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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旱藕（Canna edulis Ker.）又名蕉藕、

芭蕉芋、洋芋，其根茎富含淀粉、蛋白质及粗纤维等，

是集粮食、饲料及能源于一体的多用途作物（Pun-

cha-arnon et al.，2007；欧珍贵等，2012）。广西具有

悠久的旱藕栽培历史，当前旱藕已成为广西重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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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种植密度对旱藕农艺性状、生理特性、产量及品质的影响，为旱藕的高产高效栽培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以旱藕品种桂兴芋3号为试验材料，设0.90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 5个种植密度，测定不同

生育期旱藕的农艺性状、生理指标、干物质含量及成熟期旱藕根茎的产量和品质。【结果】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旱藕

单株分蘖数、株高和茎径均逐渐减小，植株倒伏率逐渐增加；叶片的叶绿素、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还原糖及淀粉

含量逐渐降低；叶片、茎秆及根茎的干物质积累量也逐渐降低。根茎的单株产量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逐渐降低，群体

产量则先升高后降低，其中种植密度为1.05万株/ha的群体产量最高，达94100 kg/ha；根茎的含水率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加逐渐增加，淀粉、可溶性糖、还原糖及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则逐渐降低。【结论】合理密植有利于提高旱藕产量，种

植密度为1.05万株/ha时，旱藕根茎群体产量最高；种植密度过大则会影响旱藕生长发育，降低其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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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ing densities on the
agronomic traits，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yield and quality of edible canna，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high-yield
and high-efficient cultivation of edible canna.【Method】Canna variety Guixingyu 3 was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and five planting densities（9000，10500，12000，13500 and 15000 plant/ha）were set. The agronomic traits，physiologi-
cal indexes and dry matter content of edible canna were measured at different stages，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tubers
were measured at maturity stage.【Result】The number of tillers per plant，plant height and stem diameter wer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ies，and the lodging rate w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ies，the con-
tent of chlorophyll，soluble protein，soluble sugar，reducing sugar and starch in leaves decreased，the dry matter content
of leaves，stems and tubers also decreased. The tuber yield per plant decreased，but the population yield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ies. Among them，the population yield with planting density of
10500 plant /ha was the highest，which was 94100 kg/ha. Besides，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densities，the content of
moisture in tuber increased，and the content of starch，soluble sugar，reducing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decreased.【Con-
clusion】Reasonable close planting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yield of edible canna. When the planting density is 10500
plant/ha，the population yield of edible canna is the highest，but excessive planting density affects the growth of edible
canna，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edible canna will be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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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特色农产品之一。但由于栽培技术较落后，种

植管理水平低，严重制约了旱藕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周正邦，2009）。种植密度是影响作物生长的重要

因素，合理的种植密度可充分利用光、温、水、肥等资

源，是作物实现高产的重要前提（杨国虎等，2006；张

智猛等，2016）。因此，研究种植密度对旱藕生理特

性、产量及品质的影响，对改进旱藕栽培技术及提高

其产量和品质具有积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作物

产量及品质的形成是其植株体内一系列生理活动、

营养物质不断转化积累的过程（王瑞等，2009）。近

年来已有许多学者探讨了种植密度对作物生理特

性、产量及品质等的影响。周正邦等（2010）研究表

明，种植密度对旱藕有明显影响，种植密度为80 cm×

50 cm处理的旱藕产量比60 cm×60 cm处理增加

14.7%，纯收益增加21.6%。屈会娟等（2015）研究表

明，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甘薯群体生长率、鲜薯产

量、干物质率和淀粉产量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

趋势，单株结薯数和单株鲜薯重则逐渐下降。孙哲

等（2016）研究表明，合理的种植密度能加快甘薯块

根膨大速率、增加干物质积累量，进而提高甘薯块根

产量。刘光（2016）研究发现，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

玉米籽粒总淀粉和可溶性糖含量均先增加后减少，

蔗糖含量则逐渐减少。蒋进等（2017）研究表明，随

着种植密度增加，小麦叶片叶绿素含量降低，单茎绿

叶面积减小，成穗率、穗粒数和千粒重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夏家平等（2018）研究发现，在低种植密度下，

甘薯鲜薯产量、干物率及淀粉产量随着生育期的延

长而极显著增加，但在高密度条件下生育后期的增

加效果不显著。【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关于种植密度

对旱藕生长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种植密度对旱

藕生理特性、干物质积累及品质影响的研究尚未见

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设置旱藕田间不同

种植密度处理，探讨种植密度对旱藕生农艺性状、生

理特性、干物质积累、产量及品质等的影响，以期明

确旱藕在广西地区的最适种植密度，为广西旱藕的

高产高效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旱藕品种为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选育的桂兴芋3号。该品种株型半紧凑，叶片和

叶鞘均为绿色，叶片边缘紫色，芽浅紫色，花红色，耐

贫瘠且抗病性强。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7年3月—2018年1月在广西河池市

都安县地苏镇旱藕试验站（东经109°70 ′，北纬24°

71 ′）进行。试验地连片集中，土壤孔隙度64.72%，有

机质含量16.35 g/kg，碱解氮含量136.05 mg/kg，速效

磷12.74 mg/kg，速效钾148.87 mg/kg。

试验前期在广西旱藕种植区进行调查，发现桂

兴芋3号的种植密度多为1.20万株/ha（行距100 cm，

株距80 cm）。本研究以此为依据，设5个旱藕种植密

度处理，分别为0.90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

万株/ha。每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共15个

小区，每小区种植面积40 m2，4行种植，行距100 cm，

株距以种植密度而定。2017年3月24日单行起垄种

植，以复合肥（N∶P∶K=15∶15∶15）作基肥，肥料用量

1500 kg/ha。各处理除种植密度外，其他田间栽培管

理措施均保持一致。

1.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将旱藕整个生育期分为苗期（种植后60 d内）、

根茎形成期（种植后60~120 d）、根茎膨大期（种植后

120~240 d）和根茎成熟期（种植240 d以后）。

1. 3. 1 农艺性状调查 分别于旱藕苗期（5月20

日）、根茎形成期（7月22日）、根茎膨大期（9月22日）

和根茎成熟期（11月27日）调查旱藕株高和茎径。株

高为地上茎基部到顶部最后一片叶基部的距离；茎

径为从地面往上株高1/3处的茎秆直径。台风过后

第3 d（8月4日）调查旱藕分蘖数和倒伏率（以倒伏株

数计算），倒伏率（%）=小区内倒伏株数/小区种植总

株数×100。

1. 3. 2 生理指标测定 分别于旱藕苗期（5月20

日）、根茎形成期（7月22日）、根茎膨大期（9月22日）

和根茎成熟期（11月27日），每处理取3株旱藕，选取

正3叶和根茎进行生理指标测定。测定旱藕正3叶的

叶绿素含量；剪取正3叶去除中脉，剪碎混匀，测定鲜

叶可溶性糖、还原糖、可溶性蛋白质及淀粉含量。成

熟期（2018年1月24日）挖取旱藕根茎，去皮，105 ℃

杀青20 min，70 ℃烘干至恒重，根据GB 5009.3—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计算

根茎含水率；粉碎后测定根茎的可溶性糖、还原糖、

可溶性蛋白质及淀粉含量，结果换算为鲜样含量表

示。其中，叶绿素含量（以叶绿素SPAD值表示）采用

叶绿素测定仪SPAD-502测定，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

酮比色法测定（张志良和瞿伟菁，2003），还原糖含量

采用3,5-二硝基水杨酸法测定（张志良和瞿伟菁，

2003），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采用二喹啉甲酸法（BCA）

法测定（孔祥生和易现峰，2008），淀粉含量采用酸水

解法测定（李合生，2000）。

1. 3. 3 干物质含量测定 分别于旱藕苗期（5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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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根茎形成期（7月22日）、根茎膨大期（9月22日）

和根茎成熟期（11月27日），每处理取3株旱藕，采用

烘干法测定叶片、茎秆和根茎的干物质含量。

1. 3. 4 根茎产量测定 于旱藕成熟期（2018年1月

24日），各处理挖取5株旱藕根茎，分别测定旱藕单株

产量，并折算为公顷产量。

1. 4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03和SPSS 18.0进行数据整理及

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植密度对旱藕生长的影响

2. 1. 1 对分蘖数的影响 由表1可知，不同种植密

度处理的旱藕单株分蘖数为7.00~11.11个，随着种植

密度的增加，单株分蘖数逐渐减少，1.50万株/ha处理

的分蘖数最少（7.00个），与1.35万株/ha处理的单株

分蘖数（8.44个）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但二者

均显著低于0.90万、1.05万和1.20万株/ha处理（P<

0.05，下同）。

2. 1. 2 对倒伏率的影响 倒伏率调查结果（表1）

显示，随着种植密度增加，旱藕倒伏率逐渐增加。

1.50万株/ha处理的倒伏率达28.89%，分别较0.90万、

1.05万、1.20万和 1.35万株/ha处理增加 523.97%、

116.73%、48.61%和12.68%；0.90万株/ha处理的倒伏

率最低，为4.63%，显著低于其他种植密度处理。

2. 1. 3 对株高的影响 由图1可看出，随着生育期

的延长，不同种植密度处理的旱藕株高均逐渐升高，

在同一生育时期，旱藕株高表现为随着种植密度的

增加而降低，0.90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

株/ha 处理的全生育期平均株高分别为 262.83、

254.36、246.47、230.25和217.14 cm，0.90万株/ha处理

的株高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

的株高分别增加3.33%、6.64%、14.15%和21.04%。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至根茎成熟期时，不同种植密度

处理间株高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2. 1. 4 对茎径的影响 由图2可看出，旱藕茎径的

变化趋势与株高相似，从苗期到根茎成熟期，0.90

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的茎

径 分 别 增 加 45.77%、42.95%、40.92%、40.76% 和

40.25%。在各个生育期，旱藕茎径均表现为随着种

植密度的增加而减小，0.90万、1.05万、1.20万、1.35万

和1.50万株/ha处理的全生育期平均茎径分别为

25.75、24.83、23.91、22.75和21.23 mm，0.90万株/ha处

理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茎径

分别增加3.71%、7.70%、13.19%和21.29%。经方差

种植密度（万株/ha）
Plant density
（×104 plant /ha）
0.90
1.05
1.20
1.35
1.50

单株分蘖数（个）
Tiller number per

plant（tiller）
11.11±0.51a
10.67±0.88a

10.00±0.67ab
8.44±0.38bc
7.00±0.88c

倒伏率（%）
Lodging

rate
4.63±0.79d
13.33±1.44c

19.44±2.41bc
25.64±2.94ab
28.89±5.85a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3和表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and Table 4

表 1 不同种植密度对旱藕分蘖数和倒伏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tiller number and lodging
rate of edible canna

株
高
（

cm
）

P
la

nt
he

ig
ht

生育时期 Growth stage

a

a
a

a

a

a
b

b

b

a b
c

c

b c d

d

c d e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苗期 Seeding块根形成期
Forming

块根膨大期
Expansing

块根成熟期
Maturing

9000 plant/ha 10500 plant/ha
12000 plant/ha 13500 plant/ha
15000 plant/ha

根茎成熟期苗期 根茎形成期 根茎膨大期

茎
径
（

m
m
）

S
te

m
di

am
et

er

0.90万株/ha 0.90×104 plant/ha
1.05万株/ha 1.05×104 plant/ha
1.20万株/ha 1.20×104 plant/ha
1.35万株/ha 1.35×104 plant/ha
1.50万株/ha 1.50×104 plant/ha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丐
丐丐
丐丐
丐

丐
丐丐
丐丐
丐

丐
丐丐
丐丐
丐

根茎成熟期苗期 根茎形成期 根茎膨大期

生育期 Growth stage

0.90万株/ha 0.90×104 plant/ha
1.05万株/ha 1.05×104 plant/ha
1.20万株/ha 1.20×104 plant/ha
1.35万株/ha 1.35×104 plant/ha
1.50万株/ha 1.50×104 plant/ha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丐
丐丐
丐丐
丐

丐
丐丐
丐丐
丐

丐
丐丐
丐丐
丐

生育期 Growth stage

图 1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株高的变化
Fig.1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plant height of edible canna
同一生育期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图2~图7同
In the same growth stage，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
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Fig.7

图 2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茎径的变化
Fig.2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stem diameter of edible c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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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知，至根茎成熟期时，除1.05万株/ha处理与

1.20万株/ha处理的茎径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处理间

均差异显著。

2. 2 种植密度对旱藕叶片生理特性的影响

2. 2. 1 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由图3可看出，

随着生育期的延长，不同种植密度处理的旱藕叶片

叶绿素含量变化趋势一致，均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

其中0.90万株/ha处理的叶绿素SPAD值在根茎膨大

期达最大值，1.50万株/ha处理则在根茎形成期达最

大值，说明种植密度越大，叶绿素含量下降时间越

早。在各生育时期，叶绿素SPAD值均随着种植密度

的增加而降低，0.90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

万株/ha的全生育期平均叶绿素SPAD值分别为

47.87、46.88、45.03、42.44和39.47，其中，0.90万株/ha

处理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的

叶 绿 素 含 量 分 别 增 加 2.11%、6.31%、12.79% 和

21.28%。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苗期1.05万株/ha处理

与0.90万和1.20万株/ha处理差异不显著，其他处理

间均差异显著；根茎形成期和根茎膨大期各处理间

差异均达显著水平，根茎成熟期除0.90万株/ha处理

与1.05万株/ha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处理间均

差异显著。

2. 2. 2 对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由图4

可看出，与叶绿素含量变化趋势相似，随着生育期的

延长，不同种植密度处理的旱藕叶片可溶性蛋白

质含量均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0.90万株/ha处理的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在根茎膨大期达最大值，1.50万

株/ha处理在根茎形成期达最大值。各生育期的叶

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表现为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

而降低，0.90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

处理的全生育期平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3.83、41.57、39.25、34.24和29.47 mg/g，其中0.90万

株/ha处理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

理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分别增加5.44%、11.67%、

28.01%和48.73%。经方差分析可知，至根茎膨大期

和根茎成熟期，各种植密度处理间叶片可溶性蛋白

质含量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2. 2. 3 对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由图5可看

出，随着生育期的延长，不同种植密度处理的旱藕叶

片可溶性糖含量均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各处理均

在根茎形成期达最大值。在各生育期，叶片可溶性

糖含量均表现为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0.90

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的全生

育期平均可溶性糖含量分别为11.66、11.02、10.33、

9.51和8.44 mg/g，0.90万株/ha处理比1.05万、1.20万、

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分别增加5.81%、12.88%、

图 3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Fig.3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chlorophyll content of edible

canna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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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Fig.5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edi-

ble canna leaves

图 4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
Fig.4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of

edible canna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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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1%和38.15%。经方差分析可知，苗期、根茎形

成期和根茎膨大期不同植密度处理间的叶片可溶性

糖含量均差异显著；根茎成熟期除1.05万株/ha处理

与0.90万和1.20万株/ha处理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处

理间均差异显著。

2. 2. 4 对叶片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由图6可看出，

不同种植密度处理的旱藕叶片还原糖含量随着生育

期的延长均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在各生育期随着

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0.90万、1.05万、1.20万、

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的全生育期平均还原糖含

量分别为5.42、5.34、5.24、5.11和4.84 mg/g，0.90万株/

ha处理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分别

增加1.50%、3.44%、6.07%和11.98%。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苗期各处理间差异显著；根茎形成期和根茎膨

大期除1.05万株/ha处理与0.90万和1.20万株/ha处理

差异不显著，其他处理间均差异显著；根茎成熟期

1.05万株/ha处理与0.90万和1.20万株/ha处理差异不

显著，1.20万株/ha处理与1.05万和1.35万株/ha处理

差异不显著，其他处理间差异显著。

2. 2. 5 对叶片淀粉含量的影响 由图7可看出，与

可溶性糖和还原糖含量相似，旱藕叶片淀粉含量随

着生育期的延长也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其中0.90

万、1.05万和1.20万株/ha处理在根茎膨大期达最大

值，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在根茎形成期达最大

值。淀粉含量在各生育期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

低，0.90万、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

的全生育期叶片平均淀粉含量分别为10.71、9.86、

8.89、8.06和7.54 mg/g，0.90万株/ha处理比1.05万、

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分别增加8.62%、20.47%、

32.88%和42.04%。经方差分析可知，苗期除0.90万

株/ha处理与1.05万株/ha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他

处理间均差异显著外；根茎形成期除和根茎膨大期

各处理间均差异显著；根茎成熟期除1.35万株/ha处

理与1.50万株/ha处理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处理间均

差异显著。

2. 3 种植密度对旱藕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由表2可知，随着生育期的延长，各种植密度下

旱藕叶片、茎秆及根茎的干物质积累量变化趋势一

致，均表现为逐渐增加。在各生育期，随着种植密度

的增加，各器官干物质积累量逐渐减少。0.90万、

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理的全生育

期单株叶片平均干物质积累量分别为0.67、0.63、

0.57、0.51和0.44 kg，茎秆平均干物质积累量分别为

1.86、1.77、1.65、1.50和1.42 kg，根茎平均干物质积累

量分别为2.09、1.90、1.62、1.16和0.96 kg。与0.90万

株/ha相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处

理的叶片干物质积累量分别减少5.97%、14.93%、

23.88% 和 34.33%，茎秆干物质积累量分别减少

4.84%、11.29%、19.35%和23.66%，根茎干物质含量

分别减少9.09%、22.49%、44.50%和54.07%。受种植

密度影响，单株根茎干物质积累量降幅最大，其次是

叶片和茎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根茎成熟期除

0.90万株/ha处理与1.05万株/ha处理的叶片干物质积

累量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处理间叶片干物质积累量

均差异显著；茎秆和根茎各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差

异均达显著水平。

2. 4 种植密度对旱藕根茎产量的影响

由表3可知，随着种植密度增加，旱藕根茎单株

产量逐渐降低，且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与0.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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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叶片还原糖含量的变化
Fig.6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reducing sugar content of edi-

ble canna leaves

图 7 不同种植密度下旱藕叶片淀粉含量的变化
Fig.7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starch content of edible canna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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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万株/ha 0.90×104 plant/ha
1.05万株/ha 1.05×104 plant/ha
1.20万株/ha 1.20×104 plant/ha
1.35万株/ha 1.35×104 plant/ha
1.50万株/ha 1.50×104 plan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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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种植密度对旱藕单株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of
edible canna

生育期
Growth
stage

苗期
Seedling stage

根茎形成期
Tuber forming
stage

根茎膨大期
Tuber expanding
stage

根茎成熟期
Tuber maturing
stage

种植密度
（万株/ha）
Plant density

（×104

plant/ha）

0.90
1.05
1.20
1.35
1.50
0.90
1.05
1.20
1.35
1.50
0.90
1.05
1.20
1.35
1.50
0.90
1.05
1.20
1.35
1.50

干物质积累量（kg）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叶片
Leaf

0.35±0.03a
0.28±0.04b
0.21±0.03c
0.16±0.01d
0.13±0.01d
0.63±0.04a
0.61±0.03ab
0.57±0.02b
0.52±0.02c
0.43±0.02d
0.77±0.02a
0.75±0.01a
0.68±0.04b
0.61±0.02c
0.52±0.02d
0.92±0.03a
0.87±0.03a
0.82±0.01b
0.76±0.04c
0.68±0.04d

茎秆
Stalk

0.47±0.02a
0.42±0.02b
0.38±0.02c
0.33±0.02d
0.30±0.02d
1.88±0.06a
1.75±0.07b
1.62±0.02c
1.47±0.02d
1.41±0.03d
2.33±0.02a
2.24±0.06b
2.01±0.06c
1.85±0.04d
1.73±0.04e
2.75±0.03a
2.66±0.03b
2.57±0.04c
2.34±0.04d
2.25±0.04e

根茎
Tuber

-
-
-
-
-

1.17±0.07a
0.99±0.06b
0.76±0.07c
0.65±0.05d
0.56±0.03d
2.23±0.08a
2.03±0.06ab
1.84±0.18b
1.26±0.21c
0.99±0.06d
2.88±0.05a
2.69±0.08b
2.27±0.02c
1.58±0.07d
1.32±0.07e

株/ha处理相比，1.05万、1.20万、1.35万和1.50万株/ha

处理的根茎单株产量分别减少 6.57%、21.17%、

45.05%和54.22%。旱藕根茎群体产量则随着种植

密度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1.05

万株/ha处理的群体产量最高，达94100.00 kg/ha，

1.50万株/ha处理的产量最低，为65800.00 kg/ha。经

方差分析可知，除1.20万株/ha处理与0.90万和1.05万

株/ha处理的群体产量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各处理间

的群体产量均差异显著。

2. 5 种植密度对旱藕根茎品质的影响

由表4可知，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旱藕根茎含

水率逐渐增加，淀粉、可溶性糖、还原糖和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均逐渐降低。与0.90万株/ha处理相比，其

他处理的根茎含水率增加0.62%~5.79%，淀粉含量

降低 4.77%~25.78%，可溶性糖含量降低 7.03%~

29.27%，还原糖含量降低4.03%~21.37%，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降低3.40%~15.79%。

3 讨论

种植密度是影响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合理的

种植密度是作物实现高产的必要条件（明博等，

2017）。株高、茎粗和分蘖数等是旱藕生长的重要农

艺性状，在旱藕栽培中通常用于衡量其生长发育状

况（周明强等，2014；何虎翼等，2016）。周正邦等

（2010）对旱藕进行疏株试验，结果表明，减少分蘖数

会导致旱藕产量降低，单株分蘖数与产量呈正相关。

王劲松等（2013）研究表明，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高

粱植株的株高增加，茎粗变小。吴继华等（2005）研

究认为，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珍珠豆型花生的株高

无明显变化。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种植密度的增

加，旱藕单株分蘖数减少，株高降低，茎粗减小，但倒

伏率增加，其中1.50万株/ha处理的倒伏率比0.90万

株/ha处理增加523.97%。这可能是旱藕种植密度增

加，空间变小分蘖受阻，植株对光、热、水、肥等资源

的吸收及利用竞争激烈，植株获得的营养减少，长势

减弱，导致抗倒伏力变差。

叶片通过光合作用进行碳同化而合成各种有

机产物。叶绿素含量是直接反应光合作用强弱的重

要指标；可溶性糖是光合作用的主要产物，也是淀粉

合成的主要原料；还原糖是蔗糖合成的前体物质，蔗

糖又是作物体内有机物运输的主要形式。有研究表

明，作物种植密度过大，叶片间遮阴程度高，田间透

光率下降，叶绿素、可溶性糖和还原糖含量降低（王

瑞等，2009；王莹等，2009）。还有研究指出，种植密

表 3 不同种植密度对旱藕根茎产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root tuber yield of edible
canna

种植密度（万株/ha）
Plant density（×104 plant/ha）
0.90
1.05
1.20
1.35
1.50

单株产量（kg）
Per plant yield

9.59±0.18a
8.96±0.26b
7.56±0.06c
5.27±0.22d
4.39±0.24e

群体产量（kg/ha）
Population yield

86266.67±1619.67b
94100.00±2778.49a
90766.67±750.56ab
71166.67±2967.04c
65800.00±3651.03d

表 4 不同种植密度对旱藕根茎品质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plant density on tuber quality of edible canna

种植密度（万株/ha）
Plant density
（×104 plant/ha）
0.90
1.05
1.20
1.35
1.50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69.77±1.82b
70.20±1.72b
71.48±1.22ab
72.81±0.84a
73.81±0.97a

淀粉含量（%）
Starch
content

25.14±0.36a
23.94±0.42b
22.73±0.59c
20.91±0.45d
18.66±0.76e

可溶性糖含量（mg/g）
Soluble sugar

content
9.67±0.25a
8.99±0.16b
8.70±0.05b
8.02±0.34c
6.84±0.22d

还原糖含量（mg/g）
Reducing sugar

content
2.48±0.04a
2.38±0.05a
2.26±0.11b
2.08±0.04c
1.95±0.07d

可溶性蛋白质
含量（mg/g）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15.01±0.07a
14.50±0.20b
13.67±0.13c
13.18±0.07d
12.64±0.14e

同一生育期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for the same growth
stage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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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作物氮代谢密切相关，种植密度大不利于氮素

积累（陈传永等，2010）。本研究发现，旱藕在不同种

植密度处理下，随着生育期的延长，叶片叶绿素、可

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还原糖和淀粉含量均呈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且在高密度条件下降低的时

间较早；在各生育期，旱藕叶片叶绿素、可溶性蛋白

质、可溶性糖、还原糖和淀粉含量均表现为随着种植

密度的增加而降低；成熟期根茎的淀粉、可溶性糖和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也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显著减

少，含水率则逐渐增加。究其原因可能是旱藕种植

密度过大时，地面上通风透光性变差，蒸腾缓慢，影

响了叶片的光合作用及碳氮代谢，导致有机产物的

合成及运输受阻，根茎品质下降。

作物生长发育是其体内进行新陈代谢活动的

过程，干物质积累量是衡量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指

标（冯尚宗等，2015）。黄智鸿等（2007）研究认为，干

物质积累量与产量呈正相关，干物质是产量形成的

物质基础，提高干物质积累能力是提高产量的有效

途径。关于干物质积累量与种植密度的关系，刘伟

等（2011）研究表明，增加种植密度，玉米单株干物质

积累量显著减少，但群体干物质积累量增加；刘继坤

（2018）研究得出，单株烤烟的根茎叶干物质积累量

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本研究结果表明，随

着生育期的延长，不同种植密度处理下的旱藕单株

叶片、茎秆及根茎的干物质积累量变化趋势一致，均

呈增加趋势；而在各生育期，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

旱藕单株叶片、茎秆及根茎的干物质积累量均呈下

降趋势。这可能是种植密度越大时，旱藕植株间营养

吸收利用竞争越激烈，植株新陈代谢弱，有机物合成

积累较少，导致单株干物质积累量下降。

种植密度对旱藕产量也有明显影响。在本研

究中，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旱藕单株产量显著降

低，群体产量则先升高后降低，在种植密度为1.05万

株/ha时产量最高，达94100.00 kg/ha，与前人对高粱

（王劲松等，2013）、玉米（冯尚宗等，2015）、花生（张

智猛等，2016）等作物的研究结果相似，即在一定密

度范围内，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群体产量显著提

高，超过某一密植条件，产量则会降低。可见，降低

旱藕种植密度有利于提高单株产量，而合理密植有

利于提高群体产量。本研究仅选用一个旱藕品种，

而不同品种的耐密程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选用耐

密旱藕品种来适当提高种植密度是提高旱藕产量及

品质的重要途径。

4 结论

合理密植有利于提高旱藕产量，随着种植密度

的增加，旱藕根茎群体产量先升高后降低，种植密度

为1.05万株/ha时旱藕根茎群体产量最高。种植密度

过大会导致旱藕植株变小，倒伏率增加，叶片光合作用

受抑，植株干物质积累量减少，根茎产量和品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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