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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霉素对苕子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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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苕子是广西主要的豆科草本绿肥栽培品种遥 新鲜苕子种子硬粒率高袁表面蜡质层紧密袁休眠期长袁发芽率较
低遥为了探索提高苕子种子发芽率的方法袁开展了赤霉素对苕子种子发芽率的影响试验遥结果表明袁擦种和赤霉素溶液
浸种处理可以打破苕子种子休眠袁加快种子吸水和发芽袁极显著地提高种子发芽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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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子是广西主要的豆科草本绿肥栽培品种袁耐旱

凌云县尧乐业县尧西林县茶园遥 供试赤霉素为 75%赤霉

性尧耐瘠性及抑制杂草的能力强袁被广泛种植于冬闲

酸结晶粉袁由上海同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遥

稻田尧果园尧茶园尧桑园等袁作为培肥土壤和增加作物养

1.3 试验设计

分的新鲜有机肥源遥 百色市冬闲稻田种植通常在 10 月

晚稻抽穗灌浆后稻底播种袁翌年压青作肥不留种曰而

旱地苕子绿肥留种的种子成熟期为 5 月袁 生长周期

分别将来源于凌云县尧乐业县尧西林县茶园的供

试苕子种子各设为 1 个区组袁共 3 个区组遥 每个区组

内设 4 个处理袁分别为不擦种+清水浸种渊空白对照袁

长袁成熟期间温度较高袁硬粒种子比例高达 40% 遥 百

CK冤尧擦种+清水浸种渊K1冤尧赤霉素溶液浸种渊K2冤尧擦

等旱地套种苕子绿肥要提早播种袁利用雨季结束前

为了保证同一区组内处理 K1尧K3 的擦种程度一

[1]

色市雨季一般在 9 月 15 日左右结束袁果园尧茶园尧桑园

种+赤霉素溶液浸种渊K3冤遥

1 个多月充足的雨水袁保证旱地苕子幼苗生长袁扎好根

致袁擦种时在苕子种子中加入 1/3 细沙袁用工具研磨擦

时袁苕子种子收获贮存时间较短袁种子表面紧密的蜡

后分为 2 份供试遥 赤霉素溶液为 75%赤霉酸结晶粉配

系袁以利于越冬和抵御秋尧冬尧春季节干旱遥 8 月初播种
质层未被氧化破坏袁透水性差袁部分种子仍处于休眠
期袁发芽率较低袁通常使用细沙或机械渊碾米机冤擦种
方式破坏种子表面蜡质层袁以增加透水性袁促进发芽遥
然而袁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袁生物酶和细胞活性较差袁

种几分钟袁破坏种子蜡质层袁去除细沙及研破的种子

制成的 100 mg/L 溶液遥
1.4 试验过程

2020 年 8 月 1 日袁每个区组分别取不擦种和擦种

种子各 2 份袁每份 500 粒袁分别按试验设计用清水和

发芽率较低遥 本试验采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100 mg/L 赤

100 mg/L 赤霉素溶液浸种 24 h遥 浸种期间分别按处理

芽率的方法袁从而降低绿肥生产成本袁提高效益遥

种子及时清出袁按处理方法分别用清水和赤霉素溶液

霉素浸种的方式打破种子休眠袁探索提高苕子种子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百色市茶叶开发中心袁最高温度约

35 益袁因而试验采取室内常温浸种尧保湿方式催芽袁不
仅满足了种子发芽要求袁而且与实际生产情形接近遥
1.2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品种为光叶苕子袁分别来源于辖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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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换清水和赤霉素溶液袁防止发酸发臭遥 浸透的
保湿袁对吸水慢的硬粒种子继续浸种 24 h[2-5]遥 8 月 3 日袁
将浸种后的种子用清水清洗干净袁用吸水纸作保湿

材料袁常温保湿催芽袁经常加水保持湿润袁观察并及时
清出发芽种子袁记录发芽情况遥 苕子种子个体差异大袁
硬粒多袁吸水不均匀袁发芽时间不一致袁发芽时段相对

分散袁过程相对较长袁2 周内发芽比较符合实际生产[6]遥
因此袁观察至催芽开始后的第 14 天渊8 月 17 日冤结束袁
统计最后发芽率遥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各处理平均发芽率表现为处理

K3跃处理 K2跃处理 K1跃CK袁其中处理 K3尧K2 的平均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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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 CK 差异极显著袁处理 K1 的平均发芽率与 CK 差

理袁激活种子细胞和多种水解酶袁打破种子休眠袁促进

异显著遥由此说明袁擦种和赤霉素处理都可提高苕子种

新酶合成袁加快新陈代谢袁促进发芽袁从而提高苕子种

子发芽率袁赤霉素处理对提高苕子种子发芽率作用效

子发芽率[6]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先采用擦种方式处理提

果极显著袁擦种的同时用赤霉素溶液浸种效果更明显遥
表 1 不同处理苕子种子发芽率
处理

凌云
58.6
68.4
78.4
54.2

K1
K2
K3
CK

发芽率/%
乐业
西林
58.8
53.4
70.6
72.4
81.6
80.2
51.2
49.8

高种子吸水能力袁再用 100 mg/L 赤霉素溶液浸种袁激
活种子袁打破休眠袁可极显著提高发芽率袁从而可以降
低绿肥生产成本遥

平均
56.93 cB
70.47 bA
80.07 aA
51.73 dBC

注院同列不同小尧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尧差异极显
著渊P约0.01冤遥

3 结论与讨论
果园尧茶园尧桑园等旱地苕子绿肥应在雨季结束
前提早播种袁新鲜苕子种子硬粒率高袁种子表面的蜡
质层厚且紧密袁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比例较高袁通常
发芽率较低遥 通过擦种袁破坏苕子硬粒种子表面的蜡
质层袁增强透水性袁利于种子吸水和发芽曰同时袁利用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刺激作用袁使用赤霉素溶液浸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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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袁应进行第 3 次施药遥 以标准喷液量 450耀600 kg/hm2

当期温度适宜和晴到多云天气条件下袁春性或偏春性

机施药效果最好袁也可以使用无人机进行防治遥 提高

均匀或施肥不均匀等袁长势长相很不一致的田块袁在
小麦品种抽穗期至齐穗期需 5 d 以上尧全田扬花期为

为适宜袁并对准小麦的穗部喷施遥 以自走式喷杆喷雾

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的关键在于齐穗后用好第 1 次

6耀7 d遥

药袁一定要掌握于齐穗后尧扬花前或扬花初期施药遥 这

3.1.3 小麦高产田块遥 小麦基本苗较为均匀尧肥料施

就需要各单位掌握自己的田块类型袁做到心中有数袁

用等生产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尧小麦生育后期的氮素供

避免错过最佳施药时间遥 据有关学者实地调查袁实践

应水平较高渊或称氮素营养充足冤的田块袁虽然抽穗期

中有许多田块防治效果较差袁大多因为错过防治适期遥

至扬花期的时间无明显变化袁但是每个小穗的开花小

因此袁 掌握好防治适期也是提高防治效果的关键之

花数较多袁扬花期明显拉长遥 在当期温度适宜和晴到

一遥 对于感病的白麦品种袁要加强防治工作袁大发生年

多云天气条件下袁春性或偏春性小麦品种抽穗期至齐
穗期需 3耀4 d尧全田扬花期为 6 d 及以上遥

3.1.4 抽穗期遇到低温阴雨遥 在小麦抽穗前后如遇到
低温阴雨天气袁抽穗期至扬花结束的时间明显延长袁
特别是开花期延长更为明显遥 此外袁温度愈低袁阴雨日
愈多袁开花期延长的时间越长遥

应当防治 3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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