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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在不损害环境的同时给作物施肥吗?这是我们社会环境问题的一个核

心问题，但是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植物的生长、生存和繁殖都必需矿质营养元素，

而这些元素主要通过根系从土壤中获取。然而，土壤中矿质元素的有效性变化极

大，受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数量巨大的土壤微生物和植物自身的生物学性质之

间的多重相互作用控制。了解这些现象可为作物矿质肥料施用的农艺实践提供基

础。直到最近，作物营养都只考虑一个一个元素，并且是根据预测的产量确定施

肥量，导致经常过量施肥，有时会危害环境。如何通过更精准的投入调整达到更

高效的施肥，从而实现污染更少的更综合的施肥措施? 

 

1. 植物必需的矿质营养元素 



 

图 1. 绿色植物的营养需求 [图片来源：Briat J.F.] 

碳占植物干物质的 40%，它来源于叶片通过光合作用从空气中吸收的二氧

化碳（参见碳在光合作用中的途径）。氧是植物的第二大组成元素，占植物干物

质的 45%，植物体内的氧主要来自于根系从土壤中吸取的水分。植物也是生物圈

中许多矿质的来源，它们主要由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图 1）。虽然这些矿质只占植

物干重的 10%~20%，但是对植物的生命必不可少。  

19 世纪初化学的进步为明确植物的矿质组成提供了契机。1860 年，德国生

理学家普费弗（Pfeffer）、萨克斯（Sachs）和诺普（Knop）（参见焦点：矿质营养

学的先驱）研究表明，只要向水中添加大约 15 种必需的矿质元素，植物就可以

在惰性基质上生长，这些元素以带正电荷（阳离子）或负电荷（阴离子）离子的

形式被植物吸收。它们采用了不使用固体基质，而将植物的根部直接浸泡在营养

液中的新培养方法，这是水培技术的起源。水培技术采用不断更新营养液的方式，

一般将植物固定在沙子或玻璃珠等惰性基质上，而不使用土壤。  

根据其在植物体内的相对丰度，可将植物必需的矿质离子分为两类：大量元

素和微量元素（表 1）。  

⚫ 大量元素又称为主要元素（N、P、K、S、Ca、Mg），在至少占植物干物

质的 0.1%，一般不超过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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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量元素（Mn、Zn、Cu、Fe、Ni、Cl、B、Mo），也称痕量元素，占植

物干重的比例微不足道（从 0.01%到 0.00001%），但是对植物生理功能具有重要

作用。 

表 1. 植物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表中显示了这些元素在植物干物质中的浓度

（%）以及被植物吸收的形态。 

元素 符号 干物质中的浓度（%） 植物吸收形态 

大量元素 

氮 N 1.5 NO3
-、NH4

+ 

钾 K 1 K+ 

钙 Ca 0.5 Ca2+ 

镁 Mg 0.2 Mg2+ 

磷 P 0.2 HPO4
2-/H2PO4

- 

硫 S 0.1 SO4
2- 

硅 Si 0.1 SiO3
2- 

微量元素 

氯 Cl 0.01 Cl- 

铁 Fe 0.01 Fe2+或 Fe3+ 

锰 Mn 0.005 Mn2+ 

锌 Zn 0.002 Zn2+ 

硼 B 0.002 B(OH)4
- 

铜 Cu 0.0006 Cu2+ 

镍 Ni 0.0001 Ni2+ 

钼 Mo 0.0001 MoO4
- 

各种元素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表 2）：  

⚫ 氮、磷、硫等矿质离子被植物同化为组成生物有机体的有机分子（核酸、

氨基酸、脂类等）。  

⚫ 有机分子中的氧会形成带负电荷的官能团（如羧基、磷酸基），而氮产生

能形成正电荷基团（胺类）。由于在生物分子中氧原子的数量远远超过氮原子的

数量，因而这些分子大多携带净负电荷。有机分子的这种负电荷需要大量 K+、



Ca2+、Mg2+等无机阳离子存在才能达到电荷平衡。  

⚫ 钾是植物细胞质中含量最丰富的无机阳离子，它控制着植物的膨压（细

胞内容物对细胞壁的压力）和水势（水离开某一给定隔室的潜势）。因此，它参

与控制细胞的伸长和生长，调控气孔的开闭。  

⚫ 矿质元素也参与细胞的能量存储，是许多酶促反应的辅助因子。例如，

叶绿素的中心存在镁（参见叶片的颜色）；一些蛋白质的铁硫中心和铁血红素参

与了细胞的氧化-还原过程，是光合和呼吸电子转移链的成分[1]。 

表 2. 矿质元素在植物体内的功能。 

元素 功能 

第一组：N、S 含碳化合物（氨基酸、核酸等）的组成成分 

第二组：P、Si、B 
能量存储和结构完整性（磷酸糖、核酸、磷

脂、ATP 等） 

第三组：K+、Ca2+、Mg2+、Cl-、

Mn2+、Na+ 

渗透调节、酶的辅助因子、信号转导等（离子

形态） 

第四组：Fe、Cu、Zn、Ni、Mo 
氧化还原反应（细胞色素、氧化酶等的组成

成分） 

 

图 2. 矿质元素缺乏或毒害（过量）对植物的影响。 

A，不同矿质元素缺乏时叶片的症状[图表来源：©UNIFA]。B，水稻过量铁毒害造成青铜

色叶片病症 [图片来源：©A. Audebe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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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质离子的上述功能表明它们对植物体机能的维持至关重要，为了发挥最佳

功能，离子的浓度必须位于一个理想的范围：过低会不足以满足植物需求，太高

会导致毒性（图 2）。每种植物的理想浓度范围不同，水培植物营养液中 N 和 K

的浓度大约是 100~200 毫克/升，P 是 30~80 毫克/升，铁是 2~12 毫克/升，锰是

0.5~2 毫克/升。  

养分不足或过量都会改变植物的生理机能，导致生物生产力下降，极端情况

下可能会死亡。因此，植物体内的矿质元素浓度稳定极其重要，因此随着土壤中

养分离子有效性的变化，植物通过基因表达的调控，主动改变根系对矿质养分的

吸收能力（见第 3 和第 4 部分）。 

 

2. 植物营养的研究历史及其局限性 

农作物施用矿质肥料是向土壤中添加某些矿质元素，以达到：  

⚫ 补充土壤中缺乏的营养元素，打破其对植物生长和作物产量的限制； 

⚫ 定期向土壤返还被作物吸收带走的元素，以长期维持土壤肥力。 

施用的肥料可以是有机形态的，即施用含有矿质元素的粪肥或堆肥，经过微

生物的矿化作用将矿质养分释放到土壤中（见图 6）；也可以施用不同离子形态

的矿质肥料。对于植物来说，这两种肥料形式并没有根本区别，因为植物最终都

相同的离子形式吸收土壤养分（见第 1 部分）。 

作物矿质营养研究的基础是李比希（Liebig）的“最小因子律”（1855）：“植

物生长受最缺少的那种养分控制”，这也称为“限制因子律”，由此引申可以得出：

随着最为不足的因子被改善，另一个因子就会成为控制植物生长的制约因素，依

次类推，而这些限制性因子彼此独立，因此，农艺措施就是连续消除渐次出现的

植物生长的过程。作物对化肥投入的响应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 3）[2]： 

⚫ 阶段 1：与其他因子水平无关的线性响应阶段； 

⚫ 阶段 2：响应递减，响应程度是其他因子水平的函数； 



⚫ 阶段 3：无响应，另一个因子限制了作物产量。 

 

图 3. 李比希定律（1855）中的“限制因子”与 Mistcherlich 响应曲线（1924）图解。 

[图片来源：改编自 Lemaire，参考文献[2]] 

这一思想可以用 Mistcherlich 定律（1924）来表达。该定律指出，“随着投

入量的增加，植物对该因子的响应程度逐渐降低，最终到达平台期”，这是作物

施肥研究的概念框架。  

实际上，早在 1885 年，利布舍尔（Liebscher ）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表述，

即最佳定律：“当限制性因子的供应水平越接近其最佳水平，植物对各种养分的

利用效率越高”（图 4）。这一思想为分析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铺平了道路，超越

了简单的“有或无”效应的李比希定律。然而，利布舍尔的思想几乎被完全忽视了，

导致此后的研究非常分散，大多仅仅分别探讨植物对 N、P、K 等每一种大量元

素以及微量元素的响应。 



 

图 4. 利布舍尔最佳定律图解（1885）。 

与李比希定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展示了从初始阶段开始，其他生产要素的水平（这里是

B1、B2、B3……）就会对所研究的因素（这里是 A）的响应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响

应曲线。[图片来源：Lemaire，参考[2]] 

在 1950~1990 年期间，农学研究利用统计学工具，分析实验中作物对养分投

入增加的响应曲线。研究发现，这些曲线的变化很大（图 5），因此根据这些曲线

得出的推荐施肥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分析不同养分物质与土壤矿质基质之间的物理化学相互作用，可以量化

进入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对植物的“有效性”。  

⚫ 因此，“土壤诊断”（土壤分析）可以为作物“营养预测”，以及通过施肥

改善作物营养的可能性提供重要信息。 

⚫ 除此而外，基于输出量和投入量的养分平衡表，用施肥补偿带走的养分

的理念已经成为矿质养分施肥的理论基础。  

通过土壤分析，可以确定移动性最差的土壤养分（P、K、Ca、Mg 等大量元

素和大多数微量元素）的“有效性”“阈值”，依据是各养分元素与土壤矿质基质间



的或大或小的相互作用，元素之间彼此互不影响，因而它们的阈值反映的是植物

对各元素的吸收能力。然而，这种预测方法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实际

应用中，由于农民不愿意出现无法达到潜在最大产量的风险，因而普遍施肥过量，

即为“确保足够”而“超过必要的量”。 

 

图 5. 作物产量对一种养分元素投入增加的响应曲线，以及基于响应曲线确定达到最大产量

的最佳施肥量示意图。 

作物需求的不确定性，加上不施肥土壤养分供应水平的不确定性，导致得到的养分元素的

最佳施肥量 Aopt存在较大的变化范围。[来源：Schéma G. Lemaire] 

氮（N）和硫（S）在土壤中以硝酸盐（NO3
-）和硫酸盐（SO4

2-）的形式存

在，这也是植物可以吸收的有效形态，很难被土壤黏粒固持，这样的元素移动性

很强，容易随土壤排水带入地下水。氮还会以氨（NH3）或氧化亚氮（N2O）（一

种温室效应很强的气体）的形式损失进入大气，这些损失是主要的环境污染源。

因此，氮肥应该只在作物吸收量高的时候施用，以避免氮素在土壤中过度积累。  

响应曲线法的局限性有两个方面：  

⚫ 单独考虑各养分的“有效性”，忽略了养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同限制;  

⚫ 认为养分的“有效性”是与植物无关的外部变量，仅仅取决于壤的物理化

学性质，而与土壤-植物系统的其他组分，包括植物及土壤生物无关。 



这种“肥料施用-土壤有效性-作物响应”的线性观点被证明过于简单。实际上，

“土壤-植物-微生物”系统复杂得多。在这个系统中，许多反馈作用也调控这养分

对植物的实际有效性。因此，养分有效性不能完全通过以前的知识先验性地预测，

相反，必须将它作为系统内部动力学结果，是系统的涌现性特征。  

在同一时期，为了理解自然界中植物盖度的作用，功能生态学研究提出了环

境因子共同限制的概念[3]、[4]，暗示 N、P、K、微量元素和水等各种限制因子

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因此，这一概念更接近利布舍尔的观点，而与李比希的不

同。这一理念使理解植物-土壤系统中的许多相互作用和反馈关系成为可能。 

结论： 

⚫ 如果作物产量是唯一目标，那么线性和规范方法可能就足以指导对作物

进行矿质营养施肥。 

⚫ 但是，如果我们将环境质量作为与产量同等重要的目标，那么由于“预测”

的不确定性导致过度施肥就变得不可接受。  

⚫ 因此，必须发展在深入理解生态系统过程的基础上发展更精准的方法，

以避免过度施肥。 

 

3. 土壤中矿质养分的有效性 



 

图 6. 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循环和矿化过程，以及植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植物的矿

质营养示意图。 

[图片来源：EEnv，改编自 Salsero35 / CC BY-SA 4.0, 维基百科] 

植物吸收矿质养分取决于其在土壤中的有效性，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动态平

衡过程决定（图 6）。  

矿质元素必须在土壤溶液（溶解有离子的水，在开放空间或土壤孔隙中循环

流动）中才能被植物根系吸收。不同形态的矿质离子之间，以及矿质离子与土壤

矿质颗粒、土壤胶体（黏粒和有机质）之间存在着物理化学相互作用： 

⚫ 决定了存在于土壤溶液中的植物速效性养分库与被土壤基质和土壤胶体

或强或弱地吸附的缓效养分库之间的动态平衡。  

⚫ 两类养分库之间的平衡变化速度快慢取决于土壤的 pH 值，以及黏粒和

有机质含量。 

通过土壤分析可以确定土壤中每种矿质元素对作物的有效性，进而预测植物

的吸收作用从土壤溶液中移走的养分被土壤回补的能力。 



土壤生物会影响土壤中矿质养分的有效性。这些生物群落包括土壤微生物区

系、小型和大型土壤动物群等，它们构成了多重营养竞争（见弹尾虫：土壤生命

的一员）。因此，土壤生物群落组成的变化必然导致植物养分有效性发生改变，

这在特定的土壤区域——根际司空见惯。根际是由根系及相关微生物组成和共同

影响的区域（见图 6）。土壤中的各种动态平衡关系决定了根际矿质养分的有效

性，后者又通过反馈回路改变土壤生物的营养平衡。  

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不仅直接影响土壤矿质养分对植物的有效性，还会通过

影响土壤生物群落而间接控制养分有效性，因为土壤生物群落是矿质养分有效性

强有力的调控者（见图 6）：  

⚫ 例如，碱性的土壤 pH 值，或者施用氮、磷肥料都会抑制丛枝真菌与根系

形成共生菌根的。 

⚫ 植物对铁的吸收取决于土壤中有效铁的含量，后者又是受土壤有机质和

磷的含量控制[5]。 

3.1. 菌根和微生物对植物营养的重要性 

 

图 7. 在韭葱（Allium porrum）根细胞中发育的漏斗孢球囊霉（Glomus mosseae）的丛枝吸

孢。 

[图片来源：©L. Peterson 版权所有] 

大多数具有农业价值的植物会与土壤中的球囊霉亚门真菌形成内生菌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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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丛枝菌根（图 7）[6]。  

众所周知，丛枝菌根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溶液中的游离正磷酸盐离子，即

H2PO4
-和 HPO4

2-（称为 Pi）而显著改善植物的磷营养。由于土壤总磷主要由有机

磷组成，而 Pi 只占土壤磷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磷通常是植物生长的限制因

素。随着植物的吸收，根系周围的土壤很快就会形成一个磷的消耗竭区。因此，

植物物种开发溶液中含有更多Pi的新区域的能力是一种营养优势。基于此背景，

菌根共生能改善植物的磷营养[7]。的确，菌丝的直径更小（平均为 10 μm），长

度很长，每毫米根上的菌根长度 1 m，因而菌根植物比非菌根植物具有更好的磷

营养。  

利用简化的实验系统已经证明菌根也有改善植物氮素营养的作用，但是效果

似乎不像磷那样明确。对于豆科植物（苜蓿、豌豆、豆类等），建立了共生关系

的菌根向植物提供氮的效率总是低于根瘤菌型的固氮细菌（见图 6）。  

通过叶片光合作用固定的碳，有相当一部分会通过根系以有机分子[8]的形

式分泌到根际。这些根系分泌物占光合产物的 5%~30%，即 1~3 吨 C/(hm2 y)（见

图 6），养育了土壤-根系界面的巨大微生物群落：根系微生物区系[9]。这里既有

植物病原体，也有帮助植物获取水和矿质营养的共生微生物。植物能改变它们的

根环境，进而改变它们的微生物群落（参见焦点：网络系列“植物的工具箱”，

第 5 集“根”，法语）。植物铁营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有确切的研究证据表

明，植物能通过根部比其他土壤生物更高效地获取铁，形成根周围的铁耗竭区。

该区域又反向选择了荧光假单胞菌等更适应低铁环境的微生物，改变了植物根部

微生物群落组成，这样的菌群结构有益于植物的健康。 

3.2. 与植物营养相关的土壤生物间的相互作用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oom/webserie-la-plante-en-kit/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oom/webserie-la-plante-en-kit/


 

图 8. 原生动物、丛枝菌根和根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 

[图片来源：© Plassard C. 和 Briat J.F.] 

除了上述的直接作用外，微生物区系中的细菌和菌根真菌也参与了氮和磷的

矿化过程，生成的无机氮、磷最终被植物吸收（参见：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原生动物和线虫取食细菌和菌根真菌的菌丝，并将无机氮释放到土壤中，这

一机制称为微生物食物环[10]，它能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矿质养分流转速

率（图 8）。通过以下过程，原生动物、丛枝菌根和根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提高植

物的生产力 N 素积累：  

1. 在土壤中添加原生动物，会刺激植物光合作用固定 CO2 的能力，促进碳

向根系分配；  

2. 向根部分配更多的碳会提高共生真菌利用土壤的能力； 

3. 腐生细菌能在富含有机质的斑块中矿化氮； 

4. 原生动物以有机质矿化细菌为食（微生物食物环），并向土壤中释放铵离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what-is-biodiversity/


子（NH4
+）； 

5. NH4
+被菌根真菌吸收，并运输到植物中； 

6. 植物吸收氮的增加会刺激光合作用和植物生长，形成正反馈作用，进一

步刺激向根和真菌分配更多的碳。  

土壤有机磷的主要成分是植酸（即肌醇六磷酸：C6H18O24P6），不能被菌根真

菌的菌丝直接吸收，但是，菌丝会招募能分泌植酸酶的细菌，将植酸矿化释放出

无机磷，随后吸收 Pi，并传输给植物。  

 

4. 植物是如何吸收矿质养分的?  

4.1. 根系对矿质养分的获取及养分在植物体内的分布 

 

图 9. 矿质元素在根中横向运输的质外体和共质体途径。 

[图片来源：EEnv] 

根吸收矿质离子的机制很复杂。离子通过扩散作用从土壤中到达根表，然后

被根通过横向运输从外层细胞进入位于根中心的中柱细胞。中柱包括将营养物质

从根部输送到地上部分的木质部导管，以及负责从叶片向根部反向运输的韧皮部



筛管。之后，养分离子通过与根内运输类似的方式分布到植物各处的细胞中[11]。  

矿质离子可以顺着浓度梯度扩散进入细胞壁，细胞壁与细胞间隙合称为质外

体。一旦到达根的中部，就会被一个称为凯氏带的细胞屏障阻隔，无法再通过被

动扩散方式进入根的中柱（图 9）。在这里，无论是自由离子还是复杂的有机分

子，都需要借助于促进扩散的方法才能继续深入，这种方式需要跨膜的离子转运

蛋白参与（图 10）。 

 

图 10. 矿质离子从细胞外向细胞内的运输。 

需要通道蛋白或转运蛋白等跨膜蛋白的协助，才能跨过细胞膜的脂质双分子层。[图片来

源：LadyofHats /公共领域，维基百科] 

一些离子是从根表皮处就进入细胞内，在原生质内的运输被称为共质体途径，

这需要两类离子转运蛋白：  

⚫ 离子通道：非常特异性地协助一种或几种离子快速跨膜，可以受调控地

开放和关闭。通道打开时，离子会顺着电化学梯度（细胞膜电位与该离子的平衡

电位之差）跨过生物膜。钾就是通过离子通道进行跨膜运输的。 

⚫ 转运蛋白：通过蛋白的构象改变，将矿质离子从膜的一侧转移到另一侧。

与通道蛋白的不同，被转运蛋白运输的离子不是由电化学梯度驱动的，而是需要

所耦合的酶促反应释放的能量，如 ATP 水解。这可以使离子定向跨膜，甚至可

以逆着电化学势梯度进行，但同时也有运输速率较通道蛋白慢，离子浓度高时候

运输速度饱和的弱点。植物体内氮（硝酸盐或铵）、磷（磷酸盐）和硫（硫酸盐）

的运输都依赖转运蛋白；铁、锌等金属离子可以与小分子有机物络合，进而通过

细胞膜



转运蛋白吸收。植物还能够分泌有机小分子，与土壤中的金属离子结合，然后通

过转运蛋白将金属离子吸收到体内。  

植物可以根据矿质离子在土壤中的有效性以及自身需求，通过在不同层次上

正向或反向调控矿质离子转运蛋白，提高或降低吸收速率： 

⚫ 遗传调控：改变转运蛋白编码基因的表达，以适应土壤有效养分的水平。  

⚫ 拓扑调控：改变转运蛋白在细胞中的位置，从而改变其运输功能。  

⚫ 长距离信号传导：地上部信号是调控根系转运蛋白活性的必要成分。地

上部的生长速度决定了植物对矿质元素的需求，叶片会根据需求不同，生成相应

的信号物质（有机小分子）并运输到根部，进而正向或负向调控矿质例子转运蛋

白，以适应植物的需求。  

4.2. 矿质离子与植物矿质营养的相互作用 

带相反电荷的不同矿质离子在土壤中会发生相互作用，降低它们的移动性和

对植物的有效性，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在植物体内也存在类似的相互作

用，但是对这种相互作用如何调控的植物生长，我们尚不清楚。 

植物能感知土壤养分的有效性，进而加以调整适应。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针对

不同养分分别开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植物通过主动调节维持不同矿质元素的

化学计量比以及各元素内稳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普遍规律。植物应对单一胁

迫（如一种矿质元素缺乏）与复合胁迫（如几种元素同时缺乏）的遗传机制不同，

研究复合胁迫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发现：植物在复合胁迫下的变化不能根据对单一

胁迫的认知来推绎，而是具有“涌现性”特征。  

因此，植物对同时摄入的不同营养元素的反应有着很强的关联。例如：  

⚫ 在缺锌的情况下，植物体内磷酸盐的浓度会增加； 

⚫ 只缺铁时，植物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会降低，而如果铁和磷同时缺乏，就

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 植物根系在缺磷时如何生长取决于氮素等其他营养物质的有效性。  

 

5. 迈向综合合理的作物施肥：生物学和农学之间的对话  

5.1. 优化施肥的一个基本概念：氮稀释 

 

图 11. 某一品种的临界氮稀释曲线和氮营养指数测定测定示意图：INN = %Na / %Nc。 

[图片来源：改编自 Lemaire 等，[14]] 

研究[12]表明，作物的临界氮吸收量（称为 Nc，单位为 kg N/hm2，即作物达

到最大生物量所必需的最小需氮量）与最大干物质积累量（称为 Wc，单位为 t/hm2

表示）之间存在异速生长关系[13]： 

𝑁𝑐 = 𝑎𝑊𝑐
𝑏                                                (1) 

式中系数 a 的值即作物的生物量 W = 1 t/hm2时需要吸收的最少氮量；系数 b 若

小于 1，则说明随着作物生物量的增加，单位生物量增加量所需增加的氮吸收量

逐渐减少。  

上式可以理解为随着作物的生长，体内氮浓度（%N）逐渐下降，即“氮稀



释”：  

%𝑁𝑐 = 𝑎/10 ∙ 𝑊𝑐
𝑏−1                                         (2) 

上式中的 1/10 是源于氮浓度% Nc 是用干物质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基于上式，可

以根据任一作物任一时间植物氮浓度（%Na）与临界值（%Nc）的关系来判断植

物的氮营养状况。  

这是氮营养指数 INN = %Na / %Nc：  

⚫ INN 值小于 1（%Na 在临界曲线之下）表明作物氮营养不足，该值的大

小还量化了氮素缺乏的程度； 

⚫ INN 值大于 1（%Na 在临界曲线上方）表示氮素过剩或“奢侈”吸收，

值越大越严重（图 11）。[14] 

式（1）的这种异速生长关系表明，植物对氮的吸收受下述因子的共同调控：  

⚫ 土壤中矿质态氮的有效性；  

⚫ 基于第 4 部分阐述的根系吸收反馈控制机制，植物自身的生长动态。  

5.2. 氮稀释的生物学和农艺意义 

对于在所有植物中都观察到的氮浓度随着生长而降低的现象，该如何从功能

上加以解释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 从根本上看，植物都是由以下两种组织构成的：  

· 捕获光能同化 CO2 的叶片组织富含氮素（N 浓度为 4%~5%）[15]； 

· 构建植物体的支持组织含氮较低（N 浓度为 0.5%~0.7%）。  

⚫ 随着植物长大，支持组织生物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叶片组织。当植被茂密

时，植物必须长得“更高”、“更壮实”才能使叶片稳固地处于可接受阳光的冠层

上部，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 因此，随着冠层的发展，富含氮素的“代谢”组织（叶片）质量的增长

速度比含氮低的“支持”组织慢一些。 

⚫ 此外，遮荫叶片处在弱光环境中，其所含氮素的光合效率低，因此植物

会将这些叶片中的氮转移到冠层上部照光良好的幼嫩叶片中。  

植物为获取光照而采取上述一系列适应性构型变化，其结果是，随着植物将

更多的生物量分配给含氮低的“支持”组织，植物单位新增生物量（dW）所需

的氮需求增加量（dN）逐渐减少，即植物冠层生长过程中的“氮稀释”现象。这

是一个植物种群的涌现性特征，是个体间争夺光资源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种涌现性特征受作物的生物量控制。因此，要比较两种作物的

营养状况，必须将它们生物量的差异考虑在内，以等量生物量（Wb）为基础（见

公式 1），Wb 表示的是植物的代谢活性组织[16]。之所以采用代谢活性组织作为

比较的基础，是因为植物只在其代谢活性组织中维持氮营养的内稳态（即植物稳

定其氮素营养状况的能力），而不是在植株整体尺度上保持氮营养内稳态。 

 

图 12. 在牧草群落生长过程中 P 和 N 双稀释示意图。 

当磷肥施用量足够时，不同施氮水平（50、100 或 150 kg/ hm2）下，植物基于临界浓度曲

线调整体内的 P 和 N 浓度。在某一地块某一时间，根据测量获得的植株实际磷浓度%Pa 与



临界曲线，就可以计算 P 营养指数（INP）：%Pa / %Pc。INP 值<1 表示 P 营养不足；INP

值>1 表示 P 奢侈吸收。[图片来源：改编自 ©Salette & Huché，[18]] 

对其他植物主要分布于代谢组织的营养元素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如

P、K 和 S 的稀释现象[17]。另一方面，植物体内钙（Ca）的含量随着生物量的

增加而增加，这一现象合乎逻辑，因为钙是细胞壁的组成成分，因而会在支持组

织中积累。此外，N 和 P、K 或 S 的临界浓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图 12）

[18]，这就为原位多元素营养诊断，以及对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更综合

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采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确定植物的 K 或 S 营养指数（INK 和 INS）。上述分

析表明，每种元素对植物的有效性取决于植物的生物量增长能力，同时每种元素

都可能成为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因此，在对植物的矿质营养进行综合诊断时，

必须考虑到不同元素之间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施用氮肥在促进植物生长

的同时也增加了植物对磷或钾的需求量，可能导致磷和钾的有效性不足，这在不

施氮肥的时候可能不会出现。  

综上所述，这种基于临界浓度曲线的作物矿质营养原位诊断新方法可以消除

作物生物量差异造成的“稀释效应”。  

⚫ 消除了仅仅依靠土壤理化分析进行预测的不确定性； 

⚫ INN、INP、INK 或 INS 诊断……整合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作物的营养状况

全貌； 

⚫ 根据上述指标的值和指数 b<1 或>1，可以采取适当的施肥管理措施； 

⚫ 这种诊断工具使农民只在确证作物出现营养不足的情况下才予以施肥纠

正，可以避免“预防性”过量施肥对环境的危害。 

6. 重要信息  

⚫ 植物通过根部的膜蛋白从土壤中吸收矿质元素，然后通过木质部和韧皮

部输导组织的汁液分布到植物体内各处。 



⚫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矿质养分受其有效性的控制，这又取决于土壤的物理

化学性质，以及土壤与土壤微生物、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 植物的生长决定它们对矿质养分的需求，进而又控制着对养分的吸收，

从叶子到根部的长距离信号传导起着重要的作用。  

⚫ 长期以来，一直采取逐个元素的方式开展对植物体内矿质养分运输和作

物施肥的研究。作物施肥实践的依据是土壤分析，并且（a）不考虑元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b）把土壤养分有效性视为与植物自身无关的外部变量。  

⚫ 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只在决定生长的“代谢”组织（叶片）中维持内

稳态，与此同时，又必须投资构建获取光照的机体结构（N、P、K……等含量低

的支持组织）。“代谢组织”（与光合面积相关）和“支持组织”（与植株高度、

支撑结构的厚度有关）之间天然的异速生长导致随着植株长大，体内矿质元素浓

度降低的稀释现象。相对于代谢组织，植物越“大”，需要的支持组织就越多。  

⚫ 最新的施肥管理理念源于稀释曲线，可以克服作物生物量变化产生的稀

释效应。根据这种方法，只在有确实证据证明作物营养不良时才施用矿质肥料，

因而能够控制过量施肥，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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