其次为降水, 再次为灌溉

播种期和越冬期无需补灌。

水; 雨养处理对 20~120 cm 土层土壤贮水的消耗量

相对于土壤含水量, 用土壤水势确定作物灌溉

最高, 即使仅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 亦会减少小

指标有利于在不同质地和理化性质的土壤上推广[28]。

麦对深层土壤水的吸收利用。

然而由于以往测定土壤水势的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存

小麦籽粒灌浆所需的碳源主要来源于开花后的光
[20]

在某些不足, 制约了这一指标在作物节水研究和生

。

产中的应用 [29] 。本文以土壤含水量为指标, 在生产

土壤水分显著影响同化物在植株各器官的分配和积

上应用则会受到土壤类型的限制。但试验所选麦田

累。干旱条件下, 营养器官转移再分配进入籽粒的

为壤土, 是我国黄淮和北部冬麦区主要的土壤质地

干物质对产量的贡献率显著增加, 但开花后的同化

类型, 分布面积较广 [30], 因此, 可为该类型土壤质

产物减少, 最终导致产量较低[21], 适宜水分条件下, 开

地麦田节水灌溉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今后尚需加

合同化及营养器官临时贮存碳水化合物的再分配

[22-23]

花后同化的干物质对产量的贡献率则占主要地位

。

强对不同土壤类型及土壤水势灌溉指标的研究。另

本试验结果进一步证明, 生长季补灌时期和水量与

外, 小麦对土壤水分的需求存在品种间的差异 [31] 。

播种期底墒的配合是调控冬小麦群体发育、干物质

本文以黄淮和北部冬麦区主推冬小麦品种济麦 22

积累, 及开花后干物质同化与再分配实现高产的重

为试验材料, 研究结果对指导该品种小麦节水高产

要途径。在底墒较低的条件下, 播种期适量补灌可

栽培有较强的针对性, 也可供同类型品种参考。对

促进分蘖发生, 在此基础上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

其他类型品种的适用性尚需进一步试验验证。

则显著增加成穗数, 提高开花后同化物干重及其对
籽粒的贡献率, 而且营养器官干物质向籽粒的再分

4

结论

配量亦保持较高水平; 而在底墒较高的条件下, 仅

冬小麦对土壤水的消耗量和总耗水量均随土壤

于拔节期和 开花期补灌, 就能获得较 高的成穗数,

底墒的增加而提高。在播种期 0~20 cm 和 0~100 cm

并显著提高开花后同化物干重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

土层土壤贮水量分别为 13.7 mm 和 201.5 mm 的条件

取得较高的籽粒产量, 在此基础上, 增灌播种水或

下, 播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适量补灌可获得较高

越冬水, 对小麦分蘖成穗、开花后同化物干重及营

的籽粒产量, 但土壤贮水消耗量和总耗水量均明显

养器官干物质再分配量均无显著影响。

增加, 水分利用效率较低; 底墒增加至 0~20 cm 和

基础

适宜的底墒可促进小麦盘根分蘖, 为丰产奠定

0~100 cm 土层土壤贮水量分别为 21.9 mm 和 266.3

[24]

mm 时, 播种期、拔节期和开花期适量补灌可同时获

。在黄土高原旱作区, 高底墒条件下不同生
–2

态类型冬小麦的平均产量为 2344 kg hm , 分别比

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在播种期 0~20 cm 和

中、低底墒条件下的提高 28%和 23%, 水分利用效

0~100 cm 土 层 土 壤 贮 水 量 分 别 为 28.9 m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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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0 mm 的条件下, 仅于拔节期和开花期补灌即可
显 著 提高开花后同化物干重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
获得高产和高水分利用效率, 播种期和越冬期补灌
无益。

References
[1] 梅旭荣, 康绍忠, 于强, 黄元仿, 钟秀丽, 龚道枝, 霍再林, 刘
恩科. 协同提升黄淮海平原作物生产力与农田水分利用效率
途径. 中国农业科学, 2013, 46: 1149–1157
Mei X R, Kang S Z, Yu Q, Huang Y F, Zhong X L, Gong D Z,
Huo Z L, Liu E K. Pathways to synchronously improving crop
productivity and field water use efficiency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Sci Agric Sin, 2013, 46: 1149–115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 张雪靓, 孔祥斌. 黄淮海平原地下水危机下的耕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 中国土地科学, 2014, 28(5): 90–96
Zhang X J, Kong X B. Cropland sustainable use impacted by
groundwater depletion in China’s HHH Plains. Chin Land Sci,
2014, 28(5): 90–9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 刘荣花, 方文松, 朱自玺, 马志红, 许蓬蓬, 李树岩. 黄淮平
原冬小麦底墒水分布规律. 生态学杂志, 2008, 27: 2105–2110
Liu R H, Fang W S, Zhu Z X, Ma Z H, Xu P P, Li S Y.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vailable soil water at planting for winter wheat in
Huanghuai Plain. Chin J Ecol, 2008, 27: 2105–2110 (in Chinese
[4]

[5]

[6]

[7]

[8]

with English abstract)
徐建文, 居辉, 梅旭荣, 刘勤, 杨建莹. 近 30 年黄淮海平原干
旱对冬小麦产量的潜在影响模拟. 农业工程学报, 2015, 31(6):
150–158
Xu J W, Ju H, Mei X R, Liu Q, Yang J Y. Simulation on potential
effects of drought on winter wheat in Huang-Huai-Hai Plain from
1981 to 2010. Trans CSAE, 2015, 31(6): 150–15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罗俊杰, 黄高宝. 底墒对旱地冬小麦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
影响研究. 灌溉排水学报, 2009, 28(3): 102–104
Luo J J, Huang G B. Effects of different soil water before sowing
on winter wheat yield and WUE in semi-arid areas. J Irrig Drain,
2009, 28(3): 102–10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罗俊杰, 王勇, 樊廷录. 旱地不同生态型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
对播前底墒的响应.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10, 28(1): 61–65
Luo J J, Wang Y, Fan T L. Effect of winter wheat yield and WUE
with different soil water before sowing in semi-arid areas. Agric
Res Arid Areas, 2010, 28(1): 61–6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姚宁, 宋利兵, 刘健, 冯浩, 吴淑芳, 何建强. 不同生长阶段
水分胁迫对旱区冬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中国农业科
学, 2015, 48: 2379–2389
Yao N, Song L B, Liu J, Feng H, Wu S F, He J Q. Effects of water
stres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yields of
winter wheat in arid region. Sci Agric Sin, 2015, 48: 2379–238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褚鹏飞, 王东, 张永丽, 王小燕, 王西芝, 于振文. 灌水时期
和灌水量对小麦耗水特性、籽粒产量及蛋白质组分含量的影
响. 中国农业科学, 2009, 42: 1306–1315
Chu P F, Wang D, Zhang Y L, Wang X Y, Wang X Z, Yu Z W.
Effects of irrigation stage and amount on water consumption

第 43 卷

characteristics, grain yield and content of protein components of
wheat. Sci Agric Sin, 2009, 42: 1306–131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9] Li Q Q, Dong B D, Qiao Y Z, Liu M Y, Zhang J W. Root growth,
available soil water, and water-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regimes appli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in North China. Agric Water Manag, 2010, 97: 1676–1682
[10] 秦耀东. 土壤物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p 7
Qin Y D. Soil Physic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p
7 (in Chinese)
[11] Wang D, Yu Z W, White P J. The effect of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after jointing on leaf senescence and grain filling in wheat. Field
Crops Res, 2013, 151: 35–44
[12] Gardner W H. Water content. In: Klute A eds. Methods of Soil
Analysis: Part 1. Agronomy Monograph. 9, 2nd edn. Verlag Amer.
Soc. Agron. und Soil Sci. Soc. Amer, Madison (Wisconsin), 1986.
pp 493–544
[13] 黄玲, 高阳, 邱新强, 李新强, 申孝军, 孙景生, 巩文军, 段爱
旺. 灌水量和时期对不同品种冬小麦产量和耗水特性的影响.
农业工程学报, 2013, 29(14): 99–108
Huang L, Gao Q, Qiu X Q, Li X Q, Shen X J, Sun J S, Gong W J,
Duan A W. Effects of irrigation amount and stage on yield and
water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winter wheat cultivars. Trans
CSAE, 2013, 29(14): 99–10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4] Lv L H, Wang H J, Jia X L, Wang Z M. Analysis on water requirement and water-saving amount of wheat and corn in typical
region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Front Agric China, 2012, 5:
556–562
[15] Chattaraj S, Chakraborty D, Garg R N, Singh G P, Gupta V K,
Singh S, Singh R.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for growthstage-specific water use in wheat. Field Crops Res, 2013, 144:
179–191
[16] 田中伟, 王方瑞, 戴廷波, 蔡剑, 姜东, 曹卫星. 小麦品种改
良过程中物质积累转运特性与产量的关系. 中国农业科学,
2012, 45: 801–808
Tian Z W, Wang F R, Dai T B, Cai J, Jiang D, Cao W X. Characteristics of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and translocation during the
wheat genetic improve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grain yield.
Sci Agric Sin, 2012, 45: 801–80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7] Sepaskhah A R, Tafteh A. Yield and nitrogen leaching in rapeseed
field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rates and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Agric Water Manag, 2012, 112: 55–62
[18] Ma Y, Feng S Y, Song X F. A root zone model for estimating soil
water balance and crop yield responses to deficit irrigat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gric Water Manag, 2013, 127: 13–24
[19] 王淑芬, 张喜英, 裴冬. 不同供水条件对冬小麦根系分布、产
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农业工程学报, 2006, 22(2): 27–32
Wang S F, Zhang X Y, Pei D. Impacts of different water supplied
conditions on root distribution, yield and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Trans CSAE, 2006, 22(2): 27–3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0] Ercoli L, Lulli L, Mariotti M, Masoni A, Arduini I. Post-anthesis
dry matter and nitrogen dynamics in durum wheat as affected by
nitrogen supply and soil water availability. Eur J Agron, 2008, 28:
138–147

第9期

林

祥等: 不同底墒条件下补灌对冬小麦耗水特性、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1369

[21] 董浩, 陈雨海, 周勋波. 灌溉和种植方式对冬小麦耗水特性及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of winter wheat in water-saving and

干物质生产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2013, 24: 1871–1878

high-yielding cultivation. Sci Agric Sin, 2003, 36: 1143–1149 (in

Dong H, Chen Y H, Zhou X B. Effects of irrigation and planting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pattern on winter wheat water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27] Li J M, Inanaga S, Li Z H, Eneji A E. Optimizing irrigation

dry matter production. Chin J Appl Ecol, 2013, 24: 1871–1878

scheduling for winter wheat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gric
Water Manag, 2005, 76: 8–2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2] Bahrani A, Abad H H S, Aynehband A. Nitrogen remobilization

[28] 刘超, 汪有科, 张立强.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在作物非充分灌溉

in wheat as influenced by nitrogen application and post-anthesis

适宜水分下限确定中的应用. 灌溉排水学报, 2007, 26(6):

water deficit during grain filling. Afr J Biotechnol, 2011, 10:

76–78

10585–10594

Liu C, Wang Y K, Zhang L Q. The application of soil water char-

[23] 黄彩霞, 柴守玺, 赵德明, 康燕霞. 灌溉对干旱区冬小麦干物

acteristic curve in determination of lower limit of suitable soil

质 积 累 、 分 配 和 产 量 的 影 响 . 植 物 生 态 学 报 , 2014, 38:

moisture in crop non-sufficient irrigation. J Irrig Drain, 2007,

1333–1344

26(6): 76–7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Huang C X, Chai S X, Zhao D M, Kang Y X. Effects of irrigation

[29] 张富仓, 李志军, 康绍忠. 用热电偶湿度计测定土壤水势的方

on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ry matter and grain yield in

法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自然科学版), 2001, 29(1): 55–58

winter wheat in arid regions of China. Chin J Plant Ecol, 2014,

Zhang F C, Li Z J, Kang S Z. Measurement of soil water poten-

38: 1333–134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tial with thermocouple psychrometers. J Northwest Sci-Tech Univ

[24] Schilinger W F, Schofstoll S E, Alldredge J R. Available water

Agric & For (Nat Sci Edn), 2001, 29(1): 55–58 (in Chinese with

and wheat grain yield relations in a Mediterranean climate. Field
Crops Res, 2008, 109: 45–49

English abstract)
[30] 熊 毅 , 李 庆 逵 . 中 国 土 壤 . 北 京 : 科 学 出 版 社 , 1978. pp
329–335

[25] 任三学, 赵花荣, 郭安红, 刘庚山, 安顺清. 底墒对冬小麦植
株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麦类作物学报, 2005, 25(4): 79–85

Xiong Y, Li Q K. China Soil.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78. pp
329–335 (in Chinese)

Ren S X, Zhao H R, Guo A H, Liu G S, An S Q. Impact of available soil water at planting on plant growth and yield of winter

[31] 王德梅, 于振文, 许振柱. 高产条件下不同小麦品种耗水特性

wheat. J Triticeae Crops, 2005, 25(4): 79–85 (in Chinese with

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差异. 生态学报, 2009, 29: 6552–6560

English abstract)

Wang D M, Yu Z W, Xu Z Z. Water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26] 张永平, 王志敏, 王璞, 赵明. 冬小麦节水高产栽培群体光合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wheat cultivars with high

特征. 中国农业科学, 2003, 36: 1143–1149

yield. Acta Ecol Sin, 2009, 29: 6552–6560 (in Chinese with Eng-

Zhang Y P, Wang Z M, Wang P, Zhao M. Canopy photosynthetic

lish abstract)

欢迎订阅 2018 年《中国水稻科学》和《Rice Science》
《中国水稻科学》(ISSN 1001-7216, CN 33-1146/S)为中国水稻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 主要报道
以水稻为研究对象的未经发表的原始论文。所设栏目包括研究报告、研究简报、研究快报、研究简讯、实
验技术、学术专论、文献综述等。读者对象为国内外从事水稻科研、教学、生产和管理的有关人员。同时, 还
办有《Rice Science》(水稻科学)(ISSN 1672-6308, CN 33-1317/S)。
《中国水稻科学》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也是国内
外 30 多种数据库和检索期刊的文献源。在全国和地方期刊评比中, 《中国水稻科学》多次获优秀期刊奖, 曾
两度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期刊, 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并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中
国精品科技期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和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水稻科学》为双月刊, 大 16 开, 112 页, 每期定价 20.00 元(全年 120.00 元), 邮发代号 32-94, 国外
代号 Q6533。读者可在各地邮政局订阅, 也可向编辑部订阅。《Rice Science》为双月刊, 大 16 开, 60 页, 每
期定价 15.00 元(全年 90.00 元), 境外 15 美元(全年 90 美元), 自办发行, 请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阅。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中国水稻研究所内, 邮政编码 310006
电话: 0571-63370278(63371017), E-mail: cjrs@263.net; li@ricescience.org; rs@ricescie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