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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大豆‘合丰50’和‘垦丰16’为材料, 喷施清水为对照(CK), 在始花期(R1期)研究了叶面喷施烯效唑(S3307)和胺鲜酯

(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叶绿素含量、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Gs)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与CK
相比, S3307和DTA-6处理增加两品种大豆不同冠层的叶片叶绿素含量和净光合速率; S3307和DTA-6处理主要增加鼓粒后期不

同冠层的叶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在产量方面, S3307和DTA-6处理显著增加了两品种大豆的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

重; S3307处理主要增加了上、下层产量贡献率, 而DTA-6处理增加了上层产量贡献率。S3307和DTA-6处理的2014年两品种产

量比对照分别增加了1.39%、0.97%和12.59%、12.96%; 2015年的产量比对照增加了15.44%、22.83%和30.63%、41.56%。

综合分析表明, S3307和DTA-6通过改善大豆不同冠层叶片的光合特性, 延缓了叶片衰老, 进而提高了大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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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光合作用是其获取营养物质的主要渠道, 
叶片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质, 供给植物自身

生长发育的需要, 并最终获得产量。产量潜力的

高低又受制于群体的物质生产能力, 而构建良好

的群体冠层结构, 对提高作物的光合效率, 为作物

获得高产奠定了基础(姜元华等2015)。大豆是全

冠层结荚作物, 各个节位的叶片和豆荚构成一个

相对独立的“源-库”单位, 源叶中光合物质的产出

为获得大豆高产奠定了基础。孙卓韬和董钻(1986)
研究发现, 改良株型、提高叶片质量是改善大豆

群体内部光合条件, 充分发挥大豆整个冠层生产

力的重要手段。金剑等(2004)将高产大豆冠层分

为上中下三层, 进行群体光合生理和产量测量, 上
下冠层叶片的光合速率差异小, 全冠层的光合速

率相对较高, 结果增加了植株荚数、粒数及粒重, 
尤其是增加了中上层荚、粒数。因此, 改善不同

冠层叶片的光合效率, 增强叶片光合能力, 对提高

大豆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 化控技术不断被应用到作物的生产

实践中, 通过提高作物的光合效率、调控作物的

生理代谢等过程来增加作物的产量 (李金航等

2014; 刘春娟等2016)。因此, 利用外源物质来改善

不同冠层叶片的光合效率, 增强叶片的物质生产

能力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重要意义。冯国艺等

(2012)研究表明, 缩节胺的使用有助于杂交种棉花

高光效冠层结构的形成, 进一步增强了叶片光合

生产能力, 使叶片净光合速率峰值变高且持续期

延长, 光合物质积累量明显增加, 最终提高了棉花

产量。徐精文(2003)指出, 烯效唑(S3307)处理显著

提高了‘雅玉2号’玉米上、中、下三部分叶片光合

叶面积, 其中上部分叶片的增加幅度最大, 同时, 
烯效唑对吐丝期穗位叶的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

和气孔导度也有显著的提高。李艳大等(2001)研
究发现, 紧凑型水稻有利于光向下层透射, 使得中

下层叶片截获较多的光能, 提高了中下层叶片的

净光合速率, 增加了水稻产量。而植物生长调节

剂Z-S能促进水稻旗叶蒸腾速率、净光合速率及

气孔导度, 同时显著增加了穗数、千粒重及产量

(王玉英和石岩2006)。由此可知, 作物冠层的光截

获能力直接影响作物产量潜力, 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应用有效增强了作物冠层的光合同化物输出, 
为作物获得高产提供了保障。

植株冠层结构是影响作物群体光分布与光合

特性的因素之一, 前人关于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植

株叶片光合作用影响的报道颇多(郑殿峰等2008; 
郑春芳等2016), 但针对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大豆不

同冠层叶片光合特性及产量贡献率的影响却鲜见

报道。为此, 本研究探讨了叶面喷施植物生长调

节剂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光合特性

的调控效应, 进一步分析了其对大豆不同冠层产

量贡献率的影响, 明确了植物生长调节剂提高大

豆产量的生理原因, 为生产上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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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  实验设计

以亚有限结荚习性大豆[Glycine max (L) Merr.]
品种‘合丰50’和‘垦丰16’为供试材料。‘合丰50’为
早中熟品种, 植株高85~90 cm, 披针叶, 紫花, 茸毛

灰白色, 荚熟褐色, 每节荚数多, 三、四粒荚多, 顶
荚丰富, 籽粒圆形, 种皮黄色, 有光泽, 种脐浅黄色, 
百粒重20~22 g, 脂肪含量22.57%。‘垦丰16’中熟

品种, 株高65 cm左右, 披针叶、叶片较小、浓绿

色, 白花, 茸毛灰色, 三、四粒荚多, 籽粒圆形, 种
皮黄色, 有光泽, 种脐浅黄色, 百粒重18 g, 脂肪含

量20.57%。

于2014~2015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试验基

地进行。试验地土壤类型为草甸黑钙土, 地势平

坦、肥力均匀, 0~20 cm耕层土壤基本养分状况为: 
速效氮136.0 mg·kg-1, 速效磷13.8 mg·kg-1, 速效钾

205.0 mg·kg-1, 有机质为33mg·kg-1, pH为7.9。预试

验得出, DTA-6和S3307的最适浓度分别是60和50 
mg·L-1。以叶面喷施清水为对照(CK), 用液量为

225 L·hm-2。于始花期(R1)在晴天无风下午16:00
左右进行叶面喷施DTA-6和S3307。小区面积为19.5 
m2, 小区为6行区, 行长5 m, 行距0.65 m, 区间过道1 
m。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4次重复。

2  测定方法

2.1  光合特性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2、10、20、35和45 d, 
根据植株节位数将冠层等分成上、中、下3层, 各
层选取固定节位的叶片, 在各处理小区内选取有代

表性的5株大豆, 采用日本生产的SPAD-502叶绿素

测定仪测定不同冠层的叶绿素含量。测定时, 避开

叶脉位置。用美国产Li-6400便携式光合测定系统

测定不同冠层叶片的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

导度, 测定时上、中、下层叶片光照强度为1 200、
1 000和800 μmol·m-2s-1, 温度为25°C。时间为晴天上

午8:30~11:00, 按照田间种植顺序进行往返测定。

2.2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于成熟期, 取15株大豆, 按照节位进行测定每

节荚数和粒数, 计算其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和百

粒重。另外, 将每个处理的4个小区中的有效株数

全部收回, 并折算成公顷产量。计算公式: 产量

(kg·hm-2)=单株粒数×百粒重×公顷株数/100 000

3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

作图; 应用SPSS 19.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最

小显著差数法(Duncan’s法)进行多重比较和显著性

检验。

实验结果

1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叶绿素含量

的影响

如图1所示,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 大豆植

株叶片的叶绿素含量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呈现出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体可以看出, 处理2~10 
d, 上中层叶片叶绿素含量所占比例较大; 处理20 d
后, 上、中和下层分配较为均衡。不同冠层之间

相互比较, 大豆植株叶片叶绿素含量表现为上、

中层>下层。

‘合丰50’上层叶片叶绿素含量于35 d达到最

大值, 而下层和中层于20 d达到最大值。此时, 与
CK相比, DTA-6处理的上、中和下层叶片叶绿素

含量增加了1%、2%和4%, S3307处理的中、下层叶

片叶绿素含量增加了5%和11%。喷施植物生长调

节剂10、20、35和45 d, DTA-6处理的下层叶片叶绿

素含量比CK增加了18%、28%、4%和4%, S3307处理

的各个时期下层叶片叶绿素含量普遍高于CK。

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的‘垦丰16’中层叶片叶

绿素含量几乎都高于CK;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10、20、35和45 d, S3307处理的下层叶片叶绿素含

量比CK增加了40%、54%、20%和9%, DTA-6处
理的各个时期下层叶片叶绿素含量普遍高于CK。

2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净光合速率

的影响

植物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其光合

作用的强弱, 从而影响整个植株的生命力与长势

(林浩等2009)。如图2所示,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后, ‘合丰50’和‘垦丰16’不同冠层叶片净光合速率

的变化规律相同, 均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的趋

势。总体可以看出,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植株整体

净光合速率的效果为DTA-6>S3307, 而且植物生长

调节剂处理的上中层叶片净光合速率得到了更大

的改善。不同冠层之间相互比较, 大豆植株叶片

的净光合速率表现为上层>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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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soybean leaves of different canopy
A~C: ‘合丰50’上层、中层和下层; D~F: ‘垦丰16’上层、中层和下层; 下图同此。

图2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net photosynthesis rate in soybean leaves of different can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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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2、10、20和45 d, S3307

和DTA-6处理的‘合丰50’上层叶片的净光合速率

较CK分别增加了2%、14%、62%、42%和11%、

34%、13%、57%。S3307和DTA-6中层最高净光合

速率分别比同期CK叶片净光合速率增加31%和

16%。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35 d, S3307、DTA-6处
理和CK下层叶片净光合速率出现高峰。

除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2 d, DTA-6处理‘垦丰

16’的上、下层叶片净光合速率低于CK外, S3307和

DTA-6处理的上、中和下层叶片净光合速率均高

于CK。S3307和DTA-6处理的上、中层叶片最高净

光合速率分别比同期CK增加75%、22%和84%、

38%;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10、20、35和45 d, S3307

和DTA-6处理的下层叶片净光合速率比CK增加了

45%、31%、334%、76%和44%、140%、174%、

229%, 并于35 d达到高峰。

3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蒸腾速率的

影响

徐超华等(2016)研究表明, 植物叶片光合速率

与蒸腾速率呈显著正相关, 因此, 冠层内蒸腾速率

的大小与光合生产能力具有直接的联系。图3总
体可以看出,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2、10、35和45 
d的上中层叶片蒸腾速率较强, 下层叶片蒸腾速率

较弱, 而处理20 d的三者蒸腾速率相近。不同冠层

之间相互比较, 大豆植株上、中层叶片的蒸腾速

率差异较小, 但均高于下层。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2 d, DTA-6处理‘合丰

50’的上、中层叶片蒸腾速率较CK增加了32%和

39%, S3307处理的中、下层叶片蒸腾速率增加了7%
和51%。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35和45 d, S3307和

DTA-6处理的上层叶片蒸腾速率比对照增加了

14%、37%和5%、6%。DTA-6处理的上层叶片蒸

腾速率最大值出现在处理2 d, 而S3307处理的上层叶

片蒸腾速率最大值出现在处理10 d, S3307和DTA-6
分别比同期CK叶片蒸腾速率增加22%和32%。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10 d, DTA-6处理‘垦
丰16’的上、中和下层的叶片蒸腾速率较CK增加

了26%、2%和14%, S3307处理的上、下层的叶片蒸

腾速率增加了68%和32%。S3307处理的上层叶片蒸

腾速率最大值出现在处理2 d, 而DTA-6处理的上

图3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蒸腾速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transpiration rate in soybean leaves of different can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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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叶片蒸腾速率最大值出现在处理35 d, S3307和

DTA-6分别比同期CK叶片蒸腾速率增加13%和

71%; 中层各处理叶片蒸腾速率最大值出现时间相

同; S3307和DTA-6处理的下层叶片蒸腾速率最大值

出现在处理35 d, S3307和DTA-6分别比同期CK叶片

蒸腾速率增加87%和137%。

4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气孔导度的

影响

研究表明, 植株不同部位的叶片, 气孔导度也会

有所不同(Ewers 2005)。如图4所示, 喷施植物生长调

节剂后35 d, ‘合丰50’和‘垦丰16’各处理不同冠层叶

片气孔导度均较高。总体可以看出, 上层叶片气孔

导度变化较小, 中、下层叶片变化较大, 这与植株的

冠层结构具有直接关系。不同冠层之间相互比较, 
大豆植株叶片的气孔导度表现为上、中层>下层。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2 d后, S3307处理的‘合丰

50’中、下层叶片气孔导度较CK增加了31%和

15%, 并且DTA-6处理的上、中层叶片气孔导度达

到最大值; 而S3307的上、中层叶片气孔导度在处理

35 d达到最大值。

除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2 d, DTA-6处理的

‘垦丰16’各冠层叶片气孔导度低于CK外, 其余处理

的各冠层叶片气孔导度均高于CK。CK和DTA-6处
理的上层叶片气孔导度在处理35 d达到最大值。

在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2 d, S3307处理的上、中、

下层叶片气孔导度比CK增加了79%、62%和42%, 
同时CK和S3307处理的中层叶片气孔导度也达到最

大值; DTA-6处理的中层叶片气孔导度在处理35 d
达到最大值。

5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节位产量贡献率的影响

如图5所示,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 S3307处理

的‘合丰50’第5~10节产量贡献率总和比CK相应节

位产量贡献率总和增加22.32%; 第11~15节的产量

对总产量的贡献率一直低于CK; 而第16节高于

CK。DTA-6处理的第6节节位的产量对总产量的

贡献率高于CK; 第7~15节的各节位产量对总产量

的贡献率一直低于CK, 而第16~19节产量贡献率总

和比CK相应节位产量贡献率总和增加79.71%。

如图6所示,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后, S3307处理

的‘垦丰16’第7、8节和第18、19节位产量贡献率

总和比CK相应节位产量贡献率总和增加86.79%
和38.64%, 而第9~17节的产量对总产量的贡献率

图4  S3307和DTA-6对大豆不同冠层叶片气孔导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stomatal conductance in soybean leaves of different can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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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S3307和DTA-6对‘合丰50’各节位产量贡献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contribution to yields ratio of different nodes in ‘Hefeng50’

表2  S3307和DTA-6对大豆产量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yield characteristics and yields in soybean

年份     品种   处理   单株荚数   单株粒数    百粒重/g    产量/kg·hm-2

2014 ‘合丰50’ CK 26.90±0.58Bb 60.54±1.81Bb 15.25±0.37Aa 2 767.59±98.84Bb

  S3307 30.60±0.65Aa 67.90±1.02Aa 13.77±0.26Bb 2 806.09±61.34Bb

  DTA-6 30.93±1.33Aa 68.35±1.26Aa 15.28±0.65Aa 3 116.05±105.41Aa

 ‘垦丰16’ CK 37.17±1.56Cc 84.71±1.28Bc 14.07±0.31Aa 3 555.11±119.26Bb

  S3307 39.80±1.15Bb 87.70±1.70Bb 13.64±0.23Ab 3 589.49±65.62Bb

  DTA-6 43.63±0.35Aa 97.60±0.96Aa 13.78±0.07Aab 4 015.77±68.53Aa

2015 ‘合丰50’ CK 29.15±1.19Cc 74.13±0.54Cc 21.81±0.55Aa 3 882.24±288.03Bc

  S3307 33.98±0.71Bb 86.08±1.09Bb 21.69±0.33Aa 4 481.66±291.67ABab

  DTA-6 36.45±0.97Aa 94.96±0.52Aa 22.24±0.70Aa 5 071.42±260.40Aa

 ‘垦丰16’ CK 29.13±0.50Cc 71.68±3.34Cc 17.51±0.54Aa 3 008.81±64.50Cc

  S3307 35.76±0.84Bb 87.27±1.86Bb 17.65±0.80Aa 3 695.75±162.89Bb

  DTA-6 38.20±1.11Aa 96.40±1.01Aa 18.41±0.38Aa 4 259.34±99.12Aa

　　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值±标准误差;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份同一品种不同处理间差异达1%和5%显著水平。

一直低于CK。DTA-6处理的第10~17节的节位产

量对总产量的贡献率一直低于CK, 第18~22节产量

贡献率总和比CK相应节位产量贡献率总和增加

111.82%。由上可见, 植物生长调节剂S3307增加产

图6  S3307和DTA-6对‘垦丰16’各节位产量贡献率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S3307 and DTA-6 on contribution to yields ratio of different nodes in ‘Kenfeng16’

量的原因主要是增加了上层和下层节位产量的贡

献率, DTA-6增加产量的原因主要是增加了上层节

位产量贡献率, 这与其提高上中层叶片光合速率

具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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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bo 等2010)。本研究中得出, S3307和DTA-6处
理不同程度的增加了不同冠层叶片叶绿素含量, 这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Qi等2013)。相关分析得出, 
叶绿素含量和净光合速率与大豆百粒重之间的相

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大豆叶片的光合特性与产量

及产量构成因素均为正相关关系, 这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冯乃杰等2009; 孟田等2016)。
张伟等(2015)认为超高产大豆盛荚期到鼓粒

末期冠层保持良好的受光态势, 维持较高的叶面

积和光合速率, 全冠层有较高的光合生产能力及

光合产物转化能力, 这是超高产大豆高产的重要

原因。傅金民(1994)研究表明, 夏大豆群体内的光

强由上层至下层逐渐减弱, 群体光合速率也会随

光强减弱而明显下降。植株光合作用的强弱受叶

肉细胞光合能力和气孔导度的双重作用, 根据Far-
quhar和Sharkey (1982)提出的气孔限制值分析的观

点, 判定引起叶片净光合速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在

于胞间CO2浓度和气孔限制值的变化方向。

本研究中, 不同冠层叶片的光合速率、蒸腾

速率和气孔导度变化趋势一致。多数测定时期内, 
S3307和DTA-6处理提高了各冠层光合速率、蒸腾

速率和气孔导度, 这与顾万荣等(2008)的研究相符

合。冯乃杰等(2009)指出, 喷施2-N,N-二乙氨基乙

基己酸酯(DTA)可使大豆叶片栅栏组织厚度及栅

海比增加, 提高单个细胞的叶绿体数、单个叶绿

体中的基粒片层数, 叶中主脉维管束横截面积和

木质部导管数目也有所上升, 进而增加叶片的气

孔导度, 促进植株的光合作用。相关研究也证实

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能够有效调节植株叶片

的叶绿素含量、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和净光合速

率等相关指标, 改善植株的光合能力(Gu等2014; 
赵黎明等2008)。由此可见, S3307和DTA-6增加了大

豆不同冠层叶片气孔导度, 进而增加净光合速率, 
这正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增产的重要生理原因。

另一方面, 本研究中S3307处理的‘合丰50’上、

中层叶片光合速率和DTA-6处理的‘垦丰16’上、

中层叶片光合速率出现最大值的时间较晚, 延长

了生育后期叶片光合作用时间 ,  这与石连旋等

(2003)和金剑等(2004)研究的大豆中上层叶片光合

速率大且持续时间长对产量的形成十分重要相一

致, 但关于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不同冠层叶片光合

作用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未见报道。

6  S3307和DTA-6对大豆产量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2可知, 2年大田试验表明, S3307和DTA-6
处理增加了‘合丰50’和‘垦丰16’的单株荚数和单株

粒数, 但百粒重变化不显著, 产量的增加幅度也有

所不同。2014年, 除DTA-6处理的‘合丰50’外, 其
余处理的百粒重均低于CK, DTA-6和S3307处理下的

‘合丰50’和‘垦丰16’的产量比对照增加了12.59、
1.39%和12.96%、0.97%。2015年, 除S3307处理的

‘合丰50’外, 其余处理的百粒重均高于CK, 同时‘合
丰50’和‘垦丰16’的产量比对照增加了30.63%、

15.44%和41.56%、22.83%。另外, DTA-6处理的

产量均高于CK且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S3307处理

的产量均高于CK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这与其较

好地增加了大豆单株荚数、粒数具有直接关系。

7  大豆光合特性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孟田等(2016)研究表明, 大豆鼓粒中期和鼓粒

末期叶片的光合特性与产量之间有较好的相关

性。如表3所示, 大豆叶片的光合特性与产量及产

量构成因素均为正相关关系, 其中叶绿素含量和净

光合速率与大豆百粒重之间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

水平, 相关系数均为r=0.992**。除此之外, 蒸腾速

率和气孔导度也与产量达到了显著水平, 说明良好

的气孔导度有利于实现叶片的气孔交换, 促进植株

的生理代谢, 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直接的意义。

表3  大豆光合特性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photosynthetic  
traits and yield of soybean

   
 指标

                                   光合特性  

  叶绿素     净光合速率    蒸腾速率 气孔导度

单株荚数 0.942 0.927 0.942 0.988*

单株粒数 0.898 0.877 0.948 0.992**

百粒重 0.992** 0.992** 0.873 0.922
产量 0.945 0.880 0.990* 0.989*

　　*: 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 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讨　　论

作物合理的冠层结构有利于调节冠层内部光

的分布, 进而改善植株不同冠层光合生产能力。

叶绿素含量是研究作物光合作用强弱的一项重要

指标, 其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 植
株不同部位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也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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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剑等(2004)发现, 植株不同冠层荚数、粒数

和粒重分配比例为上层>中层>下层, 上层和中层

占总产量的87.4%~95.5%, 是产量的主体部分, 本
研究中得到了相同的试验结果。通过分析进一步

得出 ,  S3307处理主要提高了上中层产量贡献率 , 
DTA-6处理主要提高了上层产量贡献率, 对产量主

体部分贡献率的增加, 推测其是植物生长调节剂

增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 2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处理均提高了大豆植株的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和

百粒重, 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这是植物生长调节

剂增产的另一重要原因。因此, 保持或提高大豆

植株不同冠层产量贡献率, 增加大豆单株荚粒数

和百粒重, 是提高大豆整体产量水平的重要原因

和途径。

综合分析可知, 大豆植株喷施S3307和DTA-6后
均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不同冠层叶片叶绿素含量、

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 增强了叶片的

光合作用。S3307和DTA-6处理显著增加了大豆植

株的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S3307处理增

加了大豆植株上、下层产量贡献率, DTA-6处理增

加了上层产量贡献率, 进而显著提高了大豆整体

产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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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S3307 and DTA-6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
teristics and yield in soybean canopy
GONG Xiang-Wei*, LIU Chun-Juan*, FENG Nai-Jie**, ZHENG Dian-Feng, WANG Chang
Agronomy of College,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9,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soybean (Glycine max) ‘Hefeng50’ and ‘Kefeng16’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net photosynthesis, transpiration rate, stoma-
tal conductance and yield in soybean canopy. Two chemical regulators, 2-N,N-diethylamino ethyl caproate 
(DTA-6) and uniconazole (S3307) were tested with water as the control to spray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the photosynthesis ratio in leaves of different canopy were improved by S3307 and DTA-
6. The transpiration rate and stomata conductance in leaves of different canopy were increased by S3307 and 
DTA-6 during the late of seed filling. In terms of yield, S3307 and DTA-6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ods number 
per plant, seeds per plant, and 100-seed weight. S3307 treatment increased contribution to yields ratio of upper 
and lower canopy, and DTA-6 treatment increased contribution to yields ratio of upper canop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yield of S3307 and DTA-6 treatments in 2014 increased by 1.39%, 0.97%, 12.59% and 12.96%; 
the yield of S3307 and DTA-6 treatments in 2015 increased by 15.44%, 22.83% and 30.63%, and 41.56%. S3307 

and DTA-6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anopy and delay the senes-
cence of soybean leaves. Thereby, it was effective to increase seed yield．
Key words: S3307; DTA-6; soybean; canopy;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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