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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明水稻绿色性状形成的生理基础对于指导绿色超级稻品种的选育及其栽培均有重要意义。该文

以“抗旱性强、水分高效、营养高效”等绿色性状为重点，从叶片生理性状、内源激素水平、根系形态生理、
群体冠层特征等方面概述了水稻绿色性状形成的生理机制。叶片蒸腾效率和碳、氮代谢相关酶活性较高，
激素之间平衡特别是脱落酸与乙烯比值及精胺或亚精胺与腐胺比值高，根量大、根系扎得深、根系活性强，
根尖细胞中的线粒体、高尔基体等数目多，根系分泌物中苹果酸和琥珀酸浓度较高，群体冠层质量好尤其
是粒叶比、糖花比和收获指数高是高产优质、抗旱性强、水分和养分高效利用等绿色性状形成的重要生理
基础。今后需要深入研究各绿色性状形成的生理生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各绿色性状协调形成的生理基础、
环境适应性和栽培调控的作用及其调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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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ba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green traits in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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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physiological ba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green traits in rice w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breeding and selecting a green super rice variety and developing crop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its cultivation.
Focused on the green traits of strong drought resistance, high water use efficiency and high nutrition use efficiency
in ric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green traits from the
aspects of leaf physiological characters, endogenous hormones, root morphology and physiology, and canopy
characteristics. Greater transpiration efficiency and higher activities of the enzymes involved in carbon and nitrogen
metabolism of leaves, the balance among the hormones, especially a higher ratio of abscisic acid to ethylene,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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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ratio of spermine or spermidine to the putrescine, a larger root biomass, a deeper root system and a stronger
root activity, more number of mitochondria and Golgi bodies in the root tip cells,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malic
acid and succinic acid in the root exudates, and a healthier canopy, especially with a higher spikelet no.-leaf area
ratio, nonstructural carbohydrate-spikelet no. ratio and a higher harvest index are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bases for
high yield, good quality, drought resistance, and high use efficiencies of water and nutrition.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needed to deeply elucidate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mechanisms in which each green trait for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 among the traits, the physiological bases for the coordinated formation of green traits,
the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of each green trait, and the role of crop management in the regulating green trait
formation and its regul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rice; drought resistance; high water use efficiency; high nutrition use efficiency;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green traits

水稻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为 30
[1-2]
多亿人口提供了近 60% 的饮食热量 。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稻米消费国，持续提高水
稻产量对保障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和人民生活
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3]。长期以来，我国水
稻生产以矮秆、抗倒、耐肥品种的培育和应用为基
础，以增加化肥、农药和水资源的用量为手段，大
幅度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使我国水稻单产从
1950 年 的 2.10 t/hm2 增 加 到 2016 年 的 6.81 t/hm2，
单产在世界主要产稻国中名列前茅，为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4-5]。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
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
生产模式，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
力 [4]。针对这一严重问题，张启发院士 [5-6] 提出了
绿色超级稻的构思并付诸实践。与目前生产上推广
应用的“高投入、高产出”的超级稻相比，绿色超
级稻不但具有高产优质，而且具备抗多种病虫害、
营养高效、抗逆等多种优良性状 [5-7]。有研究表明，
推广种植绿色超级稻，可实现在水稻生产中“少打
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战略目标，
节省农药 50%、化肥 30%，节水 30% 以上 [7-10]。绿
色超级稻如何能实现节肥节水，高产优质，其生
理基础是什么，认识和阐明这一问题对于完善绿
色超级稻的理论体系，指导绿色超级稻品种的选
育及其栽培均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抗
旱性强、水分高效、营养高效”等绿色性状为重点，
从叶片生理性状、内源激素水平、根系形态生理、
群体冠层特征等方面概述了水稻绿色性状形成的生
理基础。

1
1.1

叶片生理性状与水氮高效利用

物学潜力，在较少的水分投入条件下获得较高的作
物产量。从生理上分析，水分利用效率 (WUE) 可
称之为蒸腾效率，即 ：

上式中的△ [CO2] 是气孔开度的函数，降低气
孔开度可以增大 CO2 梯度 ；△ [H2O]vapor 为气孔内
外水汽浓度差。植物蒸腾失水与气孔导度呈线性关
系，而光合作用与气孔导度呈渐趋饱和关系 [11]。如
果气孔导度从最大值适当调低，可显著降低蒸腾而
不明显影响光合作用，从而在不明显减少生物产量
的前提下，提高单位耗水量的物质生产量，即增加
WUE。上海市农业生物中心培育的节水抗旱稻品种
在土壤干旱条件下，叶片光合速率降低的幅度要小
于叶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降低的幅度，因而具有
较高的蒸腾效率

[12-14]

。

叶片气孔开度、气孔在叶片的分布密度与气孔
导度有密切关系 [15]。Ouyang 等 [16] 观察到，相对于
抗旱性较弱的水稻品种，抗旱性较强的品种具有较
低的气孔密度以及在干旱条件下较小的气孔开度，
导致较小的气孔导度 ；不仅如此，抗旱性较强的品
种具有较高的叶肉导度，尤其是较高的叶肉导度与
气孔导度的比值。他们认为，较高的叶肉导度与气
孔导度的比值是抗旱性品种的一个重要生理特征，
通过遗传改良提高叶肉导度与气孔导度的比值，有
望培育出抗旱性较强、WUE 较高的水稻品种

[16]

。

为什么抗旱性强的品种在干旱条件下能保持较
高的叶片光合速率？有研究表明，与抗旱性较弱的
水稻品种 / 品系相比，抗旱性较强的水稻品种 / 品

叶片光合性状与抗旱性及水分高效利用

系在干旱条件下具有较高的核酮糖 -1,5- 二磷酸羧
化酶 / 加氧酶 (Rubisco) 和碳酸酐酶活性，以及较高

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关键是利用作物生

的最大光化学效率、电子传递速率、光系统 II 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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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量和光化学猝灭系数 [17-18]。这说明较强的光合

叶片光合氮素利用率高是氮高效品种的一个重要生

作用相关酶活性、较高的光能转化和利用效率及电

理机制，提高叶片光合氮素利用率也是培育氮高效

子传递效率是抗旱性形成的重要生理机制。

品种的一个重要途径。

[19]

观察到，在无水层灌溉条件下，节

水稻对氮素的吸收与利用必须经过一系列氮代

水抗旱稻品种叶片光合速率显著高于常规高产品种
( 对照品种 )，并从蛋白质表达量方面分析了两类品

谢酶参与反应和转化来完成。硝酸还原酶是植物器
官中硝态氮还原同化过程中的限速酶，谷氨酸合酶 -

种光合作用差异的原因。(1) 光合作用相关蛋白质
表达量的差异 ：节水抗旱稻品种的光合系统 II 叶绿

谷氨酰胺合酶循环是植物体内氨同化的主要途径，

体 23 kD 多肽、放氧复合体蛋白 1、放氧复合体增
强蛋白 1、转酮醇酶 1、铁氧化还原蛋白 -NADP(H)

具有较高的硝酸还原酶和谷氨酸合酶活性，这是氮

陈婷婷

氧化还原酶和 Rubisco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品种，
这些蛋白质表达量高有利于光合电子传递和光合作
[20-22]
；(2) 糖代谢和能量代谢相关蛋白质表达量
用

是整个氮代谢的中心

[38-40]

。氮高效品种叶片中通常

高效利用的一个重要酶学机制 [39-42]。

2
2.1

的差异 ：与对照品种相比，节水抗旱稻品种具有较

内源激素水平与抗旱性及氮高效利用
内源脱落酸、乙烯和多胺水平与抗旱性
脱 落 酸 (ABA) 和 乙 烯 是 应 答 逆 境 的 两 类 激
[43-45]

。在干旱等逆境条件下，植物体内 ABA 和

高的硫胺素生物合成蛋白、磷酸丙糖异构酶、果
糖 -1,6- 二磷酸酶和果糖 - 二磷酸醛缩酶的表达量，

素

可为光合作用提供较多的能量，促进植物体各种代
[23-25]
；(3) 蛋白质及氨基酸代谢
谢功能的正常发挥

老等生长发育过程 [45-49]。Yang 等 [50-51] 比较分析了

乙烯大量产生并调节叶片气孔开闭、开花结实和衰
在减数分裂期土壤干旱条件下抗旱性不同品种幼穗

相关蛋白质表达量的差异 ：节水抗旱稻品种具有较
高的谷氨酰胺合成酶和甘氨酸卵裂系统 H 蛋白的表

中激素产生的特点及其与颖花结实的关系。他们观

达量，有利于较多地吸收和利用氮素营养，有利于

性品种显著低于干旱敏感性品种 ；干旱处理显著增
加了颖花中 ABA、乙烯和 1- 氨基环丙烷 1- 羧酸

植株体内其他重要含氮素有机化合物，如蛋白质、

察到，土壤干旱处理显著增加了颖花不孕率，抗旱

核酸、叶绿素、酶、维生素、生物碱和一些激素等
[26-28]
；(4) 抗逆相关
的合成，促进植株的生长发育

(ACC) 浓度，干旱敏感性品种乙烯的增加超过了

蛋白质表达量的差异 ：节水抗旱品种叶片中依赖谷
胱甘肽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 1、L- 抗坏血酸过氧化

大致相等，即抗旱性品种具有较高的 ABA 与乙烯

ABA 的增加，而抗旱性品种乙烯与 ABA 的增加量

酶 1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Cu-Zn] 的表达量较高，有

的比值。在减数分裂早期对干旱处理的稻穗施用氨
基 - 乙氧基乙烯基甘氨酸 ( 乙烯合成抑制剂 ) 和

利于叶片有效清除活性氧和过氧化物，抵抗膜脂过

ABA，颖花的不孕率显著降低 ；施用乙烯利 ( 乙烯

氧化作用，提高干旱伤害的修复能力，延缓叶片的

释放促进物质 ) 或氟草酮 (ABA 合成抑制物质 ) 的
结果则相反 ；颖花中玉米素＋玉米素核苷、吲哚 -3-

衰老，进而有利于叶片功能的发挥，生产更多的同
[29-31]
。
化物
1.2 叶片碳、氮代谢酶活性与氮素高效利用

Rubisco 是水稻光合作用的关键酶

乙酸和赤霉素 (GA1+GA4) 浓度在供水充足的对照与
干旱处理间以及在两类型品种间均无显著差异。他

[32]

。有研究

表明，该酶活性与叶片光合速率及光合功能期呈极

们认为，在减数分裂期遭受水分胁迫，水稻内源
ABA 和乙烯的相互颉抗作用调控颖花的育性，较

显著正相关，Rubisco 含量与叶片全氮之比、Rubisco
含量与蛋白氮含量之比和氮素籽粒生产效率 ( 籽

高的 ABA 与乙烯的比值是水稻适应干旱逆境的一

粒产量 / 成熟期植株氮素吸氮量 ) 呈极显著正相
[33-34]
。与氮素利用率较低的水稻品种 ( 简称氮低
关

征 [50-51]。

效品种 ) 相比，氮素利用率高的品种 ( 简称氮高效

相对分子质量脂肪族含氮碱，参与调节胚胎发育和

品 种 ) 具 有 较 高 的 Rubisco 活 性、 较 高 的 Rubisco

形态建成、衰老和细胞程序性死亡，应答生物和非

含量与叶片全氮含量之比、较高的 Rubisco 含量与
蛋白氮含量之比、较高的叶片光合氮素利用率 ( 光

。在植物体内，多胺
生物逆境等多种生理过程
主要包括腐胺 (Put)、亚精胺 (Spd) 和精胺 (Spm)。

[33-35]

合速率 / 单位叶面积的含氮量 )

。通常，叶片光

合氮素利用率与氮素籽粒生产效率高度相关

[35-37]

。

个生理机制，也是抗旱性品种的一个重要生理特
多胺是普遍存在于生命体内具有生物活性的低

[52-54]

当遇到干旱等逆境时，植物细胞内多胺含量增加，
其增加的量与品种的抗旱性有着密切关系。周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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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5] 指出，水分胁迫促进水稻幼苗叶片和根系中
Put、Spd 和 Spm 含量的上升，且抗旱性强的品种
上升幅度大于抗旱性弱的品种。Yang 等 [56-57] 研究
表明，在土壤干旱条件下，抗旱品种多胺的产生具
有 3 个明显特点 ：一是多胺累积早，多胺开始在叶
片中累积的水势阈值，抗旱品种为 -0.5~-0.6 MPa，
干旱敏感品种为 -0.7~-0.8 MPa；二是多胺累积量高，
持续时间长，Spd 和 Spm 累积的峰值，抗旱品种是
干旱敏感品种的 1.2~1.3 倍，峰值持续时间，抗旱
品种比干旱敏感品种长 5~7 d ；三是抗旱性品种 Spd
与 Put、Spm 与 Put 的 比 值 较 干 旱 敏 感 性 品 种 高。
因此，他们建议将在水分胁迫下多胺累积较早、累
积量高且持续时间长、Spd 或 Spm 与 Put 的比值高
作为抗旱性水稻品种选育的重要指标。
曹云英等

[58-59]

研究表明，水稻内源多胺不仅

与抗旱性有关，而且与品种的耐热性有密切联系。
他们观察到，与常温处理的对照相比，水稻减数分
裂期遭受高温胁迫后幼穗中多胺含量，耐热性品种
黄华占显著增加，热敏感性品种双桂 1 号则显著降
低 ；多胺含量与高温下的颖花受精率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在高温下水稻内源多胺含量高是品种耐热性强
的一个重要生理原因。
2.2 内源细胞分裂素水平与氮高效利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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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形态生理与水氮高效利用及优质性状

的形成
3.1

根系形态生理与水氮高效利用
植物根系既是水分和养分吸收的主要器官，又

是多种激素、有机酸和氨基酸合成的重要场所，其
形态和生理与地上部的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
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71-73]。虽然植物根系对水分和养
分的吸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但水稻水分高效
吸收利用的品种与养分高效吸收利用品种在根系特
征上有许多共同点，如根量大、根系分布广、扎得深、
根系活性强等 [12-13,36,74-75]。根量大、根系分布广有利
于吸收土壤耕作层更多的水分和养分 ；根系扎得深，
有利于对土壤深层处水分养分的吸收利用 ；根系活
性强，特别是灌浆中后期根系活性强有利于提高地
上部叶片净光合速率和延长叶片光合作用时间，提
高花后干物质生产。氮高效品种还具有根对 NH4 ＋
的亲和力强、根中铵转运基因 OsAMT1;1 和硝酸盐
转运基因 OsNRT2;1 表达量高的特点，从而促进根
对氮素的吸收 [76-77]。在干旱条件下抗旱性较强的品
种根系 ABA 含量较高，较高的 ABA 含量可以抑制
乙烯的产生，从而减少乙烯对根系的不利影响 [78-79]。
此外，根中较高的 ABA 可以促进生长素向根尖的

。氮高效品种内源细胞分裂

运输，生长素向根尖运输的增加可以激活质膜 ATP
酶，促使根尖分泌更多的质子 (H+)，从而使根系适

素含量往往高于氮低效品种 [36, 60-61]。细胞分裂素促
进水稻氮高效利用的机制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1)

应干旱，维持根系生长 [80]。
根尖 ( 包括根冠和根分生区 ) 是根系生理活性

促进产量器官形成。在穗分化期，细胞分裂素可以

最活跃的部分，具有感知重力方向、响应和传递环

促进颖花分化，增加颖花数目和体积 ；在胚乳发育

境信号、
吸收水分和养分及合成物质等重要功能 [81-82]。

期，细胞分裂素促进胚乳细胞的分裂，增加胚乳细

根尖细胞的内质网、线粒体、高尔基体、核糖体、
液泡、微体和质膜 ATPase 等对根的功能发挥重要

细胞分裂素对植物氮的吸收、转运、分配和利
用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60]

胞的数目，增大库容和库强，从而可使植株中氮素
[62-64]
。
等养分更多地用于产量器官的形成和籽粒充实
(2) 调控冠层光氮匹配。根系合成的细胞分裂素随

作用 [83-84]。分蘖期根尖细胞中线粒体和高尔基体数
目与根干重、根系氧化力、苗干重和分蘖数呈显著

着蒸腾流，通过木质部较多地转运至顶部叶片，促

或极显著的正相关 ；结实期根尖细胞中线粒体、高

进氮素从基部衰老叶片向顶部新叶的转运，增加冠

尔基体和核糖体数目与结实率和弱势粒的粒重呈极

层中氮的分布梯度，提高冠层光合效率 ；诱导氮素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产量、水分养分吸收利用率高

代谢相关酶活性，促进核酸、叶绿素和蛋白质的合

的品种，根尖细胞中的线粒体、高尔基体、核糖体

。
成，
提高叶片氮素光合效率和氮素籽粒生产效率
(3) 延长叶片光合作用功能期。细胞分裂素是目前

数目较多 [85-87]。这表明根尖细胞超微结构与根生理

已知的唯一能够延缓叶片衰老的植物激素，通过负

关系。
3.2 根系化学讯号、根系分泌物与稻米品质

[65-67]

调控叶绿素分解酶相关基因的表达，增加叶绿素含

活性、产量形成和水分养分吸收利用均有密切的

延长叶片光合功能期，充分利用吸收的氮素制造更

植物根系的化学信号通常是指由根系产生 ( 包
括根系合成和根系输出 )，对地上部植株生长发育

多的光合同化产物，提高氮素利用效率 [68-70]。

起调控作用的化学物质，一般由激素、有机酸、氨

量，保持光合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延缓叶片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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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糖和离子等组成 [88-90]。一些研究者 [85-86,91] 观

有利于改善群体通风透光条件，而且有利于改善冠

察到，根系化学信号与稻米品质形成有密切关系，
并有如下特点 ：(1) 外观品质较好和直链淀粉含量

层结构，进而有利于抽穗后物质生产与积累 [95-99]。

较低的品种，灌浆中、后期根系细胞分裂素 [ 玉米
素 (Z) ＋玉米素核苷 (ZR)] 浓度较高，根系 ACC 浓

田登 [100] 曾指出，相对小的营养系和相对大的受容

度较低 ；(2) 食味性较好的品种根系分泌的苹果酸
和琥珀酸较多，酒石酸、柠檬酸和乳酸较少 ；(3)

面积指数接近条件下，凡粒叶比越高的群体，叶片

稻米中谷蛋白和球蛋白较高、醇溶蛋白较低的品种

济器官并不是被动接纳干物质的器官，它具有主动

根系中腐胺含量较低，亚精胺和精胺含量以及精胺

向光合生产系统“提取”光合产物的能力 [93,101-102]，

与腐胺的比值较高。

因此粒叶比高，抽穗至成熟期茎中同化物向籽粒的

粒叶比高，表明库容相对较大，叶源相对较小。山
系是提高光合生产的内在机制。在群体颖花量或叶
的光合速率就越高

[93,101]

。不仅如此，水稻颖花等经

收水分、养分的同时，通过根分泌的方式向根周围

运转速度就越快，运转量就越大 [93-95,101-102]。抽穗期
糖花比高，表明抽穗前茎与鞘中同化物 (NSC) 累积

释放出各种化合物，产生根际效应，进而调控或影

量大，每朵颖花获得的 NSC 多，不仅有利于抽穗

响植株的生长发育。这些由植物根系在生命活动过

前花粉粒的充实完成，而且可以增加抽穗至成熟期

程中向外界环境分泌的各种化合物称之为根系分泌

茎中同化物向籽粒的运转量，促进花后胚乳细胞的

根系作为植物与土壤的接触面，在从土壤中吸

物

[92]

。研究表明，根系分泌物成分与稻米中重金属

发育和籽粒的充实

[103-104]

。生长中后期叶片挺立，

含量有密切关系 ：根系分泌物中乳酸浓度较高的品

有利于冠层的光能利用 ；有效叶面积率和高效叶面

种，根系和稻株吸收镉 (Cd) 的量较低 ；根系分泌

积率高，有利于提高冠层光合生产能力和花后干物

苹果酸和琥珀酸浓度较高的品种，根系和稻株对铅
(Pb) 的吸收量较低 ；根系分泌物中 NH4+ 浓度较高

质累积量，使得水分和养分更多地直接用于籽粒灌

的品种，稻米中氨基酸含量较高 [85-86,91]。这些结果

冠层氮分布主要指冠层深度叶片含氮量的分布

说明，根系化学信号和分泌物对稻米品质形成有重

梯度 [98]。Gu 等 [98] 研究表明，冠层氮素分布符合指
数分布 ：SLNi = (No - Nb) exp (-KNF) + Nb [SLNi 为冠

要调控作用。

4

群体冠层特征与水分养分高效利用
群体冠层特征主要指群体冠层结构和生理性

状，包括抽穗期有效分蘖与无效分蘖的比例、顶部
三叶叶面积与群体总叶面积的比例、源库比例、叶

浆充实，进而提高水分养分利用效率

[96-99]

。

层不同深度叶片氮含量 (g·N·m-2) ；No 为冠层顶部叶
片氮含量 ；F 为叶面积指数 ；KN 为冠层氮素衰减系
数 ；Nb 为叶片能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的最低叶片氮
素含量 ]。他们观察到，冠层氮素衰减系数 (KN) 与

片着生角度、茎中同化物累积及其抽穗后向籽粒转

氮素籽粒生产效率呈极显著正相关，水稻高产与氮
素高效利用的品种或群体具有较大的 KN 值，较大

运、冠层氮分布梯度、花后物质生产和成熟期收获

的叶片含氮量分布梯度 ；通过选用氮高效品种或采

指数等

[93-94]

。前人对群体冠层特征与水分养分高效

利用的关系作了较多研究，并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结

用精确灌溉、土壤深翻和使用有机肥等栽培措施可
以增大 KN 值和冠层叶片含氮量分布梯度，进而提

论。水分高效利用型与氮素高效吸收利用型水稻品
种有许多共同的冠层特征，主要有 ：(1) 分蘖成穗

高氮素利用效率。
收获指数 (HI) 反映了光合同化产物转化为经

率 ( 有效穗数与拔节期最高分蘖数的比值 ) 高 ；(2)
抽穗期粒叶比 ( 颖花数与叶面积之比 ) 大，茎与鞘

济产量的效率，不仅是决定产量 (Y) 的一个重要因
素 [Y = 生物产量 (B) × HI]，而且也是决定水分和

中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 (NSC) 积累多，糖花比 (NSC
量与颖花数之比 ) 高 ；(3) 叶片挺立，有效叶面积率

养分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 抽穗期有效茎蘖叶面积与总叶面积之比 ) 和高效
叶面积率 ( 有效茎蘖顶部三叶叶面积与有效茎蘖总
叶面积之比 ) 高 , 花后干物质累积量高 ；(4) 较大的
冠层氮分布梯度 ；(5) 收获指数高

[36,94-98]

。茎蘖成穗

率高，表明无效分蘖就少，用于无效茎、蘖、叶生
长的水分养分消耗就少

[93-95]

。无效分蘖的减少不仅

[95-97]

。从田间尺度或

生物学角度，水分利用效率可定义为蒸腾单位水生
产的籽粒产量 (WPT)，即 WPT = Y/T = HI × B/T (T 为
B/T 为蒸腾效率 )[105]。蒸腾效率 (B/T)
作物蒸腾的水量，
主要由遗传决定，对于某一作物在某一区域，B/T
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减少蒸腾往往要以牺牲物质生
产为代价

[11,105]

。因此，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提

高收获指数是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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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生产力可定义为吸收单位养分生产的籽粒
产量 (NP)，即 NP = Y/N = HI × B/N [N 为作物养分吸

泌物中苹果酸和琥珀酸浓度较高，群体冠层质量好

收量，B/N 为养分物质生产效率 ( 吸收单位养分生
产的干物质量 )]。养分物质生产效率 (B/N) 主要受

抗旱性强、水分和养分高效利用绿色性状形成的重
要生理基础。表 1 列出了各绿色性状所对应的生理

养分施用量的影响，在养分施用量相近情况下，B/N

性状或指标，可为选育绿色超级稻品种及制定相应

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值，对于某一作物、某一区域，
B/N 值变化较小，要提高养分生产力，提高收获指

的栽培策略提供参考。
2007 年，张启发院士 [5] 在国际上发表第一篇

数是重要途径 [95]。收获指数与水稻的水分利用效率

关于发展绿色超级稻的文章以来，我国绿色超级稻

及养分利用效率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95-97]

。因此，

高的收获指数不仅是作物高产、水分高效和养分高

尤其是粒叶比、糖花比和收获指数高是高产优质、

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有关水稻绿色性

效的重要生理机制，也是培育绿色超级稻品种非常

状形成的生理基础研究还很不系统和深入。建议今
后需要选用绿色超级稻品种为材料，重点从以下 3

重要的途径和绿色栽培的重要目标。

个方面深入系统研究绿色性状形成的生理机制。(1)

5

从组织、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深入研究水分高效、

结论与展望

养分高效、抗逆、优质等各绿色性状形成的形态解

培育和种植具有高产优质、水分养分高效利用

剖，激素调控、酶学等生理生化机制，各绿色性状

和抗逆性强等绿色性状的绿色超级稻品种，对于建

形成生理机制的相互联系，阐明各绿色性状形成的

立和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农业生

生理基础和生理指标。(2) 从根冠信号传递、根尖

产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应用价值

[4-8]

。

细胞超微结构和根系伤流液组分，叶片光合特性、

阐明水稻绿色性状的生理基础对于选育绿色超级稻

源库关系、同化物分配与转运等冠层生理特征方面

品种和发展“两型”栽培技术有重要指导作用。叶

研究水分高效、养分高效、抗逆、优质等各种绿色

片蒸腾效率和碳、氮代谢相关酶活性较高，激素之
间平衡特别是 ABA 与乙烯比值及精胺或亚精胺与

性状协同形成的生理基础，在植株整体水平上探明

腐胺比值较高，根量大、根系扎得深、根系活性强，

土壤水分等生态因子、矿质营养元素和栽培措施对

根尖细胞中的线粒体、高尔基体等数目多，根系分

绿色性状形成的影响及其生理机制，明确适宜绿色

绿色性状协同形成的生理机制。(3) 研究温度、光照、

表1 水稻绿色性状的生理性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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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形成的环境条件指标，探明促进绿色性状形成
的栽培调控途径、关键技术及其调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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