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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胁迫和氮添加对白刺根系形态的调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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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出干旱地区唐古特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根系生长的最佳氮添加量。以唐古特白刺为试材，
在干旱胁迫和水分充足两个水分条件下，分别设置 4 个氮添加水平（0、6、36、60 mmol·L-1）
，研究不同土壤水分和
氮处理对唐古特白刺根系形态发育特征的影响。水分充足时，氮浓度越高，对白刺根系的抑制效果越明显。当氮浓度
为 60 mmol·L-1 时，白刺总根长、表面积、体积、直径和根尖数仅为未施氮处理的 55.45%、47.07%、38.63%、79.37%
和 76.55%。水分胁迫下，白刺总根长、表面积、根尖数均在氮浓度为 36 mmol·L-1 时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792.13 cm、
155.74 cm2、2 370.00 个，较无氮处理增加了 31.96%、42.95%和 20.84%。水分充足时，氮添加会抑制白刺根系生长
发育；水分胁迫下，氮添加会促进白刺根系生长，但并非氮素浓度越高，促进效果越好。水分充足时的白刺根系生长
状况始终优于干旱条件下的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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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water stress and nitrogen addition on root morphology of Nitraria tangut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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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water stress and nitrogen addition on root morphology of Nitraria
tangutorum.the root morphological indexes of Nitraria tangutorum were studied under drought stress and nitrogen
addition (0 mmol.L-1,6 mmol.L-1,36 mmol.L-1,60 mmol.L-1). When water was sufficient, nitrogen addition could inhibit root growth, and the higher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the more obvious the inhibition effect. When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was 60 mmol.L-1, the total root length, surface area, volume, diameter and number of root tips
were 55.45%, 47.07%, 38.63%, 79.37% and 76.55% respectively of without nitrogen treatment. Under water stress,
the total root length, surface area and number of root tips were the highest when nitrogen concentration was 36
mmol.L-1, they were 792.13 cm, 155.74 cm2 and 2 370.00 respectively, which increased by 31.96%, 42.95% and
20.84% compared with nitrogen free treatment. When water was sufficient, nitrogen addition could inhibit root
growth. Under water stress, nitrogen addition could promote root growth, but not the higher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the better the promotion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sam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under different water conditions,
the root growth of Nitraria tangutorum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drought stress.
Key words: Nitrogen addition; drought stress; root morphology; Nitraria tangut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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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活性氮化合物（NOy 和 NHx）数量和速率
大幅度提高[1]。氮沉降对植被生长等造成了较大的
影响[2-3]，氮沉降及其生态效应已成为生态学领域研
究的一大热点[4]。而我国土壤矿质养分中钾较丰富，
磷微缺，氮较贫乏[5]。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地处我
国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该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
少，水资源短缺是阻碍该地区植物正常生长的重要
因素之一，当植被受到干旱胁迫时会产生很多抗逆
性反应。特殊的气候原因使干旱半干旱区的氮输入
形式常常是伴随降水等形式形成短时期充足的营养
供给，然后一部分为植物吸收、微生物固定提供能
源，另一部分则随土壤下渗。施肥虽可以达到“以
肥调水”的效果，但氮含量过高会造成氮资源浪费
及污染环境[6-7]，另一方面对植物的营养状况产生副
作用[8]。不同干旱程度下，氮素对植物生长发育的
影响有所差别，土壤水分或氮素不足对植物生长的
影响是由多方面体现的。因此，研究干旱地区氮沉
降对植被生长状况的影响，为当地合理利用氮提供
具体详细的理论依据十分必要。
根系是植物吸收水分和营养的重要器官，也是
合成氨基酸和多种植物激素主要场所，培育健壮良
好的根系是实现作物增加产量潜力的重要方法[9-10]。
根系形态具有趋水性和趋肥性，土壤水分与养分对
植物根系生长又具有“可塑性”[11]，当植被遭遇胁
迫危害时，根系会立刻感受到逆境胁迫信号，并通
过调整根系形态或分布以适应外部环境[12-14]。因此，
研究土壤水分和养分对植物根系形态变化的影响，
对实现水肥的高效利用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15]。唐
古 特 白 刺 （ Nitraria tangutorum ） 为 蒺 藜 科
（Zygophyllaceae）白刺属，多年超旱生灌木，是干
旱荒漠和半荒漠地区重要的建群种之一。唐古特白
刺枝条呈开展或平卧状，沙埋后其节点处会萌生新
枝，外界环境压力影响下，生殖方式多为压条型克
隆繁殖[16-17]。目前有关唐古特白刺的研究主要为无
性繁殖[18-19]、种子发芽、幼苗生长[20-21]及应对胁迫的
生理反映等[22-24]，有关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沙漠生
境中的氮素营养对其生长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以唐古特白刺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水分条
件下氮素对其根系形态的影响，筛选出在干旱条件
下适合唐古特白刺根系生长的最佳氮添加量，以期
为沙漠地区唐古特白刺的繁殖生长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试验苗木为唐古特白刺幼苗；所施氮肥为含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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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6.7%的尿素；栽植容器为直径 16 cm、高 40 cm
的 PVC 花盆；基质为当地腐殖质多、盐碱低的农田
表土（过 0.5 cm 筛子）与细沙 1∶1 的混合土壤。
1.2 试验设计
2015 年 3 月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
验中心院内进行试验。3 月中旬在营养钵育苗，5
月初选择大小相对一致的幼苗移入 PVC 花盆中，每
盆 1 株，桶底周围排列着均匀的小孔以保证盆内植
物根系具有良好的通气条件，花盆底部采用可卸装
置，避免取根时对根系造成破坏。试验开始时搭建
遮雨棚，苗期对其进行正常管护工作，待白刺幼苗
有大量叶片展开时（6 月初）开始施用氮肥。根据
该地区不同生境的实际土壤氮含量，本试验氮含量
共设置 4 个梯度 0、6、36、60 mmol·L-1，将称好的
氮肥溶于 1 L 蒸馏水中，均匀地喷洒到各花盆中。
施肥结束后控制浇水量，水分设置正常浇水、干旱
胁迫 2 个梯度，其中，正常浇水处理每天采用称重
法补充土壤所缺水分，保证土壤含水量控制为田间
持水量（20.29%）的 100%；干旱胁迫处理为田间
最大持水量的 20%～40%。正常浇水条件下不同施
氮水平处理分别记作 CK-0、CK-6、CK-36、CK-60，
干旱条件下不同施氮水平处理分别记作 T-0、T-6、
T-36、T-60，每个处理 25 个重复。
1.3 测定指标
植物生长结束期将 3 个重复的唐古特白刺根系
取出，根系洗干净后采用 EPSON 扫描仪获取根系
的形态图像，利用 Win Rhizo Pro 2007 根系分析系
统软件进行根系体积等指标的测定。
1.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整理，采
用 Origin 8.0 进行画图，利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
行显著性差异分析（Duncan 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氮添加对白刺总根长的影响
本研究将根系径级 d<1 mm 划分为细根，d<3
mm 划分为小根，3 mm<d<10 mm 划分为中根[25]。
由表 1 可知，在保证水分充足情况下，氮添加会显
著抑制白刺总根长的生长（P<0.05）
，且浓度越高，
抑制效果越明显。正常浇水不施氮肥条件下，白刺
总根长为 1 346.36 cm，氮添加浓度为 60 mmol·L-1
时，总根长仅为 746.59 cm。水分充足时，氮添加对
细根的作用较小根和中根明显。干旱处理时，氮添
加会促进白刺总根长以及各级根长生长，浓度为 36
mmol·L-1 的氮肥对白刺根长的促进效果最好，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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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根长为 792.13 cm，较 T-0 处理增加了 191.83 cm，
当氮添加浓度为 60 mmol·L-1 时，白刺根长仅较 T-0
处理增加了 30.00 cm。对比相同氮添加浓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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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条件下白刺根长可以发现，水分充足时白刺根
长生长明显优于干旱条件下根长，随氮添加浓度的
升高，差异逐渐减小，无氮添加下二者差异最明显。

表 1 氮添加对白刺总根长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total root length of Nitraria tangutorum
根系径级 Root diameter class/mm
总根长/cm·盆-1
Length
d≤1
1<d≤3
1 346.36±77.66 a
1 159.29±47.92 a
139.36±4.14 a
1 175.43±61.20 b
986.44±51.23 b
136.44±4.60 a
c
c
944.35±48.27
746.84±32.93
142.81±4.21 a
d
d
746.59±36.09
607.08±30.02
113.07±4.99 b
c
c
600.30±26.06
523.67±30.92
68.15±2.57 d
ab
b
710.53±61.40
604.90±27.52
88.18±2.14 b
792.13±65.14 a
683.25±38.95 a
93.09±2.68 a
bc
c
630.30±51.42
528.66±28.89
79.07±2.90 c

d>3
47.32±2.47 b
52.76±2.72 a
54.51±2.09 a
26.52±2.52 c
8.52±0.46 d
17.62±0.33 b
15.74±0.81 c
22.39±0.88 a

注：不同字母代表相同水分不同氮添加浓度下的指标差异显著。下同。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nder the same water and different nitrogen concentration. The same below.

图 1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总表面积的影响
Figure 1 The effect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root surface area
of of Nitraria tangutorum

图 2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总体积的影响
Figure 2 The effect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total root volume
of Nitraria tangutorum

2.2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总表面积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在土壤水分充足时，氮添加会降
低白刺根系总表面积。随氮添加浓度的增加，白根
系表面积呈逐渐降低的趋势，6 和 36 mmol·L-1 的氮
添加对白刺根系表面积的影响不显著（P>0.05）
，60
. -1
mmo L 的氮添加对白刺根系表面积的抑制作用较

显著（P<0.05）
，此时根系表面积为 180.03 cm2，是
CK-0 的 47.07%。在干旱条件下，氮添加会促进白刺
根系表面积的生长。随氮添加浓度的增加，白刺根
系表面积的增加幅度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氮
添加浓度为 36 mmol·L-1，白刺根系表面积达到最大
值，为 155.74 cm2。在氮添加浓度相同时，白刺根系
表面积在水分充足时较干旱条件下生长的快，随氮
添加浓度的增加，二者的差异逐渐减小，在无氮添
加时，二者的差异最大。此时，CK-0 为 382.46 cm2，
T-0 为 108.94 cm2，CK-0 是 T-0 的 3.51 倍。
2.3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总体积的影响
图 2 是氮添加对白刺根系总体积的影响。分析
图 2 可知，在土壤水分充足时，氮添加会抑制白刺
根系体积的生长。随氮添加浓度的增加，白根系体
积呈逐渐降低的趋势，6 mmol·L-1 和 36 mmol·L-1 的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体积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P>0.05），60 mmol·L-1 的氮添加对白刺根系体积
的抑制作用较显著（P<0.05），此时根系体积为 3.47
cm3，是 CK-0 的 38.63%。在干旱条件下，氮添加
会显著促进白刺根系体积的生长（P<0.05）。随氮添
加浓度的增加，白刺根系体积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当氮添加浓度为 60 mmol·L-1，白刺根系体积达到最
大值，为 2.67 cm3。在氮添加浓度相同时，白刺根
系体积在水分充足时较干旱条件下生长的快，随氮
添加浓度的增加，二者的差异逐渐减小，在无氮添
加时，二者的差异最大。此时，CK-0 为 8.98 cm3，
T-0 为 1.64 cm3，CK-0 是 T-0 的 5.48 倍。
2.4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平均直径的影响
分析图 3 可知，在土壤水分充足时，6 mmo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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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6 mmol·L-1 的氮添加对白刺根系平均直径的影
响不显著（P>0.05），60 mmol·L-1 的氮添加对白刺
根系直径的抑制作用较显著（P<0.05）。在干旱条件
下，氮添加会促进白刺根系平均直径的增加，随氮
添加浓度的增加白刺根系平均直径越大，但效果均
不显著（P>0.05）。相同氮添加浓度下，土壤水分充
足时的白刺根系平均直径较干旱条件下生长迅速。

图 3 氮添加对白刺根系平均直径的影响
Figure 3 The effect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average diameter
of Nitraria tangutorum

Figure 4

图 4 氮添加对白刺根尖数的影响
The effect of nitrogen addition on root tip number of
Nitraria tangutorum

2.5 氮添加对白刺根尖数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在土壤水分充足时，白刺根尖数
随氮添加浓度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当氮
添加浓度为 6 mmol·L-1 和 36 mmol·L-1 时，白刺根尖
数会高于 CK-0，当氮添加浓度为 60 mmol·L-1 时，
白刺根尖数显著低于 CK-0（P<0.05）
。干旱条件下，
氮添加会促进白刺根尖数的增多，36 mmol·L-1 的氮
添加对白刺根尖数的促进效果最好，6 mmol·L-1 和
60 mmol·L-1 的氮添加对白刺根尖数的促进效果均
不显著（P>0.05）。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根系形态具有可塑性，其生长发育受遗传
和外界环境二者的共同影响。在影响植物生长的众
多因素中，土壤水分和养分的胁迫对植物的作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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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居首位的[26]，而在矿质养分中氮素对根系的影
响最为突出[27]。一定范围内的灌水量和施肥量与根
系生长呈正比例关系，水氮不足或过量都将影响植
物根系大小、数量以及分布。许建定[26]，谢志良等
[27-28]
研究发现，在正常灌水条件下，氮添加能够降
低棉花平均根长密度和根表面积。且随氮浓度的增
加，棉花平均根长密度和根表面积下降的幅度逐渐
增加。李秧秧等[11]研究发现，水分充足时氮添加会
促进玉米（Zea mays）总根系和表层根系伸长生长，
而王艳等 [29] 研究发现正常水分条件下氮添加会抑
制玉米根系生长，玉米根系生物量、根长及根系表
面积都会降低。本试验结果表明，在水分充足时，
氮添加会阻碍白刺根长、表面积以及根系体积等指
标的生长，且浓度越高，抑制程度越大，氮添加对
白刺细根根长的抑制效果较小根和中根更为严重，
而细根又是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部分，因此
氮添加作用后白刺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也会降
低。分析原因可能是，当土壤水分适宜且养分满足
植物正常需求情况时，植物根系能够连续不断地吸
收土壤水分与养分，少量根系即可吸收到满足整个
植株生长的水分和养分，且本试验为盆栽试验，由
于花盆盆体大小的限制，过大的白刺根系在 PVC 花
盆中难以吸收足够的其他营养元素供根系生长，因
而过高的氮含量下白刺根系有所减少。
当植被的吸水速率低于蒸腾速率形成水分胁迫
或土壤养分亏缺，或二者兼具时，植被根系和幼苗
的生长就会遭受严重限制[27]。干旱条件下适当施肥，
能够扩大植被根系伸展范围，增强根系活力，形成
“以肥调水，以水促肥”的效果[30-31]。李秧秧等[11]
研究发现干旱条件下合理施氮的确能够促进植物根
系生长。水分胁迫下中度氮肥下茄子（Solanum
melongena）根系生长指标明显增加，其产量也有所
提高[32]。在水分胁迫下，根系表面积指数和平均根
长密度增加说明水分胁迫能够延迟根系衰老。在正
常水分条件下，氮含量过高会导致根系提前衰老[27]。
水分胁迫下氮素对植物根系的作用效果不完全一
致，梁银丽等[33]试验发现水分胁迫下少量的氮素对
小麦（Triticum aestivum）幼苗的根系呈现促进作用，
氮素过量则表现出负效应，对小南瓜（Cucurbita
moschata）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34]。本研究表明，
在水分不足时，氮添加则会促进白刺根长、表面积、
根尖数、体积等生长。基本表现为 36 mmol·L-1 的氮
添加浓度作用效果最好，60 mmol·L-1 的氮添加对白
刺根系的促进作用会减弱。说明干旱条件下氮添加
会增大白刺根系与土壤的相互结合面积，促进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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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在空间上发育状况，其生根的能力也会大幅度
提高，进而提高白刺根系大范围地吸收水分与养分，
增强白刺抗旱性。但氮含量不宜过多，当氮含量超
过白刺所需氮素阈值时，不但不能被白刺充分利用，
还可能会阻碍白刺正常生长。此外，相同氮浓度下，
白刺根系生长状况始终表现为：水分充足>水分不
足，且干旱条件下无论施氮量多少，白刺根系长势
始终弱于水分充足时的白刺，说明在水分和氮素共
同作用后，水分始终占据主要影响地位。
水分充足时，氮添加会抑制白刺根系生长，且
随氮添加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逐渐增加，白刺总根
长、根系表面积和根系体积所受的抑制作用均较显
著（P<0.05）
。6 mmol·L-1 和 36 mmol·L-1 浓度的氮
添 加 对 白 刺 直 径 的 影 响 不 显 著 （ P>0.05 ）， 60
mmol·L-1 的氮添加则会显著降低白刺直径。白刺根
尖数随氮添加浓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当氮添加 60 mmol·L-1 时，根尖数已显著低于无氮处
理（P<0.05）
。水分不足时，氮添加会促进白刺根系
的生长，基本表现为 36 mmol·L-1 的氮浓度对白刺根
系生长的促进作用效果最好，此时，白刺总根长、
总表面积、根尖数均达到最大值，说明氮添加能够
缓解干旱胁迫对白刺根系带来的危害，提高白刺抗
旱性。相同氮浓度下，水分充足时的白刺根系生长
状况始终优于干旱条件下的白刺，其总根长、表面
积、体积、直径和根尖数均高于干旱条件下的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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