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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4种叶面肥不同施用时期和施用次数对寒地粳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为叶面肥在寒地水稻高产

优质栽培上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水稻品种垦粳7号为试验材料，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设计，以清水处

理作为对照（CK），设7个叶面肥喷施处理［2次喷施处理：分别于齐穗期和齐穗后15 d各喷施1次雷力（Y1）、战氏（Y2）

和KH2PO4（Y3）；4次喷施处理：分别于拔节期、齐穗期、齐穗后10和20 d各喷施1次雷力（Y4）、战氏（Y5）、KH2PO4（Y6）

和ND叶面肥（Y7）］；成熟期选取有代表性的植株进行考种，并测定稻米的加工品质、外观品质、营养品质及食味品

质。【结果】从产量来看，各叶面肥处理均可提高水稻产量，其中Y4、Y5、Y6和Y7处理的实际产量分别较CK提高

8.84%、7.31%、8.10%和8.33%，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从品质来看，施用雷力（Y1和Y4）和KH2PO4（Y3和Y6）处理

的糙米率随着施用次数增加呈上升趋势，Y4处理可极显著提高糙米率（P<0.01，下同）；Y7处理可极显著降低垩白度

与垩白粒率；Y1处理降低蛋白质含量最明显；Y4处理降低直链淀粉含量最明显；食味评分表现为Y2>Y3>Y4>Y1>CK>

Y6>Y7>Y5。【结论】不同时期喷施不同叶面肥对寒地粳稻产量均有提升作用，但对加工和外观品质及食味评分有不

同影响。其中，喷施4次雷力叶面肥对寒地粳稻产量和品质的综合提升效果最佳，在寒地水稻生产中具有较好的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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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s on japonica rice yield and
quality in col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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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our foliar fertilizers on japonica rice yield and quality in cold region
at different application periods and application times，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oliar fertili-
zers in high yield and high quality cultivation of rice in cold regions.【Method】Taking rice variety Kenjing 7 as the experi-
mental material，single factor random block test design was adopted，and clear water treatment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CK），the other seven foliar fertilizer spraying treatments were set［two spraying treatments：Leili（Y1），Zhanshi（Y2）
and KH2PO4（Y3）were sprayed once at the full heading period and 15 d after full heading period，four spraying treatments：
at the jointing period，full heading period，10 and 20 d after full heading period，respectively，one time of application of
Leili（Y4），Zhanshi（Y5），KH2PO4（Y6）and ND foliar fertilizer（Y7）was applied］. At the mature period，representative
plants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and the processing quality，appearance quality，nutrition quality and taste quality
of rice were determined.【Result】In terms of yield，all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could improve rice yield，and the actual
yields of Y4，Y5，Y6 and Y7 treatments were 8.84%，7.31%，8.10% and 8.33% higher than that of CK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the rate of brown rice treated with Leili（Y1 and
Y4）and KH2PO4（Y3 and Y6）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pplication times，and the rate of brown rice treated with Y4
extremely increased（P<0.01，the same below）. The chalkiness degree and chalkiness rice rate could be extremely reduced
by Y7 treatment. The most obvious decrease in protein content was found in Y1 treatment. The most obvious decrease in
amylose content was in Y4 treatment. The food taste score was Y2>Y3>Y4>Y1>CK>Y6>Y7>Y5.【Conclusion】Spr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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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近些年，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迅

速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逐步发生变化，消费者对主

食稻米的需求也由原来的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和健

康食味型（崔晶等，2011）。叶面肥作为一种新兴肥

料和辅助施肥手段，具有直接供应养分、养分运送

快、节肥高效等优点。已有研究表明，施用叶面肥可

促进水稻植株的光合作用，促进光合产物的积累及

稻粒的生长，喷施叶面肥数小时可达养分吸收高峰，

短期即能见效，最终提高水稻的产量并改善品质（秦

亚平和邓红平，2009；马鹏等，2015；施泽周，2016）。

但叶面肥的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受施用时期、方式、

浓度及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且同种叶面肥对不同作

物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李燕婷等，2009；李华伟

等，2015）。东北地区是我国水稻种植的重要区域，

与其他水稻种植区域相比，该地区气温偏低，不利于

水稻生长。因此，探讨叶面肥不同施用时期和施用

次数对寒地水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对提高寒地水

稻的产量和品质具有积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关

于叶面肥对粳稻产量的影响，姚素梅等（2006）研究

表明，喷施叶面肥可促进水稻各器官对磷素的吸收，

并能明显促进磷素向穗部的运输分配，从而提高结

实率和产量。胡钧铭等（2010）研究指出，水稻抽穗

后茎秆一般保持3~4片叶，其生长发育与穗部籽粒形

成具有同步性，喷施叶面肥可延长叶片生理活性，从

而增加产量。王晨等（2017）研究表明，叶面肥能降

低水稻的不育粒数，从而提高水稻结实率，并最终提

高水稻产量。关于叶面肥对水稻品质的影响，张刚

（2010）研究指出，叶面肥可影响水稻籽粒中蛋白质

含量与直链淀粉含量的平衡度，喷施次数不同会对

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何艳晴等（2017）认为叶面

肥喷施次数的不同对水稻的产量品质均有影响；李

婷婷等（2017）、孔令国等（2018）认为叶面施肥在延

长水稻叶片功能、增强植株抗性、提高产量品质等方

面均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赵西梅等（2019）研究表

明，喷施叶面肥能有效补充植物营养，提高叶片的净

光合速率、气孔导度等光合指标，进而提高品质；张

春明等（2019）研究表明，叶面肥可提升春小麦叶绿

素含量，维持较高的光合能力，影响籽粒的可溶性蛋

白从而提升品质。【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关于叶面肥

施用时期和施用次数对东北寒地水稻产量和品质影

响的研究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垦粳7号为研

究材料，在水稻不同生育时期分别喷施4种叶面肥，

探究叶面肥不同施用时期和施用次数对寒地粳稻产

量与品质的影响，为叶面肥在寒地水稻高产优质栽

培上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垦粳7号，主茎12片叶，株高约

88 cm，全生育期135 d，≥10 ℃活动积温2575 ℃。

供试叶面肥：（1）雷力海補1号有机肥料（以下

简称雷力），主要成分：N+P2O5+K2O≥6.0%，有机质≥
45%（海藻有机肥≥5%），海藻酸≥300 mg/kg，将4.0

mL母液定容到2.0 L，溶于水喷施。（2）战氏零农残

（以下简称战氏）：北京绿色红太阳零农残研究院生

产，18.6 mL母液定容到4.0 L，溶于水喷施。（3）

K2PO4（1.5%）：30.0 g溶于2.0 L清水，喷施。（4）ND叶

面肥：八一农大水稻组自制，由大中微量元素组成，

37.5 g溶于2.5 L清水，喷施。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8年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试验田

进行，土壤为盐碱土，土壤常规5项理化指标：碱解氮

123.00 mg/kg、有效磷18.60 mg/kg、速效钾191.50

mg/kg、有机质32.40 g/kg、pH 8.20。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每小区面积

14.4 m2，3次重复。以清水处理作为常规对照（CK），

设7个叶面肥处理，采用2次喷施和4次喷施方法。2次

喷施指齐穗期进行第1次喷施、齐穗后15 d进行第2

次喷施；4次喷施指拔节期进行第1次喷施、齐穗期进

行第2次喷施、齐穗后10和20 d分别进行第3和4次喷

施。叶面肥种类及喷施时期见表1。各叶面肥每次

均按以下用量喷施：雷力0.45 L/ha，战氏1.05 L/ha，

KH2PO4 3.00 kg/ha，ND叶面肥4.17 kg/ha。4月17日

播种，5月25日移栽，其他措施按常规管理。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s an effect on rice yield in cold regions，but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pro-
cessing and appearance quality and food taste score. Among them，four times of application of Leili foliar fertilizer has the
best effect on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yield and quality of japonica rice in cold region，and has good promo-
tion value in rice production in cold region.

Key words：rice；foliar fertilizer；yield；quality；cold regions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2018YFD0300104）；Heilongjia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C201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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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3. 1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测定 成熟期每处理

选取有代表性植株6穴进行考种，并分别取3点1 m2

的水稻，测定产量、穗数、实粒数和空秕粒数，计算结

实率、千粒重，换算公顷产量。

1. 3. 2 品质测定 收获后风干2个月，进行品质指

标测定。

加工品质：称取部分样品，质量记为W0，用FC-

2K型实验砻谷机（YAMAMOTO，离心式）加工成糙

米，质量记为W1，并按以下公式计算糙米率：糙米率

（%）=W1/W0×100。

用日本公司生产的VP-32型实验碾米机加工精

米。从W1中称取一定量的糙米W2（30 g，3次重复）精

碾，除去糠粉并称质量记为W3，再拣出整精米粒，称

质量记为W4，并按下列公式计算精米率和整精米率：

精米率（%）=W3/［W2×（W1/W0）］×100；整精米率（%）=

W4/［W0×（W2/W1）］×100。

外观品质：用日本静冈机械株式会社生产的

ES-1000便携式品质分析仪测定精米的垩白粒率和垩

白度。

营养品质：用瑞典FOSS福斯公司的FOSS1242

近红外分析仪测定籽粒糙米中蛋白质含量和直链淀

粉含量。

食味品质：用日本佐竹公司（SATAKE）生产的

米饭食味计（STA1A）测定食味评分。

1. 4 统计分析

利用 WPS 2019和DPS V9.01进行试验数据的

整理和统计分析，以WPS 2019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的影响

由表2可知，各叶面肥处理的水稻产量均高于

CK，其中Y4、Y5、Y6和Y7处理的产量均显著高于

CK（P<0.05，下同），分别较CK提高8.84%、7.31%、

8.10%和8.33%，说明喷施4次叶面肥的处理能显著

提高水稻产量。由各处理的产量构成因素可知，

Y4、Y5和Y6处理主要通过增加穗粒数达到增产效

果，Y7处理通过增加穗数及千粒重达到增产效果，

但施用叶面肥对多数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未达显著

差异水平（P>0.05，下同）。

2. 2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水稻加工品质的影响

由表3可知，施用雷力（Y1和Y4）和KH2PO4（Y3

和Y6）处理的糙米率随着施用次数增加呈上升趋

势，说明增加这两种叶面肥的施用次数，糙米率会随

之增加。其中，Y6的糙米率为81.76%，显著高于

CK；Y4和Y7的糙米率分别达82.17%和81.98%，极显

著高于 CK（P<0.01，下同）。 Y6 处理的精米率

（74.66%）和整精密率（72.74%）均为最高，且显著高

于Y3，说明随着KH2PO4施用次数增加，稻米的加工

品质随之提高，其他叶面肥处理的精米率和整精米

率在各施用次数处理间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2. 3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稻米外观品质的影响

由表4可知，Y5处理的垩白粒率（2.30%）和垩白

度（0.99%）显著低于CK；Y7处理的垩白粒率（1.90%）

极显著低于CK，垩白度（0.86%）显著低于CK；随着

处理
Treatment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穗数（穗/m2）
Spike number（spike/m2）

435.88bcAB
455.13abA
408.75cB

431.25bcAB
449.17abA

434.67bcAB
444.50abAB

467.25aA

穗粒数（粒/穗）
Number of grain per spike（grain/spike）

98.69
97.47
98.77
99.94

103.02
101.23
103.08
96.55

结实率（%）
Setting percentage

93.67
95.04
95.20
95.12
94.44
94.39
95.34
95.96

千粒重（g）
Thousand grain weight

21.83
21.38
21.87
22.10
22.01
21.74
21.78
22.22

产量（kg/ha）
Actual yield

7799.25b
8237.25ab
7991.75ab
8117.00ab
8488.50a
8369.75a
8431.00a
8448.75a

处理
Treatment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叶面肥种类
Foliar fertilizer

type
清水
雷力
战氏

KH2PO4

雷力
战氏

KH2PO4

ND

施用时期
Application time

常规
齐穗期、齐穗后15 d
齐穗期、齐穗后15 d
齐穗期、齐穗后15 d

拔节期、齐穗期、齐穗后10 d、齐穗后20 d
拔节期、齐穗期、齐穗后10 d、齐穗后20 d
拔节期、齐穗期、齐穗后10 d、齐穗后20 d
拔节期、齐穗期、齐穗后10 d、齐穗后20 d

表 1 叶面肥种类及施用时期
Table 1 Type and application time of foliar fertilizers

表 2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yield and yield composition of rice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P<0.01）或显著水平（P<0.05）。表3和表4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and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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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ab ab ab

b

ab

ab a

15.60
15.80
16.00
16.20
16.40
16.60
16.80
17.00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bAB

bB bB
bABbAB

aA aA aA

8.70

8.80

8.90

9.00
9.10

9.20

9.30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战氏（Y2和Y5）施用次数的增多，垩白粒率和垩白度

均呈下降趋势。说明喷施战氏和ND叶面肥会降低

垦粳7号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度，且喷施4次可显著改

良外观品质。Y4处理的垩白粒率极显著高于CK和

Y1处理、垩白度显著高于CK并极显著高于Y1处理，

说明随着雷力喷施次数的增加，稻米的垩白粒率和

垩白度先降低后增加，喷施雷力4次会显著增加稻米

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度，而喷施2次可改良稻米的外观

品质。

2. 4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稻米营养质品质及食味

评分的影响

2. 4. 1 蛋白质含量 由图1可看出，Y5、Y6和Y7的

蛋白质含量分别达9.13%、9.15%和9.15%，三者间无

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CK（8.96%）。与喷施2次叶

面肥处理相比，喷施4次叶面肥处理的蛋白质含量均

呈上升趋势，其中Y5和Y6处理显著高于Y2和Y3处

理，说明增加叶面肥喷施次数可增加稻米的蛋白质

含量。

2. 4. 2 直链淀粉含量 由图2可看出，与CK相比，

喷施雷力（Y1和Y4）和战氏（Y2和Y5）处理的直链淀

粉含量均随喷施次数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

势，其中Y4处理的直链淀粉含量最低，说明喷施4次

雷力可降低直链淀粉含量；喷施KH2PO4（Y3和Y6）

处理的直链淀粉含量随喷施次数的增加呈升高趋

势；Y7处理的直链淀粉含量最高；但各叶面肥处理

与CK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

2. 4. 3 食味评分 由图3可看出，不同处理的食味

评分表现为Y2>Y3>Y4>Y1>CK>Y6>Y7>Y5。其中

Y1处理的食味评分（73.23分）显著高于CK，Y2（75.84

分）、Y3（74.83分）和Y4（74.25分）处理的食味评分极

显著高于CK，说明食味评分随着雷力喷施次数的增

加而增加；而Y5（69.48分）、Y6（70.95分）和Y7（70.42

分）处理的评分均低于CK，可知随着战氏和KH2PO4

喷施次数的增加，食味评分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

变化趋势。整体来看，Y2、Y3和Y4处理对食味评分

提升效果较佳。

2. 5 稻米品质性状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精米率与整精米率呈极显著正相

关，与食味评分呈显著负相关；垩白粒率与垩白度呈

极显著正相关、与直链淀粉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蛋白

质含量与食味评分呈极显著负相关。从食味评分来

处理
Treatment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垩白粒率
Chalky grain rate

3.30bcB
2.59cdBC
2.54cdBC
3.28bcB
4.69aA

2.30dBC
3.58bAB
1.90dC

垩白度
Chalkiness
1.51bcABC
1.13cdeBC
1.06cdeC

1.43bcdABC
2.04aA
0.99deC

1.78abAB
0.86eC

处理
Treatment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糙米率
Brown rice rate

81.40dCD
81.57cdC

81.64cdBC
81.65cdBC

82.17aA
81.14eD

81.76bcBC
81.98abAB

精米率
Polished rice rate

73.84ab
74.49ab
72.41b
72.42b
73.42ab
73.74ab
74.66a
74.62a

整精米率
Head rice rate

71.49ab
72.20ab
70.34b
70.43b
71.04ab
71.03ab
72.74a

72.51ab

表 3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水稻加工品质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processing quality of rice（%）

表 4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稻米外观品质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ap-
pearance quality of rice（%）

图 1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稻米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protein

content of rice
图柱上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P<0.01）或显著水
平（P<0.05）。图2和图3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and Fig.3

图 2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稻米直链淀粉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amy-

lose content of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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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
cBC

aA
abABbcAB

eD
dD deD

66.00

68.00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CK Y1 Y2 Y3 Y4 Y5 Y6 Y7

看，对其影响较大的营养品质指标为蛋白质含量，食

味评分随着蛋白质含量的增加而降低，说明降低蛋

白质含量有助于食味评分的提升，直链淀粉含量也

与食味评分呈负相关，但相关性未达显著水平。

3 讨论

喷施叶面肥是提高水稻产量和稻米品质的重

要技术之一（吴家富和蔡德利，2013；刘学进和徐宝

玉，2015），在水稻不同时期施用，均能达到增产及提

升品质的作用。赵海燕等（2018）研究表明，在小麦

齐穗期施用叶面肥，小麦叶片的抗氧化能力及籽粒

灌浆和输送养分的能力明显提高，进而增加其产量。

张春明等（2019）研究发现，施用叶面肥可明显提高

小麦旗叶的叶绿素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并提高小麦

的抗逆性，进而提高籽粒千粒重和产量。本研究通

过探究4种叶面肥不同施用时期和施用次数对寒地

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4种叶面肥均可

不同程度提升水稻产量，其中喷施4次雷力处理的产

量最高，该处理主要通过提升穗数和穗粒数来提高

产量，与于斌等（2015）研究指出叶面肥可通过增加

水稻穗数来提升产量的结论一致，但在千粒重的提

升上无显著效果，与张春明等（2019）得出的叶面肥

可显著提升水稻千粒重的结论不完全相符，其原因

可能与叶面肥的喷施浓度存在差异有关。此外，戴

伟峰（2004）、屈城乡等（2014）、吴慧等（2015）研究表

明，喷施雷力可使水稻增产的原因主要是穗数、穗粒

数、千粒重及结实率的提高，产量增幅在3.66%~

11.42%。本研究中喷施4次雷力处理的水稻产量较

对照增加8.84%，与上述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此外，施用ND叶面肥的处理则主要以增加穗数及千

粒重达到增产效果。

影响稻米食味品质的因素较多，如水稻品种自

身所具备的遗传特性、产地及气候条件、生长栽培条

件及管理措施、糙米外观品质及精米营养品质等，其

中蛋白质和直链淀粉含量是影响食味的主要因素

（马兆惠等，2019）。直链淀粉和蛋白质含量过高通

常导致稻米的食味变差（王志玺等，2018）。孟亚利

和周志国（1997）研究认为直链淀粉含量受灌浆期环

境的影响，在灌浆期喷施叶面肥不仅可提高水稻产

量，还能有效改善作物籽粒营养品质。不同叶面肥

对稻米蛋白质和直链淀粉含量的影响不同，因此叶

面肥的应用效果也各不相同。雷力是以纯天然海洋

生物为原料的新型肥料，富含多种氨基酸及大量和

微量元素，是一种天然营养剂。陈立强等（2018）研

究表明雷力可适当提升稻米食味评分。本研究中，

不同叶面肥处理的稻米品质指标比较结果表明，施

用4次雷力可极显著提高稻米的糙米率，但对精米率

和整精米率无显著影响；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糙米率

与食味评分呈正相关，直链淀粉与食味评分呈负相

关；喷施雷力处理可降低稻米的直链淀粉含量，对稻

米的蛋白质含量无显著影响，食味评分得到显著提

升。雷力中的微量元素在稻米的籽粒中沉积，影响

籽粒的直链淀粉含量，对寒地水稻的品质起改良作

用，但对稻米的蛋白质含量无明显影响，可能是由于

喷施用量不够而达不到提升效果，因此，今后应进一

性状
Trait

糙米率 Brown rice rate
精米率 Polished rice rate
整精米率 Head rice rate
垩白粒率 Chalky grain rate
垩白度 Chalkiness
蛋白质含量 Protein content
直链淀粉含量 Amylose content
食味评分 Taste score

糙米率
Brown

rice rate
1.00
0.08
0.21
0.45
0.44
0.02
-0.16
0.33

精米率
Polished
rice rate

1.00
0.96**
-0.18
-0.05
0.50
0.38

-0.74*

整精米率
Head rice

rate

1.00
-0.16
-0.01
0.49
0.52
-0.62

垩白粒率
Chalky

grain rate

1.00
0.98**
-0.19

-0.72*
0.35

垩白度
Chalkiness

1.00
-0.06
-0.59
0.23

蛋白质含量
Protein
content

1.00
0.35

-0.80**

直链淀粉含量
Amylose
content

1.00
-0.33

食味评分
Taste
score

图 3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稻米食味评分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the taste

score of rice

表 5 稻米品质性状间的相关性
Table 5 Correlation among quality traits of rice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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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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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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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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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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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讨雷力的精准喷施量，以更好地提升稻米食味

品质。此外，施用ND叶面肥的处理极显著降低稻

米的垩白粒率，显著降低稻米的垩白度，但明显提升

蛋白质和直链淀粉含量，致使食味评分低于对照，在

今后的研发过程中应主要针对此现象对其成分进行

调整。

4 结论

不同时期喷施不同叶面肥对寒地粳稻产量均

有提升作用，但对加工和外观品质及食味评分有不

同影响。其中喷施4次雷力叶面肥对水稻产量和品

质的综合提升效果最优，水稻产量显著提升8.84%，

食味评分提高2.37分，在寒地水稻生产中具有较好

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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