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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RIt与K被作幢幢欧、纱布Ii奠在生擅申，动面相关分析.回 z 作"备生育用幢幢的

·'R‘与It..在体内分布呈皇事相关，面"RIt与K在土擅申事动的相关疆度回条件画异.

"lit，示摩筋果囊明 z 在一艇条件下".It(It)在土攘咿屿'民摘自喜功绩髓，士罐'地.水分

状况对"RIt(K) 的'动.固定有幢大量响=噩矗.玉米.高囊.虹小豆和虹廓等作"对

"RIt(K) 的吸岐纱布规律为'阻的合理'‘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提.. "Rb K 相关性土擅作物



POSSIBILITY· OF RUBIDIUM-. AS A TRACER

OF POTASSIU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E AS A TRACER

Zheq WeimiD V.D. F町un

(Hebel Aaricu1tural Univ白蜡叨. "odIUl. Hebel ProvlD锦》

Wu Zhenyinl

(Alricultural Bureau of Baodina Prefecture. Hebei ProviDe的

Lou Hai

(Yutian County Committ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lY.

Hebei Province)

ABSTRAC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ahe. p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b

aad K by plant and their movements in the soil.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is

si&aificant at each ~rowin~ period of the plant , but their movement corrt~a

lion in the soil is affected by ~he texture of soil and water conditions. The

nperiment with the tracer "Rb showed that the movements of K("Rb)in

the directions of length and breadth are slow in soi l. The texture of soil

and water condition aHe町 t the moveme :l t and fixation of K("Rb) in soi l.
The law of absorption of "Rb (K) by tomato , corn , sorghum , red bean and

kenaf etc. providd scientHic basis for the prvper fer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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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每·

'企
事回圭

前富

矗今为止，在"元童的示幢幢京申逗量有-1怜篝噩嚣的嗣位章.民的示靡'究.IIII·R~~

示肆MII . LII• 对此国内外'究..不圃'捧t·..，，量使民曲示黯研究量到一定...为此

不少字"在不蜀..'11. 重于....幢蠢的事事..财蝇'囊'幢量比箍矗含在金属学西

宽曲"且，霞，11且1114-1117筝.A'·.‘JlI(撞f'….体内'奇事以晨2旬在主.申，萄

屿'提幢人芋，罐含量行'事..:t:.嗣示障试..旨在为量一嗣咽…‘·鼠的远在娟的可撞

性..属在民示.中由含量位置.日'更好地震挥...坠在示.申的作用.

材料和方法

-. .....&..捷'曾

(-)土精供试，事"虹廓 (14-121) .西缸柿《天津大缸) • ]i来《丹五 13) .商量E

(TX3I tTB) .用21X2ICa盟.幅最土IS.Skl. 在试生.理缸性鹏里袭I.

禽' 镰忧企nt"

~N(.)r..a (.) I···(PA川"')/'..刷刷叫州

0.011 I 1.45 I 1'.7 I 1篇 lτ.f

O.DIS I 川!髓.. I 12.5 i 7.'

t筐..重..禽章.缸小ft. Jl II主.西红幡用囊团主}

缸廓试验谁不施民和撞K两个址理. "E用K1SO. 1.81/盆. "Rb ;iOIlCi/盆.we

在红廓幼苗期以溶液形式追施入，分朔收获，重复二次.

西红柿试撞谁不施民和K.. K.·'三个处理. K. 蝇 KzSO. 2.2SII盆. "Rb施用量为"

ILCi/盆.饵EU溶液形式于西红柿秧荫移事先缓苗后打孔施入，分期取株.3次霞量.

高囊试验设施K与不施K两个处理，饵E用 KCI 1.6C/盆."Rb棕记鼠'厦IOOIlCi/盆，

以禧浓形式表施后量土2c:m，重复2次.五米试验与高篝同.

{二〉土柱供试七嚷纱"J周代换量(IS .1me/1 001)的中模在1代换量 (9.2mc/100s)

的砂土.用塑料布罔成直怪IScm. 高30cmi(.J 回桶，撒入坑内，最土5kl. 使上沿与地在

平，下口与土壤制通，四周用二t填好，两种主攘分别说4次油水和多次ilJI<两个她用，重

复两次首先于±枝叶1加入5mL内含0.16S K.SO.."Rbm哇"。的溶液， ~i'"衔24小时后，在

J次油水处照中加水10oomL， f 多次i锺水处JIll.中加水2500mL，并且f苍天加水IOOomL， IO天

的取出生柱，沿rlJ阀纵向切开，烘干，一半进行自显影，另--·f分f止1测"Rb放射性i舌度相K

的台最.

植物标*分析均刑HzSO.-H.OziJ'!熏火焰光1ft计测省民的:'\"~4.~1二J:fI巾K用 IN 酣骸钝

-Mil..贸，茧使用illl985竿...分工仰，主蜻珑，袍'布，班刷刷.孙凤..麟it卫审阅本...停z 作.Iti?此政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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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荒唐诗回走.幢幢租主·得本的撞蜻幢噩噩跑Jim....帽定棒..FJ-38T圄悻间晕
访量'画左.

二. K(….)在主，.....

《→》士在墨画霞.量暴件1'1t(.....)曲..(里'英幢.份申的一. (-).(二) )

《二) K(··..) 的'白'萄

民屿'肉'昌t. a25Xllca.属盒.量..士2.nl. .本筐....在重申心..为

t.缸·曲式肉...I....Ci的...‘.穰.£1..后'子'血的自量'为Itll.男量..831 天.

"去..噩靡，胃个处理比.It.时间割肉，晴的霞..

《三) It(".峭的回应

I. 子疆吏. ...生相撞噩量·士备 101 于三角匾申，用'量自萄凰悍'坦人 2

..Ci/aL曲...‘.攘'.SaL. 子量变.n7天为-...命周画定到天"35天的圄董事.

2. 民子娃踵 .士III.团 I .主擅自量'量裔寰于晕，会副回走到天鞠JS天的固定事

3. 遭水处理取1:，..罔I. 南水'曲.21~. 3S天.

础上址'理均遭2次重量，并以在罔挥每件下.a箭赢画不量行量蝇的土罐'配It佳踵踵为对

醺. .-e蛙愿用中性..镰疆a. 通.后银子，回走巅It佳踵厦.

三. ...1:(....)….it事

《一》蕾茹

I. 盆.试撞 来周27X27c.噩filM. 每盆士.12.Sk，.说不凰we. K.矗 KIO '.N

1/盆. "at.标记话度25，Ci/盒. KlaK,O 1.11‘/盆.".t.标记活度 SOIJCi/盒，同时每

章'缸蝇N I.饵. PIO. 1.21. 属全部作基肥，氯E二分之一律基e. 三分之二作矗e. 命剧

在初在剿..实摩大朋适量.标记.，efA溶液形式于'撞撞挟后矗篇.试瞌匈蛙1115盆，每

武岐在3篮.供试主峰为保定郊区囊团主.J'(化性脯见我I. 供试品"加拿大·号.快苗4月"

日，章，每盆1 株.于追施tIP!!后5.20.35.50.15天取保困在.

2. 田间试羹 回闽试挂在'晨在南大臣进行，供试品种加拿大'号，土囔"化性鹏同上.

试验设施帽与不'也饵两个址~.til'阻用量为K ，O 25kl/窗(注: I 商 -816.71D吁，分两次'‘

入z 器茄在键前踵'也12.511&/iii. 第…·果檀果实.大'降温尴12.5k8/窗，小区面识。.05iii.

简单对比捧到4次重'Y. m间曾~与~i跑回.

(二}高强 来用::I:路il:. ，目料盆25x2Scm. 拉二l二 15kl. 快试土攘规化性萌见者(I ).

g盆施KCI 1. 61植射性ili度 100萨CIf盆，供试肖第二倍体31878. 四的体31978. I T! 12 口锺
种，每嗣 10-15天在hi 次 i.ri体测量 z 成鹏则取生株镜子按部位进 fi融射性测量.

{二三) -巨米 巨米与高强盆镜试验同，供试品种单五 13 ， 4月 Z9U.种，句盆 l 株，分lUI取

株 j!f U f/a-t性测试 ， IR 组2次.

(四〉红小:II:

I. 二tffl 试验 lJt试品种 J~冀红小HI ;), 6月 25UII种 1Hlil 栋， ·H~钝土11.25118，供试

土罐为中耀回潮~l:.卵，比性质见在I. 仰胆JOKCI 1. 61/盆， "Rb标~ili度 100 IlCi/盆，

7月 8U 引人，各~l=.11191取苗进行养分分析，并用G-M训'lIe岱配合 FH-4倒在标掘进行植株t1i

体测量，同时进行放射()且影.

2. 水踊 取成拽JUl·t{(株放入KHn:品生'l~葬 i民巾， ··Rb2。"ct/盆，一且础的取柯:草种

并进行就~·t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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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虹靡量用HX四c..属....囊生IJ.5le. ~试圭.P理缸性踵1..1. 试验

遭ft..·.Ke t脆N..P.K..t个蛙踵.量.S~.

au原章 (~N4'.) . ale周边'幢钙 (~PIO. 凹'的押 E 用K，SO. (:tK，。

se.) ".‘标记踵11 511aCi/盆.所膏E属跑于篝盆曲与主·壳分罩命.红膺'吃试晶排74

1%1.4月 25日.... .月2日寇菌，每童E辘，给IIrl月 5U. I月 %511. 111211 ..，1111日摩排

<filta两个重量》遭衍'配It回.."Ie不同a..时翩翩'撞撞E时鹏的田间试验在1豆田垦遭日，

蛙理E由.后噩M. 处理2罔悻E属·青Ie(相当矗R> .不同flit:时!可i 试撞给别'ft月 5日-

158. 四日 11.1115日4次披在噩"篝~.挥画'电..匾 (1.1I7.吁，党取野噎囔.~fi.捷

蝠乎. ..帽廓量. r.l此，障"草草出靡事晨尊产.

结果与讨论

-......‘..曼幢
《一》作鞠对"Kb. 民的'曼岐厦.在体内的分布

•.不同作鞠对"lb. K的囔收 寞的分析蜀道r江酶.两fI怖.忐;~但 E来几种作曲

体内民的含量与IIRbai曾眩If佳话踵，结禀且表%.

.2 萃_..向K金量."RIt••售量'

me!ktEFimmmtgmm

;:[司 14喜路

叮
川
摩

-
'
禹
王

。.U4

'.411

S454I

20:J6S

%72042..τ51

将在2中各组民与 Rb的徽黠输入计算机遭 fi相关分析，求得相 l天最瞌'-0.984%. 经显膏

性怆栓 .r.. 0I -O.950. r>r , .n. j!i到5.I(.J ~'-苦水准，但i 荒-~~..-~.

%.两红柿不同处fiJVI;(·t·'Rb与民的吸收

(I) 两仅柿处Jll!1 吕 't ti lVf体内1\«.1;亏 fat与 "Rb擅自it童话鹰霞黯见茬儿

., K ，...ar..盒...肉..Rb..... 与K舍'

生商周 .I r: t (,) K*I (c) "Rbalijllll (e,.)

一二十→~…-一十一一…一一-…--一…---一'
的帽

"佬"
，或化"

'翼膨火'

'.37

7.3()

'7.56

0.032

o..n
().374

0.634

1192

1280.

111056

2114929.8']

经相关分析，相关珉t'Lr.0.9468， _~~l;什二阶!¥t如果r，. '" -0. 950 , ，~~上 .i~ 如15 4'盟者

水准，相关显古.

(2) 两缸柿她.JlItzfr~t (J' WI~q~K!司 "Rb((.J敷植见费4.

. .. .



阳 K.....‘..…fII"阳…••IICH

• • • .乎.w 区..w
........(..)

• • ..211 I" l1li

• • • 冒.cr 102邸' ..睛

• • • .... ... zz-.

…~. s..- ..... ...
'岳生商嗣K副食量与 SIR‘'.耐性噩噩噩行帽英份 ri.l‘锺票为 ..J是事量r-...... 量

'幢幢幢'…:1-'.幅'.相关晨 ar追到5.量'水攘.健墨疆"西缸 .WI!胃~，..鞠...‘

蹲摩的.~雷.争停下.备生宵..囔的民与...‘ ~8呈蕾..美.

J. 俘.体不田部位...‘与民的贵在

。) "R‘与民在缸靡不同'宫咿的合‘ 苗"缸廓不同'宫中...~与民的错事.1. .5.

部缸.~.萃.....-胁 IIIC_

民禽 • HI协

•• 芋. (I)

·ωI~*··亩'川 l 刷刷

"··'

I.. 0.011 '.2 .uz I.S

0.. 0." Ii .4 ae ，τ.S

1.21 O.饵" 21.0 .-r Z宫 .4

3.31 O.OM ..4 IZDO ..,
将不同器'ffllJ氏的含量与 URI»跑 MiS埋进行制果分析，冀结果为 z帽芙革慧 r-0. "，2.

显著性位~r. ...-0.1100. 相关I/;数远到 t 份的显著水准.

虹廓生商 III用不同 Dl'Pf1I1 RI»与K的纱布 ~.I.

•• 1[.盒...事..窜 .'·RbJlK..*

i k1··R』

.宵 I 于1 重 ω 合崎 (I) I ~i 金."而钳一制-'的一一I禽悄筐.11 (c阳)1 占金...ItItn钳制一.,
"-一.一F" 1.2, 0.03411.1 一16i7 I 11.5

虞仁.4 O.O~ III.n %162 II.:

酶骨 ::.62 O.OH JI.5 411% 21.'

峙 4.J~ 亿 121') 3D.4 衍90 41.7

梅森@巾不间梯口巾，(·t院的"Rb I :iK(I:rrA: i{J: j!t rr 机!天分析. Jt: tli 束~'J.J: ill;民革徽

,. -0. D8的，显著忏;险统r. '1.-a.D90. 梆l 天报.rd在近 I If§i ~i~挥水准.

(2) 四红柿各'I~UI~I不同部17 巾"Rb与K«.J分而i t;i 难见我7.

将在H~'各时IVI不同昂Hrl ， "Rb!j K 的敏ttl进n辑I )'~分析如果为2 然相关系徽F分明为

O.四40 ， O.町95税10.9868. ~~"帮t1:测在钻跟在明，各时赔i 幌l元'最敏均i!i到5份报甜水准..

. s .



一一..- S.l - :1..2.... !!.! a. 5i.5..- le.1 1:!2S5 .I.J

• '..… 5.. !J幡 I'.:!

重 .M2 IS" JII阉 ' IS..
• II •

篝A
.

' ... 1- ....
' '.ID 25.4 I-. 3.1

一一→一

• ... s.. !SI S.S

重 0.1. 12.' ;HI h 1%.0
.鑫.来· ••• '

' 0.111 匀" : :D .O
B

' 0.- ..5 ' U.I ' ~1.5

'

...
i .!it.....ug.. ,.)

.曹…........噜崎民

区|

卡..··..··)1 .....ce.-»岔.ta)

富
•••••

(3) 高.不同嚣官巾"R‘与民的分..结'1'-袤事，将不同an咿a-RIt与K的簸'医遗ti阳天

给忻.

..本"...·R.JlK...

畸

It…RIt

"ω 1 .'11:··罚'事情 I alt...le,.) I 占全..i!iit制.)

".A-!m!
I II川『口IJIO

;7四

!锚10 i

i m i

13.4

•••
U.‘

:t4.:!

:m .122.0

IJ.4

10.1

:!!J.t

0.%115

。.1146

O.J:拥盼

o.250J

。.1-

••iPIE--ijill-i

囔饵''宵

i 10.28

‘.伺

23.10

‘.切

1%.10

崎帽

•

墨

•

西抑制~磊1tr-O.VI)4 :l， .~最器件:~$生.... -0.V590，洁芳I ~\I.·I' 水准.

(4) f~ 来 F户悼附体内 f:同黯，"p\I"RbIjKtf.J 分Iti 测也到i嚷见 Ja ， 将 ('~4器fi'IIK的后

啧.':i "Rb酶射性i占哽进if 但 IX:分析，测抑制荒草嗷'-0.90剧. ~~ 1itH与驻'. '1.-0 . 81.. ,

j~ 到极"我:水准.

{二) "Rb'jK(I: I:J冀'们的移功

I. 品':lua条f1: ~…Rb' :i K fI: Ut1jl((.J fJ #J

3个月的 IE1~i是水轩JIl~ ，向骂5收 i~ ，， 'i .将+.幢小心取出， JJ 抑.边地 I:t寞， fJ 1£ ...~ (t .y.丽，

.'U典 1~同时次 i:作，测出"Rb放 iU tti.'i~.£ .':i K(~J ir ~I此，约 1民吧 J<IO.

• ••



.罩'事....咱崎民-

~ I 哺

• ' 岔.Cal ...-缸ta) .金…... (.)
• '.a ... 创刊 II"
事 .... ..$ - ...
• ..It as a黯窜 '1"

• • ,$ l'oS - ...
• • ... ,.. - I .J

• • ... I.' I" ...
• • ... 1.$ ‘· I.冒

.11 ..企....崎It....
民 ...

' a ..(...) ..- (c.-) 占盒..... (.)
--量E_ II!.. 17.4 Z14.. ..1

"阳· 15.n H.I 115.1 •••
a.- i5c- 17.. 5.5 ..4 1.5

l5-a_ 缸' :1.8 11.8 4.5

..1'民'禽..已黯L主楠'原葡…民.

4号各层土样lK与"Rb萨~.值i量 ri知天给析，英结果是相关单霞，，-o...n. 显:a性段量

"....国队tH.革本上达到I.显著水准.

2. "Rb与民在石同水分.-t檀跚地每件下的移动.

"RI»与民在主桂各 ri Jf1If.J分布里茬 II. 将对民的 "felt话度与民的含量各钮 flli进付幅美

纱fi黯果为 z 中擅土多次撞水处J'-咕 .IIRIt与民在各届中分布的相关最戴 "-0.口 '0. 一武遭水

嗣相芙赢戴 "-0.圳市，砂:1:-.多次撞水和→·次温水处照中 "Rb与民在主性鲁田中的帽芙赢霞分

嗣为O. 川"相0.2111.

At叉上结果可以 BIU. 红廓.两tI怖.高囊相 I~ 来t'f'鞠之间对 "RIt与民咂艘lY-J制果fa.

r-O.tl42. 这~ft;鞠备使自网对 "RIt与民囔收分衔的相关If..敏均在 0.8以上，蜒计t:t D 边

5....水准，在明作物 UK与 "Rb 的囔收晨篱在体内各 an纱布旦显著正相关，因此用

"RII徽4~';调研宽i主贯作'句对民的团员位画'曹规稼足 "Hi it.J; II RIt与KiLl:晴巾'确相关性量
水分状况fOot:囔跚地影响辑大，峰'耀J-./¥.-次温水if.尚缉盆拽条件T"RIt与K(E:t:罐申移动

lCHU呆敷均/[:0.1以上，而在连续泪水条件:F"RIt与民移坊，。但I~革敏明显下降.d.!高度相~

V障为中鹰相关. "RIt与民在砂土中各目的纱布相及性棍搓，现明URIt与民的'确是不大

量的，从事II吁以曾出，无论一次温水还是多次温水址'pp'K的下'追随比"RIt费快.

二....励"‘.~........
(-~)跚地.水分状况对民移动的影响

土帽的"lift佳状晨Jt几何回膏，付;FK离 -f，-融事响很大'''. K(J~，:，二个娃J1U:tt中的分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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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K...在.幸生.....忠民，

里褒阻，错'民表明.在温嗣拔毫下.A;击中:S I'.正是防士.K草本上..蜓中在O-~c:.主店内，

当*9-.配a由握嗣变为遭水时，明显地民进 (K /I:班种 k唱中1:'事，温水次数撞多.下移..

明显.申攘t.o~次遭本tI多;，，;，水，、5C:.U..~内的Kt乞温嗣处理))'回乡1"" 83 ，4"租IO...~.

L茸茸水分状况. ~.f K在除 t'o巾移均在响呢~~I~. ·iX泪水 II多次遭水 ~f1: ~O-~Clft -f:日内的民

分规比最揭处厚.璋今( IO.:!.岛在!'6.~..

.12 *...霉璐Ka事'立........

:1:&1 申 囔 t 一 .吧-. :t

(ca) U 坷 ·-lk矗~ 事aa~ 忍 t唔 -ll:t* .J IIC.~

一}户

。-5 !l't.1 !IS.τ ll'!t.1 嚣事 .2 ..0 阜Z.O

5-10 。 .f :1 .1 再 .R I.. 11.4 41.2

'0-'$ 。 '.2 '.1 司 。 .6 辜.9

IS-to 。 " I1 .J 。 。 0.9

:!O-a 。 。 。 。 。 。

·a肉.·Ur.lll:囔φ".‘..a‘自 ;!j金困....…(ift. (.)

如.IA水分状况报I剖面困地:.r';~«-j角度比筐K的移捕. IIf l:.l nm，在报制状占下属地成

民的事捕事响不J，; •次it水条伴下，砂-t-.比中鹰I:在:0-5c.:i".i.e{内多下穆7.i惕的民，多次

泪水时，跚地性辑对民的84J影响+分明显.山在12 11{以 IWI. o......&c.. t. J.J内防0l:l也巾填土

赢少 r3T..".不同跚地.水分状况对民'功的事响从..射性(I 踵~圃'吁以得到进一步证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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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K在不同且是地，水分状况下移动的自显影

(I)中自由主湿润， (2) 中嚷土-/k illi水 1(3) 中1;11".多次泪水 1(4) 砂土湿润沃的沙主-/kit!水; (的沙土多II;滴水.

注 s 先皮襄示K在土壤中的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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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盆越条件下K的移动

高果盆挚的水血管理更接近实际情况，经过3个多月时间.K在土擅中的分布见寝13. 不

.量出.有86.4惕的K仍然集中在伽...10cm土层内，其中。....Sc.内占59.7铃，只有12.9.移

动到15....20cm土层内. 20cm以下，仅占0.7.. 足见K的移动遭度是比~慢的.

.11 K富商罐盆.立...绩'

土 • (CID) 也篱"佳..(cpe/IO伽吨主} 立'翩翩翩 (cpa) /....佳"占....( ..
。-5 214 107000 51.7

5-10 . 95.7 47恼。 2lI .7

10-15 30.4
'饵"

1.6

15-%0 18.0 翻"。 4.4

:tOIllT 2.5 I洒。 。.7

(三) K的榄向移动

K在砂镰土中，在湿润条件下横向移动情况可以用放射性自显.固2说明.经过30'天后，

"Rb显影直在为2.2em. 经过40天."Rb显影直径为2.3c.. 结果表明，在不翻动情况下.K

在土攘中的横向移动十分缓慢.

图2 K在土攘中横向移动自显影{亮点范围直径，em)

皇横向移动40天 (2.到 中街向移动30天 (2.2) 右 JJ照(I.的

(四)土滚水分状况对K固寇的影响

干湿交替.风干.淹水三种水分状况下K的固定率见表14，结烈表明，三种水分状况的.1. **就穗JtK.寇fill.晌(...份.~) .
~ '土 突 附 " 平湿究替 风 子 施 水

糊揭土 73.70 63.30 62.20
21天

'自...揭土 72.86 62.110 61.110

-
糊揭土 81.58 71.20 47.43

35天

'自·盐帽土 75.04 64.70 58.70

·处理的"Rbt« 9J位幅度比上对鹏的洒应即是该土椰的回崽事

• 10 •



'定率由大蝇小的顺序为干温交替〉凤于〉淹水，随着时间的延长，干温交替租民干处理的西

定率有所蠕加，而施水处理有'蓝的趋势，以南揭尤为倒.干湿交替和凤干处理由21天到35天

的固定率分加精加7.88铃和7.9铃 z 遭水处理释撞率为14.8~.

此结果与A.Van.Diest的现点III一嚣，即土撞中的精土矿物既是K源又是K 库，当土攘

水分充足时，土体描大.描生矿物品格.雕可以提高阳离子代换量，在土檀干湿交替条件下，

西于水分变化导致轴土矿物晶棉申K会出现得而复失的现象，然而，在失去的K位上重赢得到

的K常植固定成非代换牵.因此土壤水分干渥交替会加剧土攘K的困定，而在延长淹水时间

时还有霉跑K的趋势.

三........悻4ft"蓝崎囔'、费布

{一〉番茄

1.番茄对K的眼收 盆镜试验各民测定结果见表15，困3.

.15 .It…'.K量(~篝篝....R...疆靡'示}

K. Ka
垒" .1l.K.| 盼"「矿量|阶川|瓢阳量|阶"|宫""·|阳刊

'{EEP'EE量~ Il!ia. 量的囔p囔s量~d) I (epm) I ~囔量 单囔(ll‘收)量的囔lep囔皿量/d(ep.) I (epID)~) I (epm/d) I (epm) I (epm) I (.) I (epID/d}

菌 ' 914 974 1.8 194 31ω 31∞ 3.6 620

"穗'
7034 sω。 JJ.I 404 124ω 9380 10.9 624.-..... 16016 S锦2 16.4 598 22028 9555 11.2 637

'囊'大"
34708 18692 34.3 1246 53617 31578 36.9 2105

铺.. 54611 36.4 1326 85820 31995 37.4 2133

K,

E

Sz"叫m
1-一"K!

~ a .

" 生..

I ''晨
~ 2,

图3 番茄仰肥不同用硅各时期植株内J争吸收量变他曲线

结果表明，番茄对K的吸收贯串整个生育期，植株内K含量随生长发宵而增长，J.主个趋势

一直延续到生长结束.以K.为例，阶段日均眠K适从苗期的194cpm 增长到结果}目的 1326cpm ，

精长了近7倍.但是各阶段眼K量的增长并不是均衔的，生民前期增 K速度绳慢，盯朋朋长迅

• 11 •



矗.以第一果穗着果期为界，此期前〈营养生长阶段〉吸K量占总吸K量的29.3*.此期后吸

K量占总吸K量的10.1籍，这一特点表明，番茄吸K 的高峰期出现在第一果事果实事大朗之

后.固3也反映了上述变化趋势，另外从图3还可以雷出.K.各时期植株肉"Rb.at射佳话.I¥均

高于K.处理，说鹏在施K量精高情况下，番茄眼K量也匾'蟠大.

2. K(IIRb) 在番茄体内的分布 试验结果见费16. 结果在明，无论K.还是K.处理，

在番茄苗朔植株体内Kl01'以上集中在叶中，根武之，茎最少.当蕃茄进入结果期后.K在果实

中含量居首位占全株总含量的47.Z*..1. aRB军'I..K (Rb) 在....宵"份'

KI Ka
·宵

翻" 韧花 t:!果剿 |吻产| 筐7/"5i
η 花 '果 "2Ee1IS犬'715 22/5 8/G ..2/5 8/8

' 47.2 GO.1 33.5 52.9

a 18.8 8.0 7.4 5.0 11.8 3.6 1.3 4.2

-f圄... 7.G 17.3 8.5 8.4 5.0 1tl... 20.7 II.G

附 73.6 74.7 38.9 2晴.5 83.2 77.0 .....5 31.3

a..内It字为鲁.富 "ab放射佳曾应占全镰.a揭庭的百 st事.

吟退居二位，占全株总含量的 36.9 ，*.茎占 8.59岛，根最少.到果实膨大期这个规律更明

显，果实中K高远6().1'*. 叶中K下降到26.5*0 此期K.处理番茄体内 K的分布与K.处理稍

有区别，主要表现在结果期仍然以叶中 K含量居首位，占全株总含量的 44.5惕，果实占 33.5 惕，

到果实.大期才与 K.相同.产生上遮盖异的原因可能与 K:a~理K的供应充足有关，从表 15可

以看出苗期，切花期和第一穗着果期. K:a处理番茄株内民邑量 ~tK. 同期分别高 2126cpm ，

5426cm 和6012cpm. 由于株内有较丰富的 K，进入结果期后仍然可以满足果实生长的需要.

进入果实膨大期 (6月 21 日后)由于果实膨大期需 K量猛增，叶片内 K大量转移到果实中，导

致番茄体内 K的分布为 z 果实>叶片~>茎>棍的情况.番茄体内不同时期 K的分布变化表明，

K在番茄体内移功性较强，并且在果实睡大期 K将优先供应果实生民 .Widders.I. E在《番茄i

粮系发育与K营养的关系》一文 I剧中指出，番茄茎叶中 K浓度的下降期，也就是果实重量迅速

耀长期.可见充足的 K营养是提高番茄产量不窑忽视的因素.

不同时期自显影结果(阁 4.5) 黎明，苗期，新叶>根>下部叶 z 初花期为新叶>主>

根〉下部叶，与表 16结果一致.另外从自显影还可以看出苗期和初花期番茄植栋的叶柄.叶柄

与提交结址以在叶脉中放Q.t性 "Rbj舌I!较大，说明 K在辅导组织中含量丰富并且表现出同部

富挠的功能。

3. 田间试验结果

(1) 钢肥对番茄植物学性状的影响 调 tl结果列表 17. 结果表明，在主壤有机质丰富，

N. P水平较高的菜园士施用仰肥促进了番茄的果穗分化，对单株果穗敢和坐果敷均有显著影

响，施K~t.不施K的对照增加单株果穗数 0.4-1.1 个 • t在株也果数烟 )JUO.3-2.1 个，显著性

测也均追到 5%水准。

(2) 御肥At果重的路响 仰 il巳j{H昏茄i严虽跟晌见我 18. 如果表明，在高肥水条件下，施

用佣肥的增产幅度为 6.9-13.3 铃，统计价 ftik ‘q;显著水准.

• 12 •



因4 拜茄苗斯K (Rb) 在视株内分布白币~~阁

位 z 苑1.1袤司r.K的含量. 因5 番茄初i，期K(Rb)在也株体内分布自显彭

.17 ..~对.黯撞"佳状 IIJ."

她 理 株高 (em) 茎萌1 (em) 雄株己fa果德敷{个〉 '事株坐果敷(1')

施K 71. 15 1.24 4.9 11.1

对照 i2 .60 1.24 4.5 9.0

→一

2
施K

对照

68.83

6币 .50

1. 16

1. 12

5.6

4.5

15.30

13.'i3

(t,...-3.188. 10.01"" 5.R41)

施K I 56.42
4 i I

对照 I GO.60

3

t1fl

施K

对照

52.50

41) .50

I. I'JI

1. 16 3.9 4.30

1. 17 3.5 4.0

1. 12 4.6 8.6

1.09 4.2 ,,.,:,,

一一一

3. 28 ~.~J

,. 1') •



蜜IIWR.严.. (kl!8>

• • • 严(q) It...产(q) II 严(，ω I .0.监lit..严量(q)

• K 3145 :sr6.5 10.15 7.53

~.K UI5.5

("…,-5.14 fa为12.的

盆载试验不同时期取株所得果重列囊19. 结果表明.无论K，或K.处理各时期果量均比对

照高，并且后期捕重比前期大，这一现象可以从番茄备时期对民(URb)的眼航量不同得到僻

'事.如前所述.在番茄啻鼻生最阶段醺K量篝少，土擅中K基本上能满足植株生艇的要求，当

all "Ie:萃"跚量匈也It....羹.

6月6日 6月21 日 T月'目

缝' 比对..... '圃.. 株..，1株 施'I..童' "而株 跑.....‘

'I. 42.9 - " - 篇' -
K. 45.9 6.9 107.0 18.8 328 21

K. 43.2 0.6 92.7 s 302.6 12.9

番茄进入果实.大期由于需要 K量急剧上升，土壤中K显出不足，施K处理模现出比校明显效

果.从1J6K数量来者，尽管 K.址理比K.用量多一倍，但其增产效果却不如 K.好，在明环境

申的K并不是越多撞好，尽管植株内 K("Rb) 含量随施K 量增多而增高(如圄 18所示) ，但

与增产量不呈简单E相关.日本的斋蘑瞌指出 lUI由于K的过量施用影响了'民嚣的肥效，使生

长受到抑制或者妨碍 MgO的吸收而引起缺乏症，导致碱产.示目:试验与回间试验结果，为高

配力士攘条件下，梆胆的合理施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高梁对K的眼收及分布

高果三叶期后，对第三叶片进行活体测量，结果见表 20. 结果表明，高架三叶期巳开始

幌收士攘中的K("H时，

a20 寓..垒...:叶片...翻 ....R..麟笛..

二Sa 四S，

曰" 斗55聪rl阶m叫占总阴阳|斗52mF|阶段"收叫占山幅度 (9JI)
• 一

e月27日 62 62 10.19* 51 57 9.6

7月 4日 104 41 6.7* 91 33 5.5

7月 19 臼 104 - - 129 38 6.3

7月 27 日 123 19 。.3侈 159 30 5

8116 目 275 152 24.5* 16£ - -
'月 15 目 264 - - 356 198 32.8

'月 28 日 619 355 57.39& 602 24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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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二.….___K (HR.) ••••••••

二B. 四Be

.富
..a比自.. i ua | 占金'!!~.. I ~Uf i~ 疆 rl 占全院S·a·lcpa/l创回U (cpa) I (..) i (cpa/loo-&) (cpa>(..>

' 』饲 4.4X 10 7.6 m 4.2)(10 6.7

塞 J1f 1.1 x 10 19.0 SIS 5.0x 10 '.0

咛 i 59 τ.6x 10 13.1 274 4.3 x 10 6.9

is 4.lxIO 1.3 229 1.lx 10 :!.'
126 3.0X 10 51.9 到附 4.7x10 τ5.4

二B.和四B.此期净吸收量分别占全生育期的10.2~租9.6~. 从7月 4日军7月 21日进入吸

收平~.Q期.!i\然累积吸收喧略有增长，但变化不大，净吸收量都在8.1"以下. 8月 s 日以后，

高集进入旺盛生'民时期，根翠对K的吸收迅速增长，并且一直延续到生长末期.二队和四B.

s月 5日阶段净吸收量为24.5惕和32.8*J1J8月 26日分别增长到51.34岛和40.89胁，均达到全生

育酬的吸收高峰.反映出二，四倍体商紫生长后期根系对K的吸收能力仍然较强.

高盟成熟19lK在各器官巾的分布见表21 ，结果表明，二倍体和四倍体高强均以德的总强

度母高，分别占全栋的51 .9~和15.4侈.在叶武之，根最少，表明I苟梁后期吸收的K主要供

给穗子生长.从表20和引起吁以看出四B3 tt二B.各生育期;HK的吸收利用能力稍~to

(兰)红小豆叶片吸收K的动态

I. 不同时期对红小亚第二片叶进行lli体测量 结果见表22.

.22 短小罩.:片叶不同时筒'配..锥.. (cpm/单..翻)

寸 19/1l 2711 I 518 ) 15/8

111 I 196.3 I 245.3 I 248.5

26/8目"

IIRb比揭JJ: (cpmj单位面貌) 602.1

住小豆第三叶片巾的 "Rb/7i度一直处于用加抗态，到结菜切j"Rbit:J比活度比花期 c~ ，) 出近

二倍多.说明红 II、:Ii对 "Rb(K)的吸收.--直比较活跃，而吸收旧的 K("Rb)转移到其巾敢量比

P少，边一点从我23成熟 j~1考种fji 果IlI~得到证明，成熟 WI保阳在植株中 Kif，J 含 i武为 63.1 份，

而P只有49. I q6，有50.8 9&的P转移到籽实巾， K只有36.9~ 转移到籽艾: rll.
襄23 红小....不回..中N.P.K的份'

Nip
伪 I ~. Illj全问| 伪 I ~Ilt

.. 'rf
|占州到锡

'
的株全

LrJ

K-R

的
帚

Ui株报卧在 1.91 0.36 50.6 0.018 0.0040 49.1 1.33 0.29 63.1

Ji 2.31 0.04 5.2 0.022 。 .0006 7.7 1.19 0.04 7.6

JI.
'也

3.11 0.32 44.2 0.035 0.0035 43.1 1.36 0.14 29.3

一
2. 成熟j~1红小 :~i对If Rb(K) 的昵~f:，(屁分叶i 测也如果见寻L~24. ill果农I~l红小刊成熟

则根系仍然有吸收UP(lfRb) K的 (1~1J ， {11."Rb与p(f.j阳收 i必和不同.从农 241 1J 以:n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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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I+I2.....曲UP.MR， (K) 鑫....~.

liP Illb

·富
I阴阳电 子' aa{ep付.)撞 占全W叫 Im i 子 ' atem钳}-cpa (I> cp国 (I>

• 3到自T 3.21 I.OX 101 52.9 3_1 3.26 1.3X 101 22.1

J; 7049 7.DO 4.9X105 25.9 33119 5.16 1.7x 10' 29.1

畸 2225 9.15 2.0XI05 10.6 "πI 1.35 1.7x 10' 29.1

畸橱 2544 2.61 6.6XIO· 3.5 21519 2.30 6.3X IC' 11.0

豆撞 τ。， 9.9 9.0XIO· 3.1 266. 4.7

豆寞 1498 2.9号 4.4xI0· I 1.3 2241 |2.ω4.5x 10' 0.1

除去根以外在茎.叶.叶柄以致于在豆植和直英中"Rb((:1披射性话度均比np高.甚至有

的高出十fz. 这一点进一步证明了红小豆后期对'IRb(K) 的吸收活力较高的特性.另外，红

小豆成熟期吸收的~1p和K仍布S铃左右，转移到籽粒中.可见生*后期充足的K营养对养分

吸收和光合产物的运输极为重要.

3. 各生育部i白显影结果 各生育朔不同器官自显彭结果(附自显影照片i) .固6表明

"Rb根 ..25·. 叶.花.恨瘤内的分部情况.反映出K主要分布在衍生器官和输导组织中，根

描内的K一直维峙较高水平见圄7. 红小豆一生对K需要迫切，根瘤内K的含量一直维持较高

水平，证明K在提高江小豆产量中的作用，1985年四间试验结果表明KuNo 处理比K.N.的处

理结英率提高12.3份，籽实增加15.8"'. 这一结果为进一步研究K是否有促进红小豆根癌生

[~J6 UlRb{t:!C小 ll:3号. ~ 1-. 花 III分布

. Ie·

因7 seRb在~vJ、μ.m ill 分布



娃'提高典国N健力的ft:用等问踵提供了依噩.

t四}缸靡

I. 缸廓橡高帽子"厦精景与K("Rb) 囔收的关系

试'量蜡果示子.25鞠圃I. 红廓植糠生快速度苗期比箍缓慢，日均蝙长量仅o.sc_.旺妖

初生最矗度翩翩到1.78c:_/d. 进入旺长申后期生长矗度达量高值 3.2Ic_/d. 后"IX下降

到1. 1Ic_/d. 于精鹏累~避E与糠高精挺有相同的趋势，苗期.慢日均耀长倒.0幅/栋，

旺最韧刷上升为。.48‘/栋，旺位中后湖边量高值。.781/株，后期下降为0.13C/株.在各时

MJ[射性雷度变化与株高.干物.糟挺有相同的耀~.苗MS奋恤，吸收量民占全坐宵吸收量

的3.4.. 旺生初期吸收量上升为25.5惕，旺长申后期幢幢量达矗高fl. 此段吸收量占全生育

期囔放的41.2.. 生长后期flK量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辑高水平.株高与干'归属的耀长是提高

红廓产量的重要回章，缸扉生育期糠高绵长.于物周累积与K吸收量变化的同步关系反峡出何

意在提高虹廓产量中的重要作用.从表团和圄8还可以雷出，红廓铮嚣的日眼收量高峰饱

.25 ......商.平'属....K.....是'

盼aa...*量 晨'乎.. ..目.. 瓢... 盼a.. .sA:_·1干盼.目JIll_
川 j (cm) (cm) (.) (.，株d) (cpm) (cpa) • I (cpm)

5.2 -6.5 27.2 。.90 1.44 0.65 3544 3544 3.4 JlI

'.6 -6.1S 59.3 1.78 10.0 0.48 30640 27创撼 25.5 1354

1.25-1.2 181.0 弘扬 311.9 0.76 743" 43704 41.2 1150

1.3 田9.J' 265.0 1.88 87.8 0.88 I(阳10 31781 29.9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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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B 红麻植株各时期不同精官干物质累积与K分布的关系

(1354cpm) 出现在旺长初期而后日眠收量逐渐下降，日均吸收亘在明的是红麻对 K的眠收

率.其高峰值出现在株高增民和干物质黑积的高峰值之前，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红麻施用何胆

以早施为宜.此结果与田间试验一辙，田间试验结果(见襄 26) 表明，在密度基木一致情

况下，饵胆作种肥笨麻率低于背肥，而株高，主但.僻:基重及产量均高于背肥，前者比后者

产量增加65斤，增产 18.6~o 说明饰肥作种脏的效果优干迫肥(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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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叫 ws|小叫?-pivl 切|吁伊|吁伊|ι￡
睡|瞄 17150 %19 IlS.% 3:均.% 1.%9 %1.7 %17.0

青. i I翩擅 I翻跑' as %3.' 8.3 1.1% ..9 .1.45 114.5

2. 红廓不同时期不同嚣官干物院累积与K (IIRb) 分布的关系

.27 .....本回..平.量与 Kit.....

nM , aISial-. I吼叫~i·1 崎 l占到 a

u广…丁;ζ一 140.31 0.16 1 59•7 1

陪陪hri… I~i"l旦ffT
|叫叫 16.5

U/I 2/1

口… I-
因 10 红麻不r，;j rt;fJlJl拟.饵皮. III

内K分布的比例变化

试验结果(表 27. 囚的表明，不同器臼占全株干物质量量的比也随生育时期而 j变化.叶

片干重物所占全株干重物质的比值，随 'I~肖天敦的延让逐渐下降，从 t，'j期的址尚值 59.7" 下

阱到后朗的 1 7. 9*，麻叶和麻皮所占的比值随生育天数增加而增加，收获 tVI if.( J~Jj值分别为

45.7" 和30.3%; 根系的干物质所占的比值随生育天数附加逐渐疏少，但变化不大。综合表

27，四9和因 10 uI 以否出，植株体内各生育 JVl 叶片.麻付和麻!起巾 K的含量比例变化的消长规

排与官们干物质累积变化规律且本是一致的， J主.~事实在 191，红麻前 WI叶片中 f('JK后 WI费转

移到茎轩巾，麻'11"和麻皮中 K含量的精刮又促进了它们干物质的累积 ， ""I见只有保证红麻 't

1'f I~I 前姆!充足的K营养才能满足生育 ]J-'"iWI的白; jt! ;另外从麻 JJ£和麻竹的干物质原职和1阪 K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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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红瞧不 ftillf';l饲拟. ·n. 皮. Il l-物虽比例变化

圈中所示符号与因 10时保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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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费出，从8月 2日到'月 II日，廓骨子鞠院和K含量几乎同步蜻长，捕民值分明为13.4.

和14.:1..面此期靡皮的干鞠质霸只晴*1.4". K的含量却降低了 I.a.: 结是表明适直的

工艺收I(时期日，月 IIU1i.古为宜.延长生-1\:时间.由于后朋廓骨蜻挺比庸度快，虽然产植可

以提高.但品质合下降，田间试验结果<-'lza.21)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ZI 萃....罩........
"时川剧 |...110叫.""1;.."> I....阳叫，，~...叫.，. Clc/iI>

'.5 0.5 %5.9 1.34 5.11 133.9

9.15 。.5 30.0 I.gs Ii.捕 1'5.0

9.%5 。 .5 %5 .0 I.画' ‘ .75 161.1

10.5 。 .5 31.0 t.1I G.IO 210.'

襄却不圃'配.圃_..为...
…_..‘A

时 " S月 5日 9月 15日 9月 25U 10月 5日

H 力 \ke) 42.7 49.0 53.5 36.2

从表28可以暑山，随着收获期的推迟，单位面织的鲜革重. :H廓率，屁E在 j:": 表现递晴的

坦势，但纤维拉)J却以9}] 15......25 [1收获的画好.

3. "Rb白~~结果

罔 17 纠麻raj归Rb-86(I}n~

附 11 tT.麻的期Rb-86(UU在

苗期和日J~J f~l 显路(因11 ， 12)哀 1!J] ，江麻苗朋体内URb放射性比j[j大于fa J~I; 的 j~I"R.

在体内分布，若>叶柄〉叶脉>JlI'肉，上部叶〉下那叶:盯J~J~>叶柄〉花蕾>叶脉>叶肉.

自显影的结果i丘'步证实了K{l:ti(株内不同2SIf巾的分布与测IlL结果与者27是伽」致的，表明

了红麻苗期对K的;的费就很迫切，早期供K十分必费I K{f:红麻体内主要提巾的辅导制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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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动性矗在生产上保证缸靡菌踊事富由民蕾舞黯撞高产量翻晶圄矗+命重要嗣.

小结

I. II番章，商量.五宋朝缸靡健".It与民的相关试幢巍嚼.·'.It与民的售量囊鹏在鲁

..申的企事量里'正徊棠，用UK‘研究~.Jflt曲..逞'曹嚣'是可行的;，·It‘与民在土

蝠"动的相关瞿度与主擅跚地，水纱布ta荣革蕾旬，用...‘哥宽K在土·中'毒"固定时

'考'具体备'非.

Z. 用"R‘研宽民在土罐申唱'瑞罐'民拿回.噩埠'量.水分壳~.龙'也在a串串每件亨，民阁，

动快，反之亦撞.在量翻条件下民的瓢'移动均十分量最z 二;二擅水'量极a.响K的圃草率.

3. 用"Rb研宽了K植作曲.收巫逞"嚣..揭示了民与植株生茸的荣革巫备生宵..

.It的特点，以此指导K的合理'‘用取得了良峙结果.

• .寞'
(11 y蝠.， .E.H'" ..阳.S.A.. .............府tIC.(11) • 11I-11f. 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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