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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泰国的粮食和农业生产

该国的一个大型合作项目使用同位素、辐射和

相关技术研究一些传统问题

Patoom Snitwongse 和 Carl G.Lamm 

从 60 年代初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和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联合开辟了一系列在

• 农业科学穷面应用核技术的大型项目，其内容涉及农

业科学的许多方面。第一个项目是在南斯拉夫执行

的，它是后来在印度、巴西、孟加拉国、大韩民国、

委内瑞拉和泰国执行的项目的样板。所有这些项目主

要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提供资金;在印度

和孟加拉国执行的那些项目，还得到:了瑞典国际开发

署 (SIDA) 的支助。

泰国的项目(就目前来说，它是这一系列中最新

的一个项目)是范围最广、技术最复杂的项目之一，

它包括田间研究、实验室研究及其他活动在内的大

约 60 项具体的组织工作和科研工作。(参见下页地

图。)土壤肥力、给水和牲畜保健等传统问题，亦属

于项目科学家正在借助核技术和核方法进行研究的问

题之列。这个项目始于 1986 年 1 月，为期 5 年，其

• 主要任务是在以下三个特定领域内应用同位素、辐射

及其相关技术:

，变异育种。科学家的目标是产生经济上有重要

价值的抗病害作物品种的新遗传源。

·土坡科学。目标是帮助农民最有效地使用化

肥、生物肥料和水，尽可能地加强生物固氮作用，以

及用当地的磷矿石作为作物养料的来源。

·动物科学。项目科学家的目标是提高小农户的

家畜生产率。

项目基金主要来自 UNDP，它为专家费用提供

约 140 万美元，为进修金培训和购置专业设备器材

提供 53.64 万美元。泰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总额在

Patoom Snitwongse 夫人是泰国农业)f农业化学局农业核

研究方丽的负责人. Lamm 博士是 IAEA / UNDP / 泰国项目

(85/004) 首席技术顾问， FAO / IAEA 联合处前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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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育种

植物育种人员早就在使用辐射技术和化学试剂，

以诱发作物或植物出现理想的特性。在泰国，科学家

正在寻求抗病害能力更强的食用豆科植物、纤维类作

物、谷类作物、油料作物和无性繁殖作物。任务之一

是筛选能抵抗多种植物病害的胚芽原生质和诱发突变

株。通过在泰国农业厅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局内设

立离体和突变育种组的办法，泰国科学家与 FAO/

IAEA 的一个技术合作项目建立了联系，使这些技术

研究人员正在泰国为利用同位素研究水稻施肥情况准备

小方块试验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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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项目始于 1986 年 1 月，目前包括正在泰

国 20 个府的 32 个田间试验站进行的许多实

验，和兽医对 100 多个村庄的小农户的巡视活

动 。 其他研究则在八个泰国研究机构 (农业厅 ，

土地开发厅 ， 畜牧厅 ， 基纳大学 ， 坤敬大学，清

迈大学 、 朱拉隆功大学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署)的

总部实验设施 (实验室 、 温室 、 牲口棚和田间)

内进行。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 和联合国粮

食和农业组织 (FAO) ， 通过它们的以奥地利维

也纳为总部的联合处以及设在维也纳郊区塞伯

斯多夫的联合实验室，提供额外的技术支助 。 这

个项目的行政总部设在泰国农业厅核研究实验

室的中央服务科。 该科旱已在为承担同位素 ， 特

别是氮 -15 同位素测量方面的分析和培训工作

增添设备，目前正在安装质谱仪一一泰国的第一

台一一-以扩充研究能力 。 通过协调 、 该项目与在

泰国进行的几项相关的国际活动和双边活动建立

了联系，因而也可借助于其他方面的资源和专业

力量 .

得到加强。 这个组有一座温室和一个实验室，将为其

他研究机构提供培训和多种服务。

为促进科学情报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在 1986 年

12 月举办了一次全国变异育种经验交流会，有 70 多

位科学家参加。已经获得了若干种对特定病害有抵抗

力或耐力的有前途的作物品种突变株，正在对这些品

种(如对锈病有较强抵抗力的大豆)进行田间试验。

对诸如裙带豆、 E工豆、草麻籽和糖甘煎等其他作物，

也已开始诱发突变工作。

土壤科学

如何使作物有效地利用肥料，或如何提高作物从

土壤中吸取养料的能力，属于正在研究的重要问题之

列。某些专门活动着眼于开发能更有效地利用人造和 • 

天然肥料以及水的管理办法。在接近 1987 年年底时，

开办了内容为土壤 一水一植物相互关系研究的一国培

训班。 (有关该项目名下土壤一水一植物相互关系研

究课题的简介见附框。)

科学家正在专门研究肥料中氮在酸性一硫酸盐土

壤中的命运和利用效率。正在利用被氮一15 标记的各

种源物质，重点研究水稻、玉米和蔬菜作物。曾得出

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在某些土壤中，大部分肥料中氮

附着在土壤的最上层(厚 30 厘米) ，作物也许能利用

其中的 76 -87 %，氮的损失率则达到 12-24 %。

泰国的中央服务科是该项目的管理中心 ， 这是设在该科

的实验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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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还正在研究如何在各种酸性-硫酸盐士壤中利用

泰国当地的磷矿石。迄今的结果证明，磷矿石可实际

用于栽种在 pH 值低于 4 的士壤中的水稻。

使用氨一15 研究生物固氮，这几年来已经日益引

起人们的注视，日前己达到可以让农民阵用这些实际

成果的阶段。例如，通过选用合适的品种，采用生物

固氮能力最强的日本根瘤菌珠，以反采用先进的作物

管理办法，就可以在氮肥施用量很少的条件 F大规模

种植大豆。

动物科学

该项目中与提高动物生产率有关的活动，ì:要是

应用免疫分析来测定黄牛和水牛中的黄体自[5J (伞种生

殖激素) ，还包括兽民巡视小农户和，通过未J;'!:隆功大

学提供的分析质量控制服务。目前在那里集中进行的

实验室工作和田间工作，正在向其它之所大字转移，

以便让国内有更多的家畜受益。为[ 1~1扫哽咱状况和

黄体酬试验之间的对附关系，正在1、川、农户和较大的

放牧群中的奶牛和水牛的繁殖模式进行评价。

研制预防寄牛.虫病电特别是肝吸虫病(泰国最重

要的家畜奇生虫的之一)的辐射陆市疫苗的丁F作‘己

作了安排。关于痰灼的流行及其对水牛黄牛的生产率

和使役能力影响的流行病学研充‘正在得到IJ 1111 ~!j~ 吨以

便为可能进行的防疫接种工作准备必鉴的条{'I，

土壤、水和植物生产率

Klaus Reichardt 

在泰国， 主要是在沙土占优势的东北部和东部地

区，如何使用问作物经济合理地利用水和肥料，这是

改进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地区的上壤虽然

贫婿，持水能力极低，却是极为重要的粮食牛产区。

因此，了解不同耕作条件 F的水分状况、作物耗水'情

况、根系分布，保埔特性和肥料浸失等情况，将有助

于采用比较合理的管理办法，从而最终提i勾作物't:产

率。

泰国的上地开发厅正在开设一些田间实验和l中试

项目，借助核技术估价士壤的含水量和松密度，估价

肥料浸失量。这些研究结果将心;即边过如坤敬的春武

旦和拉荣等地的亲雨农业中试项目传投给农民。农民

们在土地开发厅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学习成用水主保

持方面的基本知识。

核仪器和核技术可以起重要作用。经适当标志的

中子探测器，可用来在整个栽培期内按不同的时间间

隔， ìIJ!IJ量土壤不同深度处的含水量。利用这些资扣，

就有可能在作物生长季节内研究'土壤水的储存和l增减

情况，判断作物发育期间水的短缺或过剩情况。与降

雨量数据→起考虑，就可能估计出作物的语水量、恨

的分布形式和哪几段时间肥料浸失几率较大。

在泰国的这一项目中，正在对几种作物(女口水

稻、棉花、玉米、高梁和大豆)在不同耕作条件下的

水分状况进行研究 3 虽然总降雨量对亲雨农作物

是绰绰有余的， {fl 它的分布不稳定，而日，雨季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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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种植一茬作物。因为 Lt卖的品水能 )J 低，因 r(rj伞 l、 IJ

季内出现一二间的干-早就能i'以言在影响产量。根-股分

布在浅在层，这也使水和肥的 "r 利用性降低。店'见的

大雨(有时i浑水量超过 50 毫米)会引起养外 i二 22

是昂贵的化肥养分的目失。上坡的口t虫也是一个!可

题。

经适'lJ标定的 I 探测器，可以川来ì~rú~:L攘不 ['íJ

深度处的松密度。根据这岭密!立数据『可诊断 :h[\fl. lî♀

根系慢长的致密层。

使用纸 15 标记的肥料，可以估捍作物吸取肥料

的效率和肥料臣失率。有饥物的 ftJ-;ìι技术‘为 fiJf究肥

料在上壤巾的分解速!主和它在作物发育所处 'j 物陌 ):1、

中的命运提供了可能性。

在田间实段中，什在试阶 rtl 多和jl 水 J~i呆 i .\':iJ'\饱。

其中某些实验的忏的，是评价堆肥、绿RE 平!iJ门、他物质

对增加土壤保崎特性、促进恨系而!深处伸展咱以反给

作物供阿养分等方町的影响 正在1' 1 对不同的 1)孔

坡度和作物，试验不同的整地方法，以便找到能够保

持士壤、最合理地利用水和有助「延 l二 'j 长李 iV 从而

能够种植一在以1:作物的管理办法

Reichardt 教技曾在 FAO / IAEA 联介绍:H 以‘ J见'h巴

西设在皮 };I 四一卡巳的圣保罗大学农业 f若能中心 11:教授

1986 年 II 月.他以 FAO/IAEA 专家身份参与这个奈[叫JijI

11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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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传统

泰国有应用核技术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好传统.

此事 1955 年后不久即已开始，当时曾将选出的两种

稻谷品种送至美国辐照， 以便诱发突变，使之具有更

好的谷粒质量和抗病能力.结果，泰国在 60 年代中

期就推广了三种改良过的突变株水稻品种.后来，开

展了利用 y辐射改良食用豆科植物、泰国惶麻纤维、大

豆、黄麻、棉花和糖甘庶的工作， 现今又用上了相关

的组织培养技术.

1959 年， 农业厅在其化学科内建立了放射性同位

素实验室，用磷 -32 测定水稻和大豆利用养料的情

况。后来，随着 1964 年 FAO / IAEA 联合处的建立，

土攘-作物相互关系的研究工作、如同早期的突变育

种工作那样，成了 IAEA 和 FAO 的许多协调研究计

划的一部分.从 1 962 年至 1 974 年，在京林、兰吉斯

特和邦肯的水稻实验站，做了许多利用磷 -32 和

氨 - 15 测定磷肥和氮肥有效利用情况的田间实验.

在微量养分、天然磷矿石的利用、和其他作物的肥料

利用效率方面，也做了同位素辅助的研究.

泰国政府早就认识到，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RIA ) 或相关的酶免疫分析法分析生殖激素，对于

家富保健和生殖的研究工作有重要意义.在受孕早期
检测、动情同步化和改进管理方法以加快家高动情期

到来和缩短产后停止动情期等方面，都利用了这些分

析技术。朱拉隆功大学一直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单位.

其它的研究活动集中在安全和有效地应用农药，

应用核技术研究水牛和其他家畜， 以提高其繁殖效率.

以及将食品辐~!{工艺用于保藏食品方面.在过去的

20 年里，泰国科学家已通过 FAO / IAEA 在这些领

域和其他领域的进修金计划和培训班得到了专业培

训1.

1964 年 ， 科学家在泰国进行了水稻施肥方面的第一次同

位素辅助实验.

磷 -32 同位素正在泰国用于研究根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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