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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条件下玉米耐淹阈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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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沿淮低洼地砂姜黑土为研究对象，研究玉米对淹水胁迫的反应及水淹程度的定量表达和耐淹阈值。
试验在砂姜黑土原装土柱中进行，共设置 6 个处理，每个处理埋设相应的根袋，分别在六叶期和大喇叭口期进行淹
水。淹水期间每天取 2 个根袋测定玉米植株养分含量和生物量；淹水结束后再统一取样进行相应的测定。结果显示，
淹水对玉米生长影响很大，2 个时期的生物量均随淹水时间的延长大幅度下降，营养元素（N、P、K）的吸收受到
严重抑制，六叶期比大喇叭口期更敏感。六叶期处理间生物量与淹水时间呈极显著的（0.996*）抛物线关系。根据
方程计算，减至对照 50%生物量的淹水阈值约为 3 d，这一结果和生物量与氮素含量或累积量的相关分析结果完全
一致。淹水严重影响玉米生长、降低生物量、抑制养分的吸收。不同时期淹水只是影响程度不同。六叶期淹水其耐
淹阈值约为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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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ergence tolerance threshold of maize under flooded conditions
CHEN Min, XU Shan, JIANG Li-na, CHANG Jiang, GAO Hong-jiang, ZHANG Li-gan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We studied the maize response to flooding stress, and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 and
submergence tolerance threshold of the maize under flooded conditions in the low-lying areas along Huai River.
Test was conducted in the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of the Original soil column, 6 treatments were treated with
burying the corresponding root bag, and flooding in six leaf stage and Huge bellbottom period, respectively. Nutrient content and biomass of two root bags of maize stalk were measured each day during the flood, and overall
measurement was performed by uniform sampling after the flood. Significant impact of water-logging on maize
growth was found. For the two studied periods, biomass dropped substantially with the extension of submergence
time, and absorption of the nutrition elements (N, P, K) was severely inhibited. They were more sensitive in Six
leaf stage than in Huge bellbottom period. At Six leaf stage, a parabola relationship (R2 = 0.986) could be fitted
between biomass and the flooded time.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the time for biomass reduction to half of CK,
i.e. submergence tolerance threshold, is three days. The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nalysis between biomass and
nitrogen content or its cumulant. In conclusion, water-logging would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maize seriously, with
lower biomass and restraint of nutrients absorption. Varied degrees of influence was observed for different periods
of submergence. The submergence tolerance threshold for Six leaf stage is approximately three days.
Key words: flooding; lime concretion black soil; maize; submergence tolerance threshold
涝渍胁迫是我国玉米的主要逆境因子之一，对
植株形态和代谢产生严重影响，导致植物生长受到
限制，常常造成大幅度减产[1-5]。通过研究玉米植株
对淹水的相关反应，探寻某种量化指标作为玉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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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淹阈值，以结合生物量或产量的研究建立定量化
的相关关系，从而为玉米抗逆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增强沿淮低洼地中低产田区御灾能力，提高沿淮低
洼地中低产田作物的持续丰产高效能力，对实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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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淹水是一类特殊的环境
影响因子，国外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对洪水泛滥
以及实验性淹水对植被的影响从各个方面展开了研
究[6]。国内相关方面研究也有很多，淹水胁迫会降
低植物光合速率[7]。连洪燕[8]等研究表明淹水在多
方面影响作物正常生理活动，甚至影响整个光合作
用系统；朱桂才[9]等对植物通气组织与植株耐淹性
进行研究，淹水影响了植物的呼吸作用，呼吸代谢
受抑制，呼吸强度下降[10]；郑圣先等[11]研究发现淹
水导致土壤氮素损失严重。夏玉米具有发育进程快、
生长期短及对水分状况反应敏感等特点[12]。玉米苗
期不同程度的淹水，均会导致产量下降，但其下降
幅度与受淹时期以及受淹程度、时间长短有关[13-15]。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水文、土壤及气象条件变
异大，相关试验站点少，试验数据代表性差，不同
条件下作物水分生产函数的关系不同[16]，所以应针
对地区特点开展试验，研究淹水胁迫条件下作物受
水分影响及减产规律,并计算相关函数[17]。淮北地区
耕地面积 2.10×106 hm2，是安徽省主要的农业生产
区，针对沿淮低洼地中低产田水利设施不完善，易
遭雨涝渍害，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土壤调蓄水分能
力弱，土壤水分物理性质不良等问题[18-20]，土壤淹
水导致的作物水分胁迫是沿淮地区最常见的农业灾
害，定量评估作物涝渍状况从而采取相应的管理措
施在生产实践中十分重要。作物对于土壤水分胁迫
有复杂的调控反馈机制[21-23]，所以在特定的作物和
栽培条件下，土壤淹水应当存在一个临界状况，在
此临界状况之前作物对淹水产生适应性的变化，生
理过程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恢复正常后没有较大影
响；而当淹水程度超过这一临界状态，作物受到永
久性的损害，即使恢复正常后生理指标也不能正常
恢复，产量显著降低，这一临界状况称为植物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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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阈值[24-25]。目前，研究水分胁迫对植物的影响，
很少考虑到通过阈值描述植株的耐淹情况，本研究
以对照的 50%生物量作为不同时期玉米耐淹阈值的
定量指标[26]，定量描述玉米耐淹时间和耐淹状况。
应用原状土柱和根袋试验，在持续淹水的条件下，
研究玉米养分吸收与累积，揭示养分吸收和积累与
淹水时间、生物量之间的变化规律，建立玉米淹水
随时间的定量阈值。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
试验于 2010 年在安徽省淮委新马桥五道沟水
文水资源试验站（东经 117°21′，北纬 33°09′）进行。
五道沟水文水资源实验站是平原区大型综合实验
站，位于安徽省淮北平原中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季
风气候。该试验站的土壤、水文、仪器设备以及气
象资料等在沿淮地区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站内有
大型地中蒸渗观测室：观测室为圆型钢筋混凝土结
构，高 6.5 m，地面下净深 5.5 m、内径 11.0 m，建
成于 1989 年。配有砂姜黑土、黄泛区砂壤土 2 种土
壤的原状土柱，有 5 种不同器口面积（即 0.3、0.5、
1.0、2.0 和 4.0 m2），15 种地下水位控制埋深（即 0
cm、10 cm、20 cm、30 cm、40 cm、50 cm、60 cm、
80 cm、1.0 m、1.5 m、2.0 m、2.5 m、3.0 m、4.0 m
和 5.0 m），可自行控制土柱内水位升降，各类地中
蒸渗仪 60 套（其中含 1 套人工回填土），可进行多
项试验研究。
1.2 供试植物
玉米品种为弘大 8 号， 6 月上中旬播种，9 月
中下旬收获。试验期间采集的植株样，经蒸馏水洗
净，110℃杀青，75℃烘干，粉碎后用作分析样。
1.1

表 1 试验设计
Table 1 Experiment design
淹水时期 Flooding period

处理 Treatment

六叶期 Six leaf period

CK

T1

T2

T3

T4

T5

大喇叭口期 Huge bellbottom period

CK

T1

T2

T3

T4

T5

注：CK、T1、T2、T3、T4、T5 分别表示连续淹水 0 d、1 d、3 d、5 d、7 d 和 9 d。
Note : CK, T1, T2, T3, T4 and T5 denote water logging for 0 d, 1 d, 3 d, 5 d, 7 d and 9 d, respectively.

供试土样与试验方法
应用原状土柱和根袋法进行研究。供试土壤为
发育于古黄河性河湖相与河流相沉积物上的砂姜黑
土。砂姜黑土具有土壤僵硬、胀缩性强、营养元素
缺乏等特性，且易被水淹，符合本试验要求。选取
1.3

11 个大小相同的侧桶，侧桶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为 pH
(H20)7.77，速效钾 93.64 mg·kg-1 ，有效磷 15.60
mg·kg-1，有机质 9.88 g·kg-1，全氮 0.70 g·kg-1，碱解
氮 94.96 mg·kg-1。将根袋埋于侧桶中，所有处理重
复 2 次，每个重复埋 2 个根袋。淹水期间内每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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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小区与空白小区根袋样品，以测定生物量及各
项指标。淹水一个时期结束后，从各处理包括对照
小区各取 6 株玉米计算平均生物量，此为各处理间
生物量。侧桶中玉米施肥按大田生产进行配方施肥。
具体实验处理见表 1。
1.4 测定方法
土样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全氮用浓硫
酸 消 煮 半 微 量 凯 氏 法 ， 速 效 磷 采 用 0.5
mol·L-1NaH2CO3 浸提分光光度法；速效钾用 1.0
mol·L-1NH4OAc 浸提火焰光度法。
玉米植株用 H2SO4-H2O2 消煮，磷钼锑抗分光光

度法；全氮半微量凯氏法；全钾用火焰光度法[27]。
1.5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Microsoft exce1-2007 和 SPSS
(18.0)软件进行回归与差异显著性分析。

结果与分析

2

淹水对玉米生物量的影响
淹水对玉米的生长产生明显的影响，随着淹水
时间的延长，植株生物量下降增加。但不同时期淹
水对玉米生物量的影响不同，六叶期明显大于大喇
叭口期（图 1）。
2.1

图 1 生物量随淹水天数变化
The change of the biomass with flooded time

Figure 1

表 2 生物量 t 检验结果
Table 2 T-test results of the biomass
淹水时间/d Flooded time

淹水时期
Flooding period

1
0.840 2

六叶期 Six leaf period

3

5

7

9

0.000 3**

0.004 7**

0.000 9**

0.001 9**

0.033 0*

0.003 7**

0.039 1*
0.073 5
0.803 4
大喇叭口期 Huge bellbottom period
注：*、**分别表示 p<0.05 和 p<0.01 显著水平。下同。
Note : *and** denote significance at the 0.05 and the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Figure 2

图 2 淹水对生物总量的影响
Influence of flooding on the sum biomass

六叶期对照小区生物量呈生长曲线增长，在
0～d 天生长速度相对较慢，3 d 以后生长速度明显
加快，曲线斜率远大于淹水小区。淹水至第 5 天后，
玉米生长开始减缓，甚至停滞。随着生育期进展, 各
处理玉米生物量累积逐渐增强 [28],大喇叭口期对照
小区玉米生长几乎呈线性增加，而淹水小区生物量

增长呈二次曲线，前期影响较小，淹至第 7 天生物
量才开始下降，表明玉米大喇叭口期比苗期更耐淹。
运用成对数据 t 检验发现六叶期生物量第 3 天开始
淹水与对照间有显著差异；大喇叭口期淹至第 9 天
才与对照产生极显著差异（表 2）。
由于淹水对植株内部各项指标都有影响[13]，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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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终生物总量的下降。实验结果表明，淹水条件
下，玉米生长明显受到抑制，在退水后，各处理间
生物量差异明显（图 2）
。
六叶期，处理 T1、T2、T3、T4 和 T5 生物量
分别为 CK 的 68.92%、47.28%、35.54%、25.75%
和 42.78%。应用单样本 t 检验发现淹水处理与对照
间差异显著（P=0.001<0.05），可见淹水时间越长的
处理最终生物量越低。对各处理进行回归分析，符
合抛物线方程，相关极显著（0.986**），说明生物
量对于土壤淹水存有明显阈值反应。若把生物量减
至 CK 50%作为淹水阈值，根据方程计算为 2.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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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喇叭口期淹水与六叶期不同，T2、T3、T4 和 T5
分别占对照的 93.15%、89.02%、58.40%和 91.83%，
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淹水处理与对照间差异不显著
（P=0.134>0.05），这也表明玉米生育后期耐淹能力
明显增强。
2.2 淹水对养分吸收与积累的影响
2.2.1 淹水对氮素养分吸收与积累的影响 试验结
果表明，淹水影响玉米植株地上部氮素养分含量，
氮素含量随着淹水时间增加呈快速下降趋势，但不
同时期淹水对氮素吸收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图 3）
。

SC：Six leaf period CK；SF：Six leaf period Flooded；HC：Huge bellbottom period CK；HF：Huge bellbottom period flooded
图 3 淹水对地上部分氮素含量、累积量的影响
Figure 3 Influence of flooding on the aerial part of plant nitrogen content and accumulation
表 3 淹水对地上部分磷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flooding on the aerial part of plant phosphorus content
六叶期 Six leaf period

淹水时间/d
Flooded time

淹水 Flooded

g·kg-1

大喇叭口期 Huge bellbottom period

对照 CK

淹水 Flooded

对照 CK

0

2.31±0.130

2.31±0.130

3.28±0.100

3.28±0.100

1

1.07±0.052

1.85±0.067

2.53±0.072

3.01±0.166

3

1.38±0.056

2.13±0.042

1.76±0.049

2.30±0.141

5

1.07±0.121

1.76±0.030

1.51±0.003

2.67±0.101

7

1.12±0.080

3.33±0.148

1.83± 0.020

2.23±0.107

9

0.95±0.034

2.46±0.198

1.54± 0.114

2.23± 0.056

Table 4

表 4 淹水对地上部分磷素累积量的影响
Influence of flooding on the aerial part of plant phosphorus accumulation
六叶期 Six leaf period

g·kg-1

大喇叭口期 Huge bellbottom period

淹水时间/d
Flooded time

淹水 Flooded

对照 CK

淹水 Flooded

对照 CK

0

4.69±0.264

4.69±0.264

111.82±3.409

111.82±3.409

1

2.73±0.133

4.72±0.171

83.76±2.378

121.56±6.702

3

5.15±0.205

6.66±0.130

108.21±3.027

127.88±7.822

5

7.06±0.797

12.55±0.213

104.60±0.222

182.56±6.936

7

9.47±0.670

33.47±1.491

146.74±1.611

158.43±7.620

9

7.64±0.273

28.61±2.297

119.57±8.807

218.21±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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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ix leaf period CK；SF：Six leaf period flooded；HC：Huge bellbottom period CK；HF：Huge bellbottom period flooded
图 4 淹水对地上部分钾素含量、累积量的影响
Figure 4 Influence of flooding on the aerial part of plant potassium content and accumulation
表 5 两个时期氮、磷、钾元素的含量、累积量 t 检验结果
Table 5 T-test results of the N, P and K contents and accumulation in two periods
淹水时期
Flooding period

淹水时间/d
Flooded time

氮素 Nitrogen

磷素 Phosphorus

钾素 Potassium

六叶期

1

含量
Content
0.000 30

Six leaf period

3

0.003 88

0.013 91

0.005 43

0.015 90

0.000 19

0.000 47

5

0.000 01

0.000 00

0.005 71

0.003 75

0.000 05

0.000 04

7

0.000 35

0.000 22

0.003 54

0.002 69

0.000 04

0.000 03

9

0.000 14

0.000 01

0.007 68

0.004 97

0.000 08

0.000 06

大喇叭口期

1

0.028 35

0.041 78

0.072 42

0.018 69

0.000 03

0.000 03

Huge bellbottom period

3

0.005 81

0.059 24

0.009 46

0.019 22

0.000 52

0.000 67

5

0.000 68

0.000 84

0.002 37

0.002 46

0.000 12

0.000 12

7

0.001 63

0.010 94

0.032 03

0.154 95

0.000 11

0.000 13

9

0.033 64

0.003 16

0.019 56

0.006 92

0.000 30

0.000 14

Figure 5

累积量
Accumulation
0.000 29

含量
Content
0.007 72

累积量
Accumulation
0.007 67

含量
Content
0.000 00

累积量
Accumulation
0.000 00

图 5 生物量与地上氮素含量、累积量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ass and nitrogen content and accumulation

由于植株生长的稀释效应，2 个时期的对照小
区氮素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变化不明显。
淹水小区随淹水时间增加下降速度较快。六叶期对
淹水更为敏感，淹至第 7 天时仅为对照的 46.54%；
大喇叭口期淹水第 7 天仍占对照的 83.16%。应用成
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六叶期与大喇叭口期在第 1、
3、
5、
7 和 9 天淹水前后氮素含量间均有显著差异（表 5）
。
地上部分氮素积累量随植株的生长呈上升趋

势。六叶期对照小区累积量呈生长曲线增长，在 0～
3 d 增长速度较慢，3 d 后上升趋势加快。而淹水小
区增长速度缓慢，第 9 天仅为对照小区的 41.71%。
大喇叭口期对照小区氮素累积量几乎呈线性增长，
淹水小区前 3 d 与对照增长几乎一致，3 d 以后增长
速度明显变缓，甚至下降，淹水至第 9 天为对照的
73.63%，与氮素含量变化趋势相吻合，同样表明大
喇叭口期更耐淹。应用成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六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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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期间，淹水与对照小区间氮素累积量有显著差
异；大喇叭口期除第 3 天，其他 1、5、7 和 9 d 淹
水前后氮素累积量均有显著差异（表 5）。
2.2.2 淹水对磷素养分吸收与积累的影响 淹水同
样抑制了玉米对磷的吸收，淹水时间越长影响越大。
与氮素不同的是，两个时期淹水均产生明显的抑制
效应（表 3）
。应用成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六叶期淹水
期间，淹水与对照小区间磷素含量有显著差异；大
喇叭口期淹水第 1 天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淹至第 3
天对照与淹水之间磷素含量差异显著（表 5）。
两个时期磷素累积量均有增长，变化趋势存在
差异（表 4）
。由于前期生物量小，需磷量小，所以
植物体内磷素积累较少，拔节期后，植物生长旺盛，
生物量迅速上升，磷素累积量也随之增大。六叶期
淹水小区增长速度低于对照小区，至第 9 天为对照
小区的 26.57%，影响很大；大喇叭口期对照小区前
期增长缓慢，后期增长速度高于淹水小区，淹水小
区第 9 天数值为对照的 54.81%，受淹水影响比六叶
期小。由此可见，两个时期淹水处理磷素吸收的下
降幅度均大于氮素。应用成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六叶
期淹水期间，淹水与对照小区间磷素累积量有显著
差异；大喇叭口期前 7 d 与第 9 天淹水前后磷素累
积量差异显著，第 7 天无显著差异。对磷素含量与
累积量的分析表明，大喇叭口期相对六叶期更耐淹，
与氮素所得结果相似（表 5）。
2.2.3 淹水对钾素养分吸收与积累的影响 淹水对
玉米植株钾素含量的影响与对氮素影响相似，随着
淹水天数的延长，两个时期均表现为下降趋势，对
六叶期的影响远大于大喇叭口期（图 4）。
运用成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六叶期与大喇叭口期
在淹水前后钾素含量均有极显著差异（表 5）。
两个时期对照小区钾素累积量均呈上升趋势，
前期增长较慢，3～7 d 增长速率加快，7 d 后增长再
度变缓。淹水小区增长速率低于对照小区，随着淹
水时间增加，差值增大。淹至第 7 天，六叶期淹水
小区仅为对照小区的 18.94%；而大喇叭口期淹水小
区为对照小区的 37.61%。运用成对样本 T 检验发现
六叶期与大喇叭口期在淹水前后钾素累积量均有极
显著差异（表 5）。表明淹水严重抑制了钾的吸收。
两个时期无论是淹水还是对照营养元素（N、P、
K）均表现为含量六叶期大于大喇叭口期，积累量
大喇叭口期大于六叶期。这符合玉米生长进程，淹
水只改变营养元素的吸收量。从淹水的影响程度来
看，六叶期比大喇叭口期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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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结果表明，淹水严重影响玉米生长，降低
生物量，抑制营养元素吸收，经相关分析发现，六
叶期生物量与玉米地上部分氮素含量呈极显著的负
相关，与氮素累积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相关方程
分别是：y=1.865x2-13.52x+26.43；y=0.837x-4.340，
把生物量减少至对照的 50%作为耐淹阈值，计算结
果分别为 2.8 和 2.7 d，这一结果与处理间随淹水时
间变化方程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2.3

3

结论

淹水严重影响了玉米生长，降低生物量，抑制
氮、磷、钾吸收，不同时期淹水只是影响程度不同。
由成对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淹水对钾的吸收抑制
最严重，两个时期与对照相比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六叶期玉米处理间生物量随淹水时间的变化规
律符合抛物线方程，相关关系极显著；地上部氮素
含量、氮素累积量与生物量间存在高度的负相关、
正相关，把生物量减少至对照 50%作为耐淹阈值，
其计算结果均约为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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