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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生理特性及产量的影响
张梅芳，黄敬尧，李中蔚，王坤坤，李昕悦，李金才，宋有洪，李金鹏*
(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为探明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产量形成的影响，以济麦 22 为试验材料，设置雨养（RI）、传统漫灌（FI）
和微喷灌（MI）3 种模式，其中 RI 为小麦全生育期不灌溉，FI 为拔节期漫灌 60 mm，MI 为拔节期、孕穗期、开
花期和灌浆期依据 0 ~ 40 cm 土层土壤质量含水量进行测墒补灌，补灌至土壤田间持水量的 75%，研究其对小麦花
后旗叶生理特性、干物质积累特征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1）小麦灌浆期旗叶表现为 MI 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
FI 和 RI，RI 最低；MI 维持旗叶花后较高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FI 保护酶活性
次之，RI 最低，且 MI 旗叶灌浆期丙二醛（MDA）含量显著低于 FI 和 RI。
（2）MI 和 FI 成熟期总干物质积累量无
显著差异，二者显著高于 RI，但 MI 显著提高了花后干物质积累对产量的贡献率；成熟期茎鞘干物质积累量表现为
FI 显著高于 MI，RI 最低，叶片、穗轴+颖壳和籽粒中均表现为 MI 显著高于 FI，RI 最低。
（3）和 RI 相比，MI 和
FI 增产幅度分别为 21.7%和 14.2%，RI 产量显著降低是由于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的显著下降，而 MI 较 FI 显著
提高产量是由于穗粒数和粒重的增加。总之，测墒微喷补灌能显著延缓花后旗叶衰老进程，增强旗叶抗逆能力，促
进干物质积累，实现淮北地区小麦的高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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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with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based on measuring soil moisture
on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and yield in wheat
ZHANG Meifang, HUANG Jingyao, LI Zhongwei, WANG Kunkun, LI Xinyue, LI Jincai, SONG Youhong, LI Jinpeng
(School of Agronom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with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based on measuring
soil moisture on wheat yield formation,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aken the high-yield wheat cultivar (Triticum aestivum L.) 'Jimai22' as the study object. The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with rain-fed (RI, i.e., no irrigation
during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traditional flood irrigation (FI, i.e., irrigation with 60 mm at the jointing stage) and
micro-sprinkling irrigation (MI, i.e.,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was based on measuring soil moisture content of 0 - 40
cm soil layers at the jointing stage, booting stage, anthesis stage and filling stage, respectively, and the soil moisture
reached 75% field capacity).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DM) characteristics and grain yield (GY)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the flag leaf of M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I and RI, and RI was the lowest. At
the filling period, MI maintained the highest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catalase (CAT), followed
by FI, and RI was the lowest. However,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 in the flag leaf of MI at the filling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FI and RI. At maturit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otal DM between MI and FI, and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RI. Nevertheless, MI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tribution of post anthesis DM to GY. In addition, the DM of stem and sheath at maturity showed that F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I, while RI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I. And the DM in the leaves, spike-stalks + glumes and
grains showed that M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I, and F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RI. Compared with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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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Y of MI and FI increased by 21.7% and 14.2%, respectively. The GY of RI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e to the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spike number, grain number per spike and 1 000 - grain weight, however, compared with
FI, the GY of MI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e to the increase in grain number and grain weight per spike. Overall, MI
could significantly delay the senescence process of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enhance its stress resistance, promote DM,
and realize the high-yield production of wheat in the Huaibei Plain.
Key words: wheat; irrigation based on testing soil moisture; flag leaf senescence;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yield
淮北平原是安徽旱茬小麦主要产区，地处我国
黄淮海平原南端，位于安徽省北部地区，小麦常年
播种面积达 2 200×103 hm-2，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
生产基地之一[1-2]。保证该区小麦丰产高产对保障区
域及我国粮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
小麦高产下全生育期耗水量在 450 mm 左右[3]，尽管
淮北平原地区年降雨量在 850 mm 以上，但降雨 70%
以上集中于夏季，小麦季降雨量较少，且降雨分布
极不均匀[2]。此外，淮北地区的土壤类型以砂姜黑土
为主，而砂姜黑土具有土层紧实、通透性差、排水
不良等问题[4]，故保障该区域粮食作物的高产需要采
用更为合理的灌溉方式。然而，目前淮北地区生产
上主要采用雨养或传统漫灌模式，制约了该区域小
麦产量潜力的发挥[5-6]。这两种模式均容易导致不良
的土壤环境变化加剧，尤其是雨养模式下，小麦难
以达到高产高效生产。因而，亟需探索出一种适宜
于淮北平原小麦稳产丰产的水肥管理新模式。
微喷灌结合了滴灌和喷灌的优点，利用微喷软
带进行灌溉，可以将少量的灌溉水均匀喷洒，创造
田间适宜的小气候条件，具有较高的节水潜力，且
微喷设备系统简单，价格低廉，可以实现减量多次
灌溉[7]。近年来，我国不同生产区域关于微喷灌在
大田小麦上的研究不断增加，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比如采用减量增次的微喷灌可以提高花后耗水
比例，同时促进小麦根系对深层水分的吸收利用，
在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同时，保证了关键生育时期
的水肥供应，提高了花后物质积累，促进籽粒灌浆，
进而提高产量[8-9]。并且，微喷灌可以优化水氮的协
同供给，调控根系生长，降低传统漫灌模式下导致
土壤硝态氮淋失进入深层土壤的风险，保障了地下
水资源安全[10]。此外，微喷可以提高小麦旗叶的光合
能力，尤其是显著提高灌浆中后期叶绿素含量，可以
延长花后籽粒的灌浆时间和灌浆速率，进而有效地提
高产量和氮肥利用效率[11]。测墒补灌是一种节水灌溉
技术，该技术是在小麦关键生育时期根据土壤墒情进
行适量补灌，使土壤相对含水量达到适宜的水平，从
而可使小麦获得节水的同时实现高产[12]。然而，目前
在淮北地区利用测墒补灌研究小麦花后旗叶生理特
性及产量的影响较少，适宜于该地区高产高效的微

喷灌模式尚需要进一步去探讨。
因此，本研究利用测墒微喷补灌技术，探讨测
墒微喷补灌相对于雨养或传统漫灌模式对小麦花后
旗叶衰老生理特性、干物质积累特征和产量的影响,
以期为淮北地区小麦高产高效生产提供一定的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20—2021 年度在安
徽 省 亳 州 市 蒙 城 县 科 技 示 范 场 （ 33º9'44" N ，
116º32'56" E）进行。试验区属淮北平原地区，该地
区年降水量历年平均 803 mm，主要分布在 6—8 月
份，冬小麦季年降雨量历年平均 237.4 mm，本试验
中小麦生育期内总降水量为 291.4 mm。土壤类型为
砂姜黑土，地下水埋深在 2 ~ 3 m 左右，播种前 0 ~
20 cm 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
量分别为 11.51 g·kg-1、108.5 mg·kg-1、61.2 mg·kg-1
和 187 mg·kg-1。前茬作物为夏玉米，收获后的秸秆
全部机械粉碎还田。2020—2021 年小麦生长季内具
体的降雨分布和气温见图 1。

图 1 2020 – 2021 年小麦生育期内降雨和温度情况
Figure 1 The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of 2020-2021 in wheat

1.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选用半冬性小麦品种济麦
22 为供试材料，在适墒播种条件下设置雨养（RI：
不灌溉）、春季漫灌（FI：拔节水 60 mm）和微喷补
灌（MI：拔节、孕穗、开花和灌浆期 0 ~ 40 cm 土
层土壤质量含水量补灌至田间持水量的 75%）3 种
模式。各处理小区面积 120 m2（4 m×30 m）
，3 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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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各试验小区间设置 1 m 隔离带。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进行播种，行距为 20 cm，播前底施 P2O5
112.5 kg·hm-2、K2O 112.5 kg·hm-2，雨养底施纯氮
202.5 kg·hm-2，后期不追肥，FI 和 MI 底施纯氮 112.5
kg·hm-2，拔节期追肥纯氮 90 kg·hm-2，追肥采用尿
素。播种前地表 0 ~ 40 cm 土壤容重分别为 1.53 和
1.56 g·cm-3，田间持水量分别为 25.0%和 24.7%。微
喷灌采用小麦专用微喷带进行灌水，每次灌溉前测
定 0 ~ 40 cm 土层土壤质量含水量，具体见表 1。
当测定的土壤质量含水量（%）大于田间持水
量的 75%，无需灌溉；当其小于田间持水量的 75%，
则由灌水定额公式计算所需补灌水量：
m =10ρbH（βi － βj）计算得出[12]。
式中：H 为该时段土壤计划湿润层的深度，为
40 cm；ρb 为计划湿润层内土壤容重（g·cm-3）；βi
为目标含水量，即田间持水量乘以目标相对含水量，
本试验目标含水量为 75%的田间持水量；βj 为自然
含水量，即灌溉前土壤含水量。

Table 2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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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地 0 ~ 40 cm 土层灌溉前土壤质量含水量
Table 1 Mass moisture content in 0 - 40 cm soil layers before
irrig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field
%
土层/cm

拔节期

孕穗期

开花期

灌浆期

0 ~ 20

20.06

21.45

16.75

14.84

20 ~ 40

18.90

20.42

17.26

14.80

注：拔节期、孕穗期、开花期和灌浆期测墒时间分别是
3 月 8 日、4 月 8 日、4 月 19 日和 5 月 8 日。

水源为井水，微喷带水压 0.02 MPa，带长 30 m，
带宽 60 mm，出水量为 80 mm·h-1，每 6 个喷孔为 1
组，每组喷孔间距为 35.17 mm，喷射角 80°。每个
试验小区包括 20 行小麦，小麦行间被命名为 L1 到
L19，各小区铺设 2 条微喷带，分别铺设在 L5 和
L15 行间上，喷幅为左右各 1 m 宽。试验灌溉均用
水表计灌溉量，具体的灌溉及氮肥处理如表 2 所示。
小麦开花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2 日，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进行收获。其他管理措施同大田常规。

表 2 灌溉和施肥时期及用量
Irrigation schedule and nitrogen application in this study
氮肥施用时期及用量/(kg·hm-2)

灌溉时期及灌溉量/mm
拔节期

孕穗期

开花期

灌浆期

总量

底肥

拔节期

总量

RI

/

/

/

/

0

202.5

/

202.5

FI

60

/

/

/

60

112.5

90

202.5

MI

/

/

10.1

23.6

33.7

112.5

90

202.5

1.2 方法
1.2.1 旗叶叶绿素含量 于花后 0 d 开始，每隔 7 d
在每个试验小区随机取 10 片旗叶叶片，剪碎混合均
匀后称取 0.10 g，用 25 mL 提取剂 95%乙醇避光浸
提 48 h，提取液分别在 665 nm 和 649 nm 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OD）
，重复 3 次，计算出相应的叶绿素
[7]
（a+b）含量 。
1.2.2 旗叶保护类酶活性及丙二醛含量 取叶方法
同上，将旗叶样品放入液氮速冻保存，带回实验室
测定旗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
（CAT）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其中，采用
氮蓝四唑（NBT）光还原法测定旗叶内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活性，采用紫外吸收法测定过氧化氢
酶（CAT）活性，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BA）显色
法测定 MDA 含量[13]。
1.2.3 干物质积累 分别于开花期和成熟期测定干
物质。各试验小区取代表性样段 2×50 cm，按照茎
鞘、叶、穗（成熟期穗分为颖壳＋穗轴、籽粒）进

行分样。105 ℃杀青 20 min 后 75 ℃烘干至恒重，
称量，计算阶段干物质；花后干物质积累对籽粒贡
献率为花后干物质积累量与成熟期籽粒产量的比
值。成熟期不同器官干物质积累量为每个小区选取
10 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植株，按照茎鞘、叶、颖壳
＋穗轴和籽粒 4 个部分进行分样，烘干计算单茎的
每部分的干重，计算每部分积累量及分配比例。
干物质转运计算参照文献[14]：
营养器官干物质转移量/（kg·hm-2）=开花期营养
器官干物质积累量–成熟期营养器官干物质积累量
营养器官干物质量贡献率/% = 营养器官干物
质转移量/成熟期籽粒干物质积累量×100
开花后干物质积累量/（kg·hm-2）= 成熟期籽粒
干物质积累量–营养器官干物质转移量
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对籽粒贡献率/%=花后籽粒
干物质积累量/成熟期籽粒干物质积累量×100
1.2.4 测产及考种 为了确定籽粒产量，在收获前，
每小区选取 1 米 5 行样段测量穗数，每小区随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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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60 个穗测量穗粒数。在成熟期，每小区取 2 m2
面积测量实际产量。籽粒产量含水量折算为 13%。
从每个样品中称量 1 000 粒籽粒重量作为千粒重，3
次重复。
1.2.5 数据处理 用 Excel 2010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
行处理和作图，用 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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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FI 和 RI，RI 最低。RI 花后叶绿素含量较低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春季无追肥后期的水肥不足所致。此外，
相比于 FI 和 RI 处理，MI 灌浆中后期（DAA 14 —
DDA 35）叶片叶绿素含量下降速率明显有所缓解。
总之，MI 可维持小麦灌浆期较高含量的叶绿素，有
利于提升叶片的光合物质生产能力。

结果与分析

2.1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
由图 2 可看出，雨养模式（RI）和拔节期传统
漫灌（FI）处理下小麦花后旗叶的叶绿素含量（a+b）
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现象，而微喷补灌（MI）
处理下花后旗叶叶绿素含量表现为先略升高后缓慢
下降的现象。开花期 0 d（DAA 0）
，FI 与 MI 处理
间旗叶叶绿素含量无显著差异，二者显著高于 RI；
DAA 7 — DDA 35 不同处理间均表现为 MI 显著高

Figure 3

图 3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irrigation on the activities of protective enzymes in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of wheat

图 4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 MD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irrigation on the MDA
content in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of wheat

2.2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下同。
图 2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irrigation on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flag leaf after anthesis of wheat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保护酶活性的
影响
由图 3 可知，不同处理间花后旗叶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均表现为
先升高后降低的现象。DAA 0 d 时，FI 与 MI 旗叶

SOD 酶 活 性 无 显 著 差 异 ， 且 二 者 均 高 于 RI；
DAA7—DAA 35 不同处理间均表现为 MI 显著高于
FI，RI 最低。CAT 活性在 DAA 0 和 DAA 14 时 FI
与 MI 之间无显著差异，RI 最低；其他时期 CAT
酶活性均表现为 MI 最高，FI 次之，RI 最低。总之，
MI 增强了小麦叶片花后的保护类酶活性，使叶片的
抗逆能力提升，从而有利于延缓叶片衰老（图 2）。
2.3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花后旗叶 MDA 含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下小麦花后旗叶丙二醛含量（MDA）
总体上均呈现出不断升高的现象（图 4）
。DAA 0 时，
FI 与 MI 之间 MDA 含量无显著差异，且二者均低
于 RI；DAA 7—DAA 35 不同处理间均表现为 MI
显著低于 FI，RI 旗叶 MDA 含量最高。此外，相比
于 FI 和 RI 处理，MI 处理下小麦灌浆中后期叶片
MDA 含量增加幅度明显低于 FI 和 RI，尤其是 RI
处理旗叶 MDA 含量增加幅度最高，可能是 MI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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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期和灌浆期土壤均出现了干旱情况下进行了补
灌（表 2）
，从而提高了叶片的保护类酶活性（图 3）
，
降低了叶片中 MDA 含量的积累。总之，MI 降低了
小麦叶片花后的丙二醛含量，使灌浆期叶片细胞过
氧化程度下降。
2.4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干物质积累与转运量的
影响
由表 3 可知，开花期群体干物质积累量表现为
FI 显著高于 MI 和 RI，RI 最低，花前营养器官干物
质转运量则表现为后 FI 显著高于 MI 与 RI，后两者
之间差异不明显，花前营养器官干物质对籽粒的贡
献率为 MI，显著低于 FI 和 RI，后两者之间无显著
Table 3

差异。成熟期营养器官的干物质积累量表现为 FI
与 MI 之间无显著差异，RI 最低，群体花后同化物
输出量和对产量的贡献率均表现为 MI 显著高于 FI
和 RI，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MI 花后干物质
积累对产量的贡献率较高是由于其叶片叶绿素含量
维持在较高水平，提高了群体的花后物质生产能力，
减少了花前营养器官干物质的转运量和贡献率。FI
与 MI 成熟期群体总干物质积累量无显著差异，RI
干物质积累量最低。总之，MI 有利于提高花后小麦
群体的干物质积累量，增加花后干物质输出量对产
量的贡献率，从而有利于籽粒产量的形成。

表 3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干物质积累与转运量的影响
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irrigation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and translocation of wheat
花前营养器官干物质

处理

积累量/
（kg·hm-2)

转运量/
（kg·hm-2)

花后营养器官干物质
积累量/
（kg·hm-2)

贡献率/%

输出量/
（kg·hm-2)

贡献率/%

总干物量/
（kg·hm-2)

4 523.8 b
5 099.4 b
6 111.2 a

55.5 b
54.0 b
61.1 a

19 728.4 b
22 465.4 a
22 803.4 a

RI
15 204.6 c
3 628.3 b
44.5 a
11 576.2 b
FI
17 366.0 a
4 337.0 a
46.0 a
13 029.0 a
b
b
b
MI
16 692.2
3 898.8
39.0
12 793.3 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下同。

Table 4
处理
RI
F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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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成熟期植株不同器官干物质分配量和比例的影响
Effects of micro-sprinkling irrigation on dry matter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organs of wheat plant at maturity
茎 + 鞘

穗轴 + 颖壳

叶片

籽粒

分配量/g

比例/%

分配量/g

比例/%

分配量/g

比例/%

分配量/g

比例/%

1.15 c
1.26 a
1.19 b

39.03 a
38.96 a
36.19 b

0.25 c
0.27 b
0.29 a

8.60 b
8.28 c
8.93 a

0.33 c
0.35 b
0.36 a

11.18 a
10.75 b
10.97 ab

1.22 c
1.35 b
1.44 a

41.18 c
42.01 b
43.90 a

表 5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supplemental irrigation by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 on wheat yield and yield composition
处理
穗数/ (×104 hm-2）
穗粒数
千粒重/g
产量/(kg·hm-2)
RI
FI
MI

2.5

668.8 b
697.5 a
693.3 a

31.0 c
32.2 b
33.5 a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成熟期植株不同器官干
物质分配量和比例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成熟期小麦植株茎+鞘不同处理
间表现为 FI 最高，MI 次之，RI 最低，其占总植株
干重的比例表现为 RI 与 FI 之间无显著差异，二者
显著高于 MI。FI 茎+鞘干物质较高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拔节期一次性灌溉和追肥促进了植株的生长。MI
处理叶片干物质量显著高于 FI，RI 最低，其占总干
重的比例表现为 MI 显著高于 RI、FI，FI 最低。穗
轴+颖壳干物质量为 MI 显著高于 FI，RI 最低，其
占总干重的比例为 FI 最低，RI 与 MI 之间无显著差

42.4 c
44.2 b
45.5 a

7 927.3 c
9 054.0 b
9 648.4 a

异。成熟期植株籽粒干重及籽粒占植株总干重的比
例（植株收获指数）均表现为 MI 显著高于 FI 和 RI，
RI 最低。总之，MI 成熟期营养器官干物质分配量
维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叶片，提高了小麦植株的
收获指数。
2.6 测墒微喷补灌对小麦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
影响
由表 5 可知，MI 成熟期小麦产量显著高于 FI，
RI 籽粒产量最低，和 RI 相比，MI 和 FI 产量分别
提升了 21.7%和 14.2%。从产量构成因素来看，RI
处理下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均显著低于 FI 和 MI，

692

安

徽

农

业

因而产量最低。和 FI 相比，MI 产量提高了 6.56%，
主要是由于 MI 较 FI 显著提高了穗粒数和千粒重，
而对穗数无显著的影响。总之，MI 主要是通过提高
穗粒数和粒重实现产量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 MI
保证了关键时期的土壤水分和氮肥供应，延缓了花
后叶片的衰老进程（图 2）
，进而有利于较高粒数和
粒重的形成。

3

讨论与结论

小麦产量形成主要来源于叶片的光合物质生产。
花后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小麦成熟时籽粒中
的干物质有 20% ~ 30%是来自于旗叶的光合作用，而
叶绿素含量直接影响光合同化物的合成[15]。当小麦进
入灌浆期后，叶片逐渐衰老，尤其是遭受逆境条件
时体内超氧根离子产生速率提高，积累 MDA，破
坏细胞完整性，导致叶片内叶绿体分解加速，加剧
叶片衰老[13,16]。而逆境下 SOD 与 CAT 通过催化活
性氧降解，可以减轻细胞过氧化程度，延缓叶片衰
老[17]。本研究发现，MI 花后旗叶叶绿素含量较 FI
和 RI 维持在较高水平（图 2）
，衰老进程被明显延缓，
主要是由于灌浆期内 MI 旗叶 SOD 和 CAT 酶活性被
增强（图 3）
，MDA 含量处于较低水平所致（图 3 和
图 4）
。研究表明，保证小麦灌浆期内适宜的水肥供应
是延缓叶片衰老和提升产量的主要原因[18-19]。本研究
中，相对于雨养模式和传统漫灌模式，测墒微喷补
灌模式可能是由于开花期 0 ~ 40 cm 土壤水分低于
75%田间持水量，进行了少量喷灌使得水肥供应与
小麦生长更为协调，从而有利于延缓叶片衰老，增
强后期小麦对逆境的适应能力。
干物质积累与分配是产量形成的基础，也是各
种栽培措施调控产量形成的关键。小麦籽粒产量来
源于花前营养器官贮藏物质的转运和花后光合同化
物的积累，且提高花后同化物的积累量是实现高产
的重要途径[20-21]。研究表明，花前光合同化物对籽
粒产量的贡献率为 35.6% ~ 54.9%[22]，且高产小麦
花后光合同化物对产量的贡献率显著提高[23]。本研
究发现，传统漫灌模式较微喷补灌模式和雨养模式
显著提高了开花前营养器官的干物质积累量，RI 干
物质积累量最低（表 3）
。拔节期至孕穗期是小麦生
长最旺盛的时期，可能 RI 处理拔节期未追肥导致了
肥水不足，对小麦的生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而 MI
拔节期进行了追肥无补灌使得花前干物质积累量低
于 FI。但是，MI 显著提高了花后干物质的积累量
及其对籽粒的贡献率，且两者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
并无显著差异，说明了微喷补灌模式促进了后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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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积累，这与 MI 灌浆期叶片衰老被延缓，有
较强的抗逆能力有关。此外，从成熟期植株不同器
官的干物质分配量与比例来看（表 4），微喷补灌成
熟期叶片干物质分配量显著提高，籽粒干物质分配
量及比例也显著最高，从而有利于产量的提升。
小麦产量由群体穗数、穗粒数和粒重决定。在本
研究中 RI 产量最低，而相比于 FI，MI 产量显著提升
是由于穗粒数和千粒重的增加。研究表明，开花期干
旱胁迫会影响小花授粉，从而影响穗粒数的形成[24-25]。
本研究中，微喷补灌模式在开花期进行了少量补灌，
可能有利于较高粒数的形成。此外，试验过程中小麦
灌浆前期降雨较少，出现了干旱情况，MI 进行了一
定量的补灌，因而可能对延缓旗叶衰老和增加粒重产
生重要作用。然而，测墒微喷补灌模式下对穗粒数形
成及籽粒建成调控机制尚不清楚，关于此方面的生理
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测墒微喷补灌模式（MI）通过保证小麦拔节期、
孕穗期、开花期和灌浆期 0 ~ 40 cm 土层 75%田间
持水量，显著延缓了花后旗叶衰老进程，增强旗叶
的抗逆能力，维持灌浆期叶片光合性能。测墒微喷
补灌模式促进了花后干物质积累量，提高花后干物
质积累对产量的贡献率，并且提高成熟期植株的收
获指数。最终，MI 通过显著提高穗粒数和千粒重实
现产量的显著提升。总之，采用测墒微喷补灌可以
实现淮北平原地区小麦的节水和高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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