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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形态和水平对茶树生理特性的影响
胡国策，蒋家月*，田坤红，潘

铖，江昌俊,李叶云

(安徽农业大学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36)
摘 要：以一年生舒茶早（C. sinensis cv. ‘Shuchazao’）扦插苗为材料研究不同氮素形态和氮素水平对茶树叶片光
合作用、叶片含氮量和氮素利用相关基因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氮素形态上，铵硝比例 3:1 和 2:2 处理茶树叶片光合
作用能力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
铵硝比例 3:1 组叶片含氮量显著高于其他组；
铵硝比例 2:2 的谷氨酰胺合成酶基因
（GS）
的表达量最高，全铵处理组表达量最低，只有铵硝比例 2:2 处理组的 66.67%。铵硝比例 2:2 的谷氨酸合成酶基因
（GOGAT）的表达量最高，铵硝比例 1:3 表达量最低，只有铵硝比例 2:2 组的 20%。在氮素水平上，正常氮素营养液
培养下，茶树叶片的光合作用和叶片含氮量显著高于不含氮和 4 倍氮处理组；茶树叶片的 GS 和 GOGAT 基因的表达
量也最高，分别是 4 倍氮素处理组的 1.3 倍和 2.1 倍，是不含氮素处理组的 5.2 倍和 5.0 倍。综合来看，茶园施肥需要
铵硝配比施肥并适当提高铵态氮含量，同时不宜过度施肥，不仅造成肥料浪费还可能不利于茶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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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itrogen forms and nitrogen levels on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 plants
HU Guoce, JIANG Jiayue, TIAN Kunhong, PAN Cheng, JIANG Changjun, LI Yeyu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ea Plant Biology and Utilizatio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and nitrogen levels on the photosynthesis, leaf nitrogen
contents and genes related to nitrogen usage were studied using annual cuttage seedlings of C. sinensis cv. ‘Shuchazao’) under hydroponic culture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varied nitrogen
forms, when the ratio of NH4+-N/NO3--N in the nutrient solution was 3:1 or 2:2, the photosynthesis of leaves
gained an outstanding higher level than other treatments; the highest leaf nitrogen content was certified with a
NH4+-N/NO3--N ratio of 3:1; the glutamine synthetase (GS) gene obtaine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with a
NH4+-N/NO3--N ratio of 2:2, while it reached the lowest level under the treatment of only ammonium, achieving
only 66.67% of that with a NH4+-N/NO3--N ratio of 2:2; and under a NH4+-N/ NO3--N ratio of 2:2, glutamate synthase (GOGAT) gene reache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level, while it got the lowest expression with a
NH4+-N/NO3--N ratio of 1:3, merely reaching 20% of that with the ratio of 2:2. Among the treatmen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s, in normal nitrogen nutrient solution, the photosynthesis and nitrogen contents in tea leav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itrogen-free treatment or the treatment with four times of normal nitrogen level,
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GS and GOGAT were both the highest, reaching 1.3 times and 2.1 times as high as
those under the treatment with four times of the normal nitrogen level, respectively, and achieving 5.2 and 5.0
times as high as those under nitrogen-free treatment, severally. In conclusion,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ertilizers should be applied with a proper ratio of NH4+-N/ NO3--N in tea gardens. In general, ammonium nitrogen
ought to be applied in an appropriately high level; however, excessive application of fertilization would lead to a
waste of fertilizers, which should be avoided as it is unfavorable to the growth of tea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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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是植物生长发育需求量最大的营养元素之
一 ，既是构成植物有机体的结构物[3]，也是植物
生理代谢过程中起催化作用的物质[4]。氮素形态和
水平影响作物生长主要表现在影响作物产量[5-7]、光
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8-11] 、对其他矿质元素的吸收
等[12-13]生理生化代谢。合理施用氮肥[14-15]、配比不
同形态氮素能够有效增加作物产量[16-18]。
有研究指出，在适当供氮范围内，大白菜的产
量随供氮量增加而提高，超出这个范围，大白菜产
量不再随供氮量的提高而增加[19]。刘建平[20]认为, 在
正常施肥量的基础上增加对萝卜的肥料供应量，并
不会增加萝卜肉质根产量，相反，还会导致萝卜产
量降低。对氮素形态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氮素处理
中适中的硝铵比可以提高韭菜的产量[21]，番茄鲜果
的重量[22]，硝铵比 5:5 可以明显促进烤烟的生长[23]，
施用 50%～75%的 NO3--N 有利白肋烟的产量及质
量的提高[24]。
游小妹等 [25] 研究发现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供氮
量增加，乌龙茶的生物量和品质均随着施氮量的增
加而呈上升的趋势，超过这个范围，茶叶生物量和
品质呈负相关关系。程博一[26]研究发现在茶园过量
施用氮肥后不仅降低产量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Du
等[27]研究发现，在铵硝配比条件下茶树光合作用、
GS 和 GOGAT 酶活最高；Ruan 等[28]和万青等[29]研
究发现增施铵态氮能促进根系释放质子从而降低土
壤 pH；林郑和等[30]在茶树中克隆出 GS、GOGAT
和 GDH 基因家族中的部分全长；Rana 等[31]研究了
在茶树暗处理下 GS2 基因的表达量明显下降。而不
同氮素形态对茶树生长影响的分子机理研究较少。
[1-2]

Table 1
引物名称
Primer name
GS-F
GS-R

本研究以一年生舒茶早扦插苗为材料，探究在不同
氮素形态和氮素水平下茶树叶片光合作用、氮素积
累和氮素利用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为探究不同氮
素形态和氮素水平对茶树生长影响的分子机理提供
一定借鉴，为茶园合理施肥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安徽农业大学玻璃温室内完成。以一年
生、长势一致无病虫害的舒茶早（ C. sinensis cv.
‘Shuchazao’）扦插苗为试验材料，用清水把茶苗洗
净，放在清水中培养 5 d，再放入 1/4 营养液（配方
来源小西茂毅）[32]中培养 5 d，接着放入 1/2 营养液
中培养 5 d，再把茶苗放入完整小西茂毅营养液中培
养 5 d。
本试验以小西茂毅营养液为 CK，氮素浓度为
1.427 mmol·L-1，铵态氮和硝态氮比例为 3:1。在总
氮素浓度（1.427 mmol·L-1）保持不变的基础上设置
5 个不同氮素形态处理：T1（铵态氮和硝态氮比例
为 4:0）、CK（铵态氮和硝态氮比例为 3:1）、T2（铵
态氮和硝态氮比例为 2:2）、T3 （铵态氮和硝态氮
比例为 1:3）
、T4（铵态氮和硝态氮比例为 0:4）
；以
铵硝比例 3:1 为基础，设置 3 个不同氮素水平处理：
N1 （不含氮素）、CK、N2 （4 倍氮素浓度），其
他元素保持不变。每隔 3 d 换 1 次营养液，24 h 不
间断通气，共培养 30 d。试验结束后，测定叶片和
茎的含氮量、叶片光合作用，取第二叶液氮冻存，
–80°C 冰箱中保存。

表 1 荧光定量引物设计(内参为 Actin)
Primer sequences for the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引物序列
目标片段长度/bp
Primers sequences (5'-3')
The target fragment length
ATGGATTGGTGGTTCTGGC
181
CCTCCTGAATGGGTCCTTA

GOGAT-F

GCCAACAAGCAAGGGATT

GOGAT-R

ATCCAAGCACCTCAAGACC

Actin-F

GCCATCTTTGATTGGAATGG

Actin-R

GGTGCCACAACCTTGATCTT

1.2 测定方法
1.2.1 茶树叶片光合作用和全氮含量的测定 使用
LI-6400 便携式光合仪在晴朗无风的上午 8:30—
11:00，在自然光照下，统一测量各处理茶树第 3 叶
的净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Cond）、蒸腾速率

177
内参

（Tr），每个处理取 5 个重复，每个重复测量 5 次。
植物叶片和茎全氮含量参考《茶叶生物化学实验教
材》中的方法[34]。
1.2.2 荧光定量 PCR 扩增分析 从 NCBI 上获得目
标基因 GS 和 GOGAT 序列，登录号分别是 EF05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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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N602371，应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设计引
物，在上海生工生物进行合成。拿到引物后，首先
进行普通 PCR 验证，再根据 Real-time PCR 仪器上
检测引物 PCR 产物的样品溶解曲线进一步验证
PCR 扩增的特异性。使用 Tiangen Biotech 公司的
RNA 提取试剂盒并且按试剂盒说明书提取样品
RNA。使用核酸测定仪测定样品 RNA 的浓度，再
根据 OD260/OD280 和 OD260/OD230 值，确定样品纯度；
同时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凝胶成像系统进行成
像，检测 RNA 完整性。确定 RNA 合格后，使用
TaKaRa 公司的反转录试剂盒把 RNA 模板反转录成
cDNA 模板，产物稀释到适合 Real-time PCR 的浓
度，进行荧光定量 PCR。以 Action 作为内参基因[33]，
所用荧光引物见表 1。反应体系为：SYBR®Premix
Ex Taq™II (Tli RNaseH Plus) 12.5 μL，引物 F、R 各
1 μL，cDNA 模板 2 μL，ddH2O 补充至 20 μL；反
应程序为：95°C 热启动 30 s；94°C 5 s，60°C 30 s，
循环数 39 个。基因相对表达量分析按照 2-ΔΔCT
（Livak）法[35]。
1.3 数据处理
显著性分析使用 DPS 软件的邓肯氏新复极差
法（P＜0.05），图表绘制使用 office 和 Graph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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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Prism5。

2

结果与分析

2.1 氮素形态和氮素水平对茶树光合作用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随着铵态氮含量减少，茶树叶片
光合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铵硝比例 2:2 处
理茶树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最高与铵硝比例 3:1
组没有显著性差异，分别是铵硝比例 1:3 组、全铵
和全硝组处理的 1.2 倍、2.0 倍和 2.4 倍，达到显著
性差异。全铵处理气孔导度（Cond）与铵硝比例 3:1
和 2:2 组处理没有显著差异，显著高于铵硝比例 1:3
组处理组和全硝处理组，全硝处理组最低为 0.017
μmol·m-2·s-1。铵硝比例 3:1 处理蒸腾速率（Tr）与
全铵和铵硝比例 2:2 处理组没有显著差异，显著高
于铵硝比例 1:3 组和全硝处理组（表 2）。
由表 3 可知，缺乏氮素和过高的氮素都会降低
茶树叶片的光合作用，在正常氮素水平培养下茶树
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Cond）和蒸
腾速率（Tr）最高，分别为 4 倍氮素营养的 1.8 倍、
2.0 倍和 2.1 倍，达显著性差异；是不含氮素营养的
1.5 倍、1.9 倍和 1.9 倍，达到显著性差异（表 3）
。

表 2
处理
Treatment
T1

不同氮素形态比例对茶树叶片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ratios nitrogen forms on Pn, Cond and Tr
气孔导度/μmol·m-2·s-1
蒸腾速率/mmol·m-2·s-1
净光合速率/μmol·m-2·s-1
Pn
Cond
Tr
2.66 ± 0.06 c
0.028 ± 0.003 6 a
0.67 ± 0.09 a

CK

5.44 ± 0.49 a

0.028 ± 0.003 7 a

0.68 ± 0.09 a

T2

5.49 ± 0.39 a

0.027 ± 0.002 3 a

0.66 ± 0.05 a

T3

4.69 ±0.49 b

0.022 ± 0.006 3 b

0.53 ± 0.14 b

T4

d

c

0.48 ± 0.09 b

2.27 ± 0.31

0.017 ± 0.004 1

注：表中同一列的不同小写字母为 P<0.05 的显著水平。下同。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表 3

处理
Treatment
N1

不同氮素水平对茶树叶片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s on Pn, Cond and Tr
气孔导度/μmol·m-2·s-1
蒸腾速率/mmol·m-2·s-1
净光合速率/μmol·m-2·s-1
Pn
Cond
Tr
1.73 ± 0.06 b
0.007 ± 0.001 b
0.22 ± 0.04 b

CK

2.62 ± 0.10 a

0.014 ± 0.002 a

0.43 ± 0.06 a

N2

1.44 ± 0.33 c

0.007 ± 0.002 b

0.20 ± 0.05 b

2.2 氮素形态和水平对茶树叶片和茎含氮量影响
由表 4 可知，铵硝比例 3:1 时茶树叶片含氮量
最高为 3.42%，显著高于铵硝比例 2:2、1:3、全铵
和全铵处理组。铵硝比例 4:0 时茎含氮量最高为
1.37%，显著高于其他 4 组处理，其次铵硝比例 3:1

的含氮量较高显著高于全硝以及铵硝比例 2:2 和 1:3
处理组（表 4）。由表 5 可以看出在正常氮素营养下
叶和茎的含氮量最高，显著高于 4 倍氮素和不含氮
素处理组，分别是 4 倍氮素的 1.3 倍和 1.2 倍，是不
含氮素组的 1.4 倍和 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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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氮素形态和氮素水平对茶树叶片 GS、GOGAT
相对表达量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在铵硝比例 2:2 营养液培养下茶树
叶片 GS 基因的表达量最高，是铵硝比例 3:1 处理组
的 1.1 倍，是铵硝比例 1:3 和全硝处理组的 1.2 倍，
是全铵处理组的 1.5 倍（图 1A）。铵硝比例 2:2 营养
液培养下茶树叶片的 GOGAT 基因的表达量最高，
Table 4
处理 Treatment

是铵硝比例 3:1 表达量的 1.9 倍，是全硝处理组的
3.6 倍，是全铵处理组的 4.9 倍（图 1B），是铵硝比
例 1:3 处理组的 5.1 倍。正常氮素营养液培养下，茶
树叶片的 GS 和 GOGAT 基因的表达量最高，分别是
4 倍氮素处理组的 1.3 倍和 2.1 倍，是不含氮素处理
组的 5.2 倍和 5.0 倍（图 1C、1D）
。

表 4 不同氮素形态处理后茶树叶片和茎的含氮量
Nitrogen contents in leaves and stems of tea plants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form treatments
叶片含氮量/% Nitrogen content in leaf

茎含氮量/% Nitrogen content in stem

3.42 ± 0.02

b

1.37 ± 0.02 a

CK

4.42 ± 0.16

a

1.25 ± 0.05 b

T2

3.28 ± 0.22 b

1.10 ± 0.02 c

T3

3.36 ± 0.20

b

1.10 ± 0.01 c

T4

3.58 ± 0.10 b

1.05 ± 0.07 c

T1

Table 5
处理 Treatment

表 5 不同氮素水平处理后茶树叶片和茎的含氮量
Nitrogen contents in leaves and stems of tea plants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level treatments
叶片含氮量/% Nitrogen content in leaf

茎含氮量/% Nitrogen content in stem

3.20 ± 0.03

b

1.05 ± 0.10 b

CK

4.42 ± 0.09

a

1.25 ± 0.05 a

N2

3.20 ± 0.08 b

1.04 ± 0.08 b

N1

图 1 不同氮素形态和氮素水平处理后茶树叶片 GS、GOGAT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Figure 1 GS and GOGAT gen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under the treatments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and nitrogen

3

讨论与结论
光合作用是植物的重要代谢过程，并且和植物

的氮和水代谢密切相关 [36] ，在铵硝配比施肥条件
下，植物叶片含氮量明显增加[37]。有研究发现叶片
含氮量越高，植物的光合作用越强[38]。李辉[39]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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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铵硝配比条件下，杨树叶片含氮量最高，
气体交换最高。还有研究表明铵硝配比施肥能提高
植物碳和水代谢活力，从而提高叶片净光合速率
（Pn）、气孔导度（Cond）
、蒸腾速率（Tr）[40]。如
刘秀敏 [41]研究表明，在铵硝配比施肥条件下，茶树
的光合作用比全施铵态氮或者硝态氮要高。而本研
究发现，铵硝比例 3:1 时，茶树叶片含氮量最高，
茶树气体交换也较高。正常氮素水平培养下茶树叶
片含氮量最高，茶树的气体交换能力最强，过度施
用氮肥反而降低了茶树气体交换能力。
GS 和 GOGAT 是氮素利用途径中两个重要基
因，这 2 个基因调控着 GS 和 GOGAT 循环，影响
植物对氮素的利用。有研究表明，在盐胁迫下植物
叶片 GS 和 GOGAT 基因明显下调，植物叶片含氮量
下降[42]。Rana 等[31]研究表明，暗处理下，茶树 GS2
基因表达下调。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铵硝比例
2:2 时茶树叶片 GS 和 GOGAT 基因表达量最高，铵
硝比例 3:1 时 GS 和 GOGAT 表达量较高。可能是铵
态氮含量高时需要通过 GDH 途径提高茶树对氮素
的利用。在正常氮素水平培养下，茶树叶片 GS 和
GOGAT 基因表达量最高，过度施用氮肥降低了茶
树叶片 GS 和 GOGAT 基因的表达，降低了叶片含氮
量和光合作用。
综合本试验结果来看，在茶园施肥时应注意铵
硝配比，并适当提高铵态氮肥的含量，有利于提高
茶树氮素利用相关基因的表达，提高茶树对氮素的
利用，从而提高茶树叶片含氮量，进而提高茶树光
合作用的能力。而在施肥量上，过度施肥可能会降
低茶树对氮素的利用和光合作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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