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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陰對油菜生長及硝酸根離子含量之影響 
 
 

黃 盈 潔 1)   宋 妤 2) 
 
 

關鍵字：油菜、遮陰、硝酸根離子、氮代謝 
 
摘要：為瞭解採收前不同程度遮陰處理五天對油菜光合作用能力、植株生長情形

及硝酸根離子累積的影響，選擇'青龍'、'文山'和'福祿甜'油菜進行本研究，於採收

前不遮陰、50%及 70%遮陰處理的平均光強度分別為 911、574 及 224 μmol m-² s-¹。
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其淨光合作用速率 (Pn)有顯著的下降，碳水化合物含量減

少，硝酸還原酶的活性降低，遮陰處理第 3 天即導致植體硝酸根離子的累積，隨

著遮陰時間延長至第 5 天，硝酸根離子的累積更為明顯，70%遮陰處理'青龍'、'文

山'和'福祿甜'油菜分別可達 3029、6625 及 6505 mg/kg FW，且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

有顯著的降低。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於 70%遮陰處理各品種植株鮮重與乾重有

顯著的下降，分別減少了 29~38%及 38~51%，且有明顯的徒長現象。在品種的部

分，'青龍'硝酸還原酶活性相對較高，遮陰處理累積的硝酸根離子較少，為低光強

度下可栽培之品種。 
 
 

前   言 

近年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議題愈來愈重視，硝酸根離子藉由食物被人體攝入後，其

後續代謝產物如亞硝酸根離子會對人的身體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造成一些疾病，如腸胃

道的癌症和藍嬰症等。人體攝入的硝酸根離子主要來源有蔬菜、水和肉製品，蔬菜是最主

要攝入的來源 (Santamaria, 2006)。食用蔬菜所攝入的硝酸根離子的量也取決於飲食習慣

和蔬菜的調理，甚至可以高達人體總攝入量的 85% (Gorenjak and Cencic, 2013)，因此蔬菜

類的硝酸根離子含量被認為是重要的品質指標之一。 
影響蔬菜硝酸根離子的吸收和累積有許多因素，如：遺傳、環境和栽培等因素，其中

光照和氮肥施用已被確認為主要影響的因素 (Gorenjak and Cencic, 2013)。光對植體中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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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具有直接性的影響，光照會影響硝酸還原酶的活性，而光合作用產生的碳水化合物可提

供能量，使氮同化作用可順利進行下去。台灣地區葉菜類的生產以溫網室進行栽培，可能

因為透光問題或採收前連續陰天，在環境光強度太低的情況下，植體光合作用能力減弱，

硝酸還原酶活性降低，造成植體硝酸根離子無法代謝而累積的現象。蔬菜用油菜是台灣周

年可栽培之重要短期葉菜類之一，本研究以油菜為試驗材料，調查採收前遮陰對其光合作

用能力、生育表現及植體硝酸根離子含量之影響，建立安全蔬菜品質之栽培臨界光強度。 
 

材 料 與 方 法 

一、試驗材料 
採用'青龍' (吉村種苗株式會社)、'文山' (誼禾種苗有限公司)和'福祿甜' (明豐種苗行)油

菜為試驗材料，試驗於中興大學園藝學系蔬菜溫室區內進行。 
二、試驗方法 
(一)栽培管理 
1. 試驗日期：2014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7 日，栽培時期日均溫為 30.1℃，最高溫及最低溫

分別為 36.4℃及 23.9℃。 

2. 育苗和定植：於 2014 年 7 月 8 日進行育苗，將種子播於 128 格穴盤。在育苗 10 天後，

長出兩片本葉時，以行株距 10×10 公分定植於含 330 L 介質的栽培箱(30×90×210 公分)
中，每盆約 108 株，介質為 jiffy 泥炭土：蛭石：珍珠石 (v:v:v) = 8:1:1。 

3. 水分管理：栽培期間水分管理以人工方式使用灑水器澆灌，依據不同氣候和介質狀況進

行調整。 

(二)遮陰處理 
油菜定植 20 天後，以 50%和 70%不同遮陰程度的遮陰網進行處理 3 天，以不遮陰為

對照組，於處理第 0 天、第 3 天和第 5 天進行採收調查，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採取 1 株

調查植株生育性狀與硝酸根離子含量和硝酸還原酶之活性。 
試驗期間平均日長為 13 小時，不遮陰處理平均光強度約為 911 μmol m-² s-¹，50 %及

70 %遮陰處理分別約為 574 μmol m-² s-¹及 224 μmol m-² s-¹。 
三、調查項目與分析方法 
(一)植株生育性狀調查 
1. 植株鮮重與乾重：將採樣的植株秤重，每株所得重量為其鮮重，單位為公克 (g)。將採

樣的植株放進紙袋，以 100℃殺菁 1 小時，再放入 70℃的烘箱烘乾至重量不再變化為

止 (約 5 天)，所的重量為其乾重，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 1 株。 
2. 植株株高：測量植株自基部至最長之葉面長度，單位為公分 (cm)。 
3. 葉片數：計算已展開的葉片數。 
4. 植株葉面積：以 LI-COR 3100A (LI-COR, Lincoln Neb)葉面積儀測量所有展開的本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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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分 (cm²)。 
5. 葉柄長/葉長：測量植株最長之葉柄與全葉 (葉柄與葉面)長度，再以葉柄長除以全葉長

得到其比值。 
6. 比葉面積 (SLA)：每株葉面積除以每株乾重，單位為 cm²/g。 
(二)植株光合作用性狀調查 

於遮陰處理第三天上午 9 點至 10 點半進行植株光合作用性狀調查，以攜帶式光合作

用測定系統 (LCi portable photosynthesis system, ADC)測定，以葉夾夾取植株成熟展開葉，

測定其淨光合作用速率 (Pn)、氣孔導度 (gs)、蒸散作用速率 (E)和葉片細胞間隙 CO2濃度 
(Ci)，每個處理測定 3 株，共三重複。測定期間平均葉溫為 31.7 ± 1.25℃。 
(三)硝酸還原酶活性分析 

採用 Jawoski (1971)之方法進行小部分修改，取植株之成熟葉片，避開主脈取 0.2 g 切

碎成細條狀置於試管中，加入 5 ml 萃取液並置於黑暗中以 150 rpm 震盪 30 分鐘後，添加

1 ml 1% sulfamilic acid(1g sulfamilic acid 溶於 99 ml 的 3 M HCl)來中止反應，再添加 1 ml
的 0.02% N-(l-naphthyl ethylene) diamide HCl (SIGMA N5889)呈色劑，振盪後靜置 30 分鐘

使其均勻呈色。以分光光度計 (U-2900, HITACHI)測量 540 nm 波長下之吸光值。每處理

三重複，每重複取 1 株。以 KNO2配製標準液，單位為 μmol NO2¯/hr/g Fw。 
萃取液配製：5 ml 萃取液包含 2.5 ml 0.2 M KH2PO4 buffer pH7.5、0.25 ml 100% n-

propanol、1.15 ml 去離子水、0.1 ml 0.05% Chloramphenicol 及 1 ml 0.1 M KNO3，對照組

以去離子水取代 KNO3。 
(四)氮代謝產物分析 
1.植體硝酸根離子含量分析 

採用 Cataldo 等學者 (1975)的方法，取新鮮植株之成熟葉片，避開主脈取 2 g，加入

液態氮以研缽均勻磨碎後，添加 20 ml 去離子水，於 4℃下以轉速 15000 rpm 高速離心 20
分鐘，利用 Miracloth (Merck)濾紙過濾後，取 0.1 ml 的濾液添加 0.4 ml 5% Salicylic acid (5 
g Salicylic acid 溶於 95 ml 濃硫酸)震盪均勻，於室溫下靜置 20 分鐘後，再加入 4.5 ml 的
4.2 N NaOH 震盪均勻，靜置 30 分鐘後，呈黃色溶液，以分光光度計 (U-2900, HITACHI)
測量波長 410 nm 下之吸光值，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 1 株。標準液以 KNO3配製，單位

為 mg/kg FW。 
2.植體銨根離子含量分析 

採用 Weatherburn 等學者 (1967)之方法，避開主脈取 2 g 新鮮植株之成熟葉片，加入

液態氮以研缽均勻磨碎後，添加 20 ml 0.3 mM H2SO4 (pH3.5)，於 4℃以 15000 rpm 之轉速

高速離心 20 分鐘，取 0.2 ml 上清液添加 3.8 ml 0.3 mM H2SO4，依序添加呈色劑 A 液及 B
液各 0.5 ml，並於 37℃水浴震盪 20 分鐘，以分光光度計 (U-2900, HITACHI)測量 625 nm
波長下之吸光值，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 1 株。標準液以 (NH4)2SO4配製，單位為 mg/kg 
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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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色劑配製： 
A 液：秤取 0.5 g phenol 及 25 mg Sodium nitroprusside，加去離子水溶解後定量至 100 ml。 
B 液：秤取 2.5 g NaOH，加入 40 ml 5% Sodium hypochlorite，以去離子水定量至 100 ml。 
3.總可溶性蛋白含量測定 

將採收的植株樣品乾燥磨粉後，精稱 0.05 g 置於離心管中，加入 0.1 M 磷酸鈉緩衝溶

液(pH7.0)，以 30℃水浴震盪 2 小時，隨後於 25℃下以 15000 rpm 之轉速高速離心 20 分

鐘，之後利用 Miracloth (Merck)濾紙過濾。其後採用 Lowry (1951)之方法，取 0.2 ml 的濾

液添加 1.8 ml 去離子水震盪均勻，加入 5ml 反應液 A 震盪均勻，靜置 10 分鐘後再加入 0.5 
ml 反應液 B 震盪均勻，靜置 30 分鐘後，以分光光度計 (U-2900, HITACHI)測定 660 nm 波

長之吸光值。標準曲線以 0.25 mg/ml BSA 配製，單位為 mg/g DW。 
反應液配製： 
反應液 A：取 2 g Na2CO3並溶於 1 ml K2C4H4O6 (2% potassium tartarate )、1 ml CuSO4 (1% 
CuSO4．5H2O)、10 ml 1N NaOH 及 90 ml H2O 之混合液中。 
反應液 B：將 Folin reagent 及 H2O 以 1：1 混合而成。 
4.游離胺基酸含量測定 

採用 Rosen (1957)之方法，以測定總可溶性蛋白之濾液取 0.2 ml 加入 0.8 ml 純水稀釋

混合後，再加入 1 ml Nihydrin reagent (5 g ninhydrin, 95 g KH2PO4, 43 g KHPO4, 3 g fructose
溶於 600 ml 去離子水中，再定量至 1 L)，於沸水中煮 10 分鐘，取出後迅速冷卻，再加入

5 ml color diluents (取 2 g KIO3溶於 600 ml 去離子水中，再以 95%酒精定量至 1 L)並震盪

均勻，以分光光度計 (U-2900, HITACHI)測定 570 nm 波長之吸光值。標準曲線以 1 mM α-
alanine 配製，單位以 μmol /g DW 表示。 
(五)碳水化合物分析 
1.全可溶性醣含量測定 

採用 Yoshida (1976)之方法，將採收的植株樣品乾燥磨粉後，精秤 0.1 g 置於 30 ml 離
心管中，添加 10 ml 去離子水，以 30℃水浴震盪 3 小時，隨後於 25℃下以 15000 rpm 之

轉速高速離心 10 分鐘，取出後以濾紙過濾。取 5 ml 上層濾液，添加 1 ml 6 N HCl，放入

70℃水浴振盪 15 分鐘，取出後迅速冷卻。取 0.1 ml 溶液加入 1.9 ml 去離子水振盪均勻，

加 0.1 ml liquid phenol 及 6 ml 濃硫酸，振盪均勻後，靜置 30 分鐘，以分光光度計(U-2900, 
HITACHI)測定 490 nm 波長之吸光值。標準液以 D-glucose 配製，單位為 mg/g DW。 
2.澱粉含量測定 

將全可溶性醣離心後之殘渣於 70℃烘乾 24 小時，添加 2 ml 去離子水並震盪均勻，於

沸水中煮 15 分鐘，取出後迅速冷卻。加入 2 ml 9.2 N HClO4震盪 15 分鐘，添加 6 ml 去離

子水，隨後於 25℃下以 15000 rpm 之轉速高速離心 10 分鐘。取 0.1 ml 溶液加入 1.9 ml 去
離子水振盪均勻，液加 0.1 ml liquid phenol 及 6 ml 濃硫酸，振盪均勻後，靜置 30 分鐘，

以分光光度計 (U-2900, HITACHI)測定 490 nm 波長之吸光值。標準液以 D-glucose 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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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為 mg/g DW。 
四、統計分析 

調查之數據採用 SAS 9.3 版套裝軟體 (SAS. Institue, Cary NC)中之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進行變方分析 (α = 0.05)，以 Fisher's LSD 進行各處理平均質之顯著差異性比

較。 
 

結   果 

一、遮陰處理對油菜葉片光合作用能力的影響 
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採收前以 50%和 70%的遮陰網進行遮陰處理 4 天，測量

其光合作用特性，結果如表 1 所示，淨光合作用速率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遞減，各處理

間淨光合作用速率有顯著性差異，'青龍'分別約為 21.37、14.97 及 7.75 μmol CO2 m¯²s¯¹，'

文山'分別約為 23.90、17.48 及 7.97 μmol CO2 m¯²s¯¹，'福祿甜'分別約為 24.06、18.51 及 8.18 
μmol CO2 m¯²s¯¹。氣孔導度與蒸散作用速率則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遞減，'青龍'各處理間

均無顯著差異；'文山'以 70%遮陰處理顯著降低；'福祿甜'的氣孔導度各處理間有顯著性差

異，分別為 0.27、0.20 及 0.10 mmol H2O m¯²s¯¹，蒸散作用速率以 70%遮陰處理顯著降低。

葉肉細胞間隙二氧化碳濃度則隨遮陰程度之增加而遞增，'青龍'和'福祿甜'於對照組顯著降

低；'文山'各處理間有顯著性差異，分別為 70、163 及 242 ppm。 
二、遮陰處理對油菜植株生育性狀的影響 

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採收前以 50%和 70%遮陰網進行遮陰處理 5 天，不同遮

陰程度對各品種油菜生育性狀影響如表 2 所示，'青龍'、'文山'及'福祿甜'植株生育性狀如鮮

重、乾重、葉數和葉面積於對照組表現最佳，隨著遮陰程度的提升而其生育表現有所下降，

70%遮陰處理生育表現最差。'青龍'及'文山'鮮重、乾重、葉數和葉面積於 50%遮陰處理時

顯著的降低，'青龍'各處理鮮重分別為 46.3、31.2 及 28.7 g，乾重分別為 2.36、1.38 及 1.15 
g，'文山'各處理鮮重分別為 50.7、39.9 及 31.6 g，乾重分別為 2.53、1.90 及 1.49 g；'福祿

甜'鮮重、乾重、葉數和葉面積於 70%遮蔭處理時顯著的降低，各處理鮮重分別為 38.8、
35.3 及 27.5 g，乾重分別為 2.30、2.07 及 1.43 g。各品種鮮重、乾重和葉面積於 70%遮陰

處理相較於對照組分別下降了 29~38%、38~51%及 30~39%。 
'青龍'及'文山'株高在遮陰各處理間無顯著差異，約為 34.5~36.0 cm；'福祿甜'隨著遮陰

程度的提升，株高則於 70%遮陰處理有顯著的下降，各處理株高分別為 34.0、33.2 及 31.7 
cm。隨著遮陰程度的提升，各品種比葉面積有上升的趨勢，其中'青龍'於 70%遮陰處理有

顯著的下降，各處理分別為 222.5、242.6 及 281.6 cm²/g，顯示遮處理葉片有變薄的現象；

'文山'及'福祿甜'之比葉面積各處理間則無顯著差異。'青龍'、'文山'及'福祿甜'葉柄長/葉長的

值隨著遮陰程度的提升而有所提高，各品種遮陰處理組顯著比對照組高，顯示遮陰處理植

株有徒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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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程度遮陰處理四天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葉片淨光合作用速率 (Pn)、氣

孔導度 (gs)、蒸散作用速率 (E)和葉片細胞間隙 CO2濃度 (Ci)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shading level for 4 days on leaf net photosynthesis rate (Pn),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transpiration rate (E) and leaf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of 
rape 'Dragon', 'Vincent' and 'Fluke sweet'. 

品種 處理 Pn 
(μmol CO2 m¯²s¯¹) 

gs 
(mmol H2O m¯²s¯¹) 

E 
(mmol H2O m¯²s¯¹) 

Ci 
(ppm) 

青龍 

control 21.37 az 0.21 a 2.48 a 165 b 

50% 14.97 b 0.18 a 2.00 a 225 a 

70% 7.75 c 0.12 a 1.81 a 247 a 

文山 

control 23.90 a 0.19 a 2.63 a 70 c 

50% 17.48 b 0.16 ab 2.22 a 163 b 

70% 7.97 c 0.08 b 1.34 b 242 a 

福祿甜 

control 24.06 a 0.27 a 3.23 a 152 b 

50% 18.51 b 0.20 b 2.93 a 182 ab 

70% 8.18 c 0.10 c 1.44 b 217 a 

zMeans within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for each cultiva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Fisher's LSD test at 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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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遮陰處理對油菜葉片硝酸還原酶活性和各部位硝酸根離子含量的影響 
採收前不同程度遮陰處理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硝酸還原酶活性之影響如圖 1

所示，'青龍'硝酸還原酶活性顯著高於'文山'及'福祿甜'，分別為 21.03、12.18 及 11.72 μmol 
NO2¯/hr/g FW，各品種硝酸還原酶活性之對照組均顯著高於 50%及 70%遮陰的處理組，其

活性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各處理間有顯著差異。'青龍'、'文山'及'福祿甜'分別於 50%
及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的下降，分別減少了 45~49%及 90~91%。顯示各品種硝酸還原

酶活性隨著遮陰程度增加，其下降的程度有相同趨勢。 
採收前不同程度遮陰處理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含量隨

時間變化之影響如圖 2 所示。'青龍'在遮陰處理第 0 天葉片硝酸根離子的含量於 70%遮陰

處理顯著較高，分別為 1013~1603 mg/kg，葉柄無顯著差異。遮陰處理第 3 天時，各部位

硝酸根離子的含量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有增加的趨勢，葉片於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的

增加，各處理分別為 1113、1325 及 1965 mg/kg，葉柄於各處理間無明顯差異，其含量約

為 5384~6066 mg/kg。遮陰處理第 5 天趨勢與第 3 天相同，但硝酸根離子增加的趨勢更加

明顯，葉片及葉柄於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的提升，葉片於各處理分別為 994、1343 及

3029 mg/kg，葉柄分別為 6155、6262 及 7799 mg/kg。 
'文山'在不同程度遮陰處理下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含量隨時間變化之影響如圖 2 所

示。'文山'在遮陰處理第 0 天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的含量於不同處理間均無顯著差異，

顯示各處理間植株生長況狀相似，其中葉片含量約為 1760~1997 mg/kg，葉柄約為

4266~4692 mg/kg。遮陰處理第 3 天時，各部位硝酸根離子的含量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

有所提升，葉片分別於 50%及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的增加，各處理分別為 1336、2459
及 4221 mg/kg，葉柄於各處理間則無顯著差異，其含量約為 7369~ 8207 mg/kg。遮陰處理

第 5 天，各部位硝酸根離子增加量更加明顯，葉片硝酸根離子含量於 70%遮陰處理中有顯

著上升，於各處理分別為 1783、2832 及 6625 mg/kg，葉柄於各處理間則無顯著差異，其

含量約為 8548~9174 mg/kg。 
'福祿甜'在不同程度遮陰處理下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含量隨時間變化之影響如圖 2

所示。'福祿甜'在遮陰處理第 0 天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的含量於不同處理間均無顯著差

異，顯示各處理間植株生長況狀相似，葉片含量約為 1407~1981 mg/kg，葉柄約

4210~4742 mg/kg。遮陰處理第 3 天時，各部位硝酸根離子的含量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

有所提升，葉片於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的增加，各處理分別為 1645、2081 及 4032 mg/kg，
葉柄於各處理間則無顯著差異，其含量約為 7726~8660 mg/kg。遮陰處理第 5 天，各部位

硝酸根離子增加量更加明顯，葉片硝酸根離子含量分別於 50%及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

上升，於各處理分別為 1435、2825 及 6505 mg/kg，葉柄於各處理間則無顯著差異，各處

理含量約為 8425~9806 mg/kg。 
在不同程度遮陰處理時間方面，各品種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含量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如圖 2 所示，油菜各品種葉片硝酸根離子隨遮陰時間的延長於對照組沒有顯著差異，但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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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程度遮陰處理三天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葉片硝酸還原酶活性(NRA)之

影響。 
Fig. 1. Effect of shading level for 3 days on nitrate reductase activity of rape 'Dragon', 'Vincent' 

and 'Fluke sweet'. 
 
 
片遮陰處理組與葉柄各處理組則隨著處理時間的增加而上升，葉柄各處理於遮陰第 3 天有

顯著上升，而葉片的部分，隨著遮陰程度的上升，硝酸根離子累積情形的程度越顯著，各

品種的葉片於 70%遮陰處理隨著時間延長有顯著的上升。 
四、遮陰處理對油菜碳水化合物含量的影響 

採收前不同程度遮陰處理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總可溶性醣及澱粉含量之影響

如表 3 所示，結果顯示遮陰處理 5 天各品種油菜碳水化合物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有所減

少，'青龍'的總可溶性醣和澱粉含量於 70%遮陰處理有顯著降低，各處理的總可溶性醣含

量為 24.8~38.1 mg/g DW，澱粉含量為 14.8~29.2 mg/g DW，其中 70%遮陰處理的可溶性醣

相較於對照組減少了 35%，澱粉則減少了 49%。'文山'及'福祿甜'的總可溶性醣含量於 50%
遮陰處理時有顯著降低，'文山'各處理的總可溶性醣含量分別為 32.7、26.8及 25.9 mg/g DW，

'福祿甜'分別為 28.3、23.3 及 21.7 mg/g DW，其中'文山'及'福祿甜'的總可溶性醣含量於 50%
遮陰處理時相較於對照組均減少了 18%，兩品種的總可溶性醣含量於 70%遮陰處理時相

較於對照組分別減少了 21%及 23%。'文山'的澱粉含量於 70%遮陰處理時有顯著降低，各

處理為 17.6~24.5 mg/g DW，於 70%遮陰處理時相較於對照組減少了 24%；'福祿甜'的澱粉

含量於 50%遮陰處理時有顯著降低，各處理分別為 23.3、19.8 及 19.1 mg/g DW，於 50%
及 70%遮陰處理時相較於對照組分別減少了 15%及 18%。 
五、遮陰處理對油菜氮代謝產物含量的影響 

不同程度遮陰處理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後續氮代謝產物銨根離子、游離胺基

酸和總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響如表 3 所示，結果顯示在遮陰處理 5 天各品種油菜隨著遮陰

程度的增加，其銨根離子和游離胺基酸的含量有所增加，而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則有減少

的趨勢。'青龍'的銨根離子含量於 50%及 70%遮陰處理組中顯著高於對照組，相較於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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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同程度遮陰處理下'青龍'、'文山'及'福祿甜'葉片(A~C)與葉柄(D~F)硝酸根離子含量

隨時間變化之情形。 
Fig. 2. Effect of shading level and duration on the nitrate content of leaf (A~C) and petiole (D~F) 

in rape 'Dragon', 'Vincent' and 'Fluke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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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增加了 29~54%；'青龍'游離胺基酸的含量各處理間有顯著差異，其含量分別為 10.8、18.3
及 23.7 μmol/g DW，遮陰處理組相較於對照組增加了 69~119%；'青龍'的總可溶性蛋白含

量於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降低，各處理為 101.1~64.1 mg/g DW，其中於 70%遮陰處理

時相較於對照組降低了 37%。'文山'及'福祿甜'的銨根離子含量於 70%遮陰處理組顯著高於

對照組，相較於對照組分別增加了 57%及 69%；兩品種游離胺基酸的含量於 70%遮陰處

理組中顯著高於對照組，'文山'各處理為 15.9~27.3 μmol/g DW，'福祿甜'為 17.7~30.0 μmol/g 
DW，其中兩品種於 70%遮陰處理時相較於對照組分別增加了 72%及 69%；'文山'及'福祿

甜'的總可溶性蛋白含量於 70%遮陰處理中有顯著降低，'文山'各處理為 75.2~92.2 mg/g DW，

'福祿甜'為 64.1~76.9 mg/g DW，其中兩品種於 70%遮陰處理時相較於對照組分別降低了

18%及 17%。 
整體而言，後續氮代謝產物如銨根離子、游離胺基酸及總可溶性蛋白，在採收前的遮

陰處理中，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對其造成的影響越大。 
 
 

表 3. 不同程度遮陰處理五天對油菜'青龍'、'文山'及'福祿甜'總可溶性醣、澱粉、銨根離子、

游離胺基酸及總可溶性蛋白含量之影響。 
Table 3. Effect of shading level for 5 days on the total soluble sugar, starch, ammonium ion, free 

amino acid and total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rape 'Dragon', 'Vincent' and 'Flukesweet'. 

品種 處理 總可溶性醣 
(mg/g DW) 

澱粉 
(mg/g DW) 

NH4
+ 

(μg/g FW)   
游離胺基酸 
(μmol/g DW) 

總可溶性蛋白 
(mg/g DW) 

青龍 

control 38.1 az 29.2 a 26.7 b 10.8 c 101.1 a 

50% 37.3 a 28.2 a 34.5 a 18.3 b  94.6 a 

70% 24.8 b 14.8 b 41.2 a 23.7 a  64.1 b 

文山 

control 32.7 a 23.2 a 22.1 b 15.9 b 92.2 a 

50% 26.8 b 24.5 a 25.4 b 19.0 b  83.1 ab 

70% 25.9 b 17.6 b 34.8 a 27.3 a 75.2 b 

福祿甜 

control 28.3 a 23.3 a 30.9 b 17.7 b 76.9 a 

50% 23.3 b 19.8 b 35.9 b 17.9 b 74.3 a 

70% 21.7 b 19.1 b 52.1 a 30.0 a 64.1 a 

zMeans within the same letters in a column for each cultiva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Fisher's LSD test at 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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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光強度對油菜光合作用、碳水化合物及生育性狀之影響 

光是影響植物生長和發育最重要的環境因子之一 (Fu et al., 2012)，其中除了光質之外，

光強度是影響植物生長、型態和生理作用的重要因子 (Fan et al., 2013)。在低光強度條件

下，植物的生長會受到抑制，通常隨著光照強度的提高，淨光合作用速率 (Pn)有增加的趨

勢，但過高的光強度將導致淨光合作用速率下降(Fan et al., 2013)。本試驗各品種油菜淨光

合作用速率、氣孔導度與蒸散作用速率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而遞減，其中淨光合作用速率

各處理間有顯著差異，葉肉細胞間隙二氧化碳濃度則隨遮陰程度之增加而遞增，顯示光合

作用能力會隨著光強度的上升而增加。 
本試驗於遮陰處理 5 天各品種植株生育性狀如鮮重、乾重、葉數和葉面積於對照組表

現最佳，隨著遮陰程度的提升而其生育表現有所下降，於 70%遮陰處理各品種植株鮮重與

乾重有顯著的下降，分別減少了 29~38%及 38~51%。各品種油菜碳水化合物隨著遮陰程

度的增加而有所減少，總可溶性醣和澱粉含量於 70%遮陰處理有顯著降低，分別相較於對

照組減少了 21~35%及 18~49%，其中'青龍'的總可溶性醣和澱粉含量降低最多。Fan 等學

者 (2013)以 50~550 μmol m-² s-¹之不同光強度栽培番茄苗，以 300~550 μmol m-² s-¹光強度

處理植株的鮮乾重和莖徑均高於其他處理組，50 μmol m-² s-¹處理為最低，而隨著光強度的

提升，淨光合作用速率(Pn)有增加的趨勢，300 μmol m-² s-¹處理達到最高。有學者研究於生

長箱中以 100~800 μmol m-² s-¹的不同光強度栽培蘿蔓萵苣 (romaine lettuce)對其產量和內

含物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於 100 μmol·m-²·s-¹光照環境下的產量最低，400~600 μmol m-² 
s-¹的光照環境下有最高的產量，且隨著光照強度增加硝酸根離子的含量降低，而總可溶性

醣含量顯著上升 (Fu et al., 2012)。本實驗與前人研究結果有相同趨勢，證明若光強度不足

會使植株葉片光合作用能力降低，造成碳水化合物的累積減少，進而影響生育表現和產量。 
為了調節各種光環境，植物已經進化出許多機制，於低光照條件下，會使其莖部延長，

葉片大小和構造及葉綠體的分佈和數量有所改變 (Zhang et al., 2003)。Fan 等學者 (2013)
以 50~550 μmol m-² s-¹之不同光強度栽培番茄苗，試驗結果顯示隨著光強度的降低，植株

高度和比葉面積 (SLA)有上升的趨勢。本試驗在型態的部份，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各品

種比葉面積 (SLA)有增大的趨勢，且遮陰處理組葉柄長/葉長的值有顯著提高，顯示植株

葉片變薄且有明顯的徒長現象。上述植株型態的改變有利於植物補獲較多光能來滿足光合

作用需求，為植物對弱光環境的一種適應調節。 
二、光強度對油菜硝酸根離子及氮代謝產物之影響 

植物藉由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提供了氮代謝酵素能量及氮代謝物合成的碳骨架，

以利氮代謝的進行 (Chen, 2004; Crawford, 1995)。硝酸還原酶為氮代謝的關鍵酵素，對植

體硝酸根離子的同化作用扮演重要的角色。植體 C 和 N 的代謝是彼此互相調控的，光強

度不足的環境下麩氨醯胺的累積會降低硝酸根離子的同化作用，但若同時供給蔗糖，此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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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現象將解除 (Tischner, 2000)，因此光合作用產生的醣類是提高硝酸還原酶的活性及降低

硝酸根離子累積的關鍵。 
有學者以芥藍為材料進行不同遮陰程度與氮肥施用量處理，試驗結果顯示在不施氮肥

及 1 g/pot 氮肥之處理，無論葉柄或葉片中硝酸根離子累積量均隨遮陰程度之增加而顯著

增加，其中 50%遮陰處理葉片與葉柄硝酸根離子含量分別約為對照組的 2~4 倍及 2~6 倍

之多 (郭，1998)。另有有學者以萵苣為材料進行水耕栽培，發現遮陰處理的萵苣葉片硝酸

根離子含量比未遮陰處理高出許多，兩者分別為 2902 和 1684 mg/kg (Liu and Yang, 2012)。
本試驗各品種葉片硝酸根離子含量隨著遮陰程度的提升而有顯著的增加，葉柄於各處理間

則無顯著差異，植體硝酸還原酶主要是在葉片進行硝酸根離子的同化作用，而葉柄的功能

以運輸為主，故不同程度遮陰處理對葉片有較顯著的影響。由本實驗結果可知，油菜植體

中硝酸根離子累積量會因部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葉柄含量比葉片高出 3~6 倍。植物體內

各器官硝酸根離子累積量一般以莖葉中含量較高，葉柄含量又較葉肉高，因葉柄是大多數

植物之轉運器官，且當葉片同化能力低時，將抑制其輸送至葉部，而在葉柄中累積下來 (郭，

1998)。 
各品種油菜葉片硝酸還原酶活性之對照組均顯著高於遮陰處理組，其活性隨著遮陰程

度的增加而有顯著降低，各品種遮陰處理組硝酸還原酶活性比對照組降低了 45~91%。在

遮陰處理 5 天各品種油菜隨著遮陰程度的增加，其銨根離子和游離胺基酸的含量有所增

加，而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則有減少的趨勢，於 70%遮陰處理各品種銨根離子和游離胺基

酸的含量有顯著增加，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有顯著減少，而各品種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70%
遮陰處理有顯著的減少。有學者指出硝酸還原酶活性容易受到光照的調控，在光強度較高

的環境之下，硝酸還原酶的基因表達受卡爾文循環的產物葡萄糖調節，在光合作用提供的

NADH 影響下，使其活性上升，但若在低光強度的環境之下，氮代謝的一些產物，可能是

麩氨醯胺 (glutamine)對硝酸還原酶的轉錄造成負回饋抑制 (Lillo, 1994)。推測本試驗油菜

在遮陰處理下植體硝酸根離子累積量主要受到硝酸還原酶活性降低的影響，70%遮陰處理

下因碳水化合物減少導致後續氮代謝產物合成受阻而累積，對硝酸還原酶的轉錄造成負回

饋抑制，硝酸根離子的同化作用因此受阻，硝酸根離子累積程度更加明顯，且使最終的氮

代謝產物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降低。 
遮陰時間方面，有學者指出萵苣的硝酸根離子含量在 85%遮陰處理 24~48 小時之下

沒有顯著影響 (Weightman et al., 2006)，另一學者在採收前進行長期遮陰處理 10~14 天則

有顯著影響 (Burns, 2000)。Liu 與 Yang 兩位學者 (2012)則以葉萵苣為材料進行 50%遮陰

處理 5 天，其葉柄和成熟葉硝酸根離子的含量有上升趨勢，其中以成熟葉片增加較多。上

述前人研究顯示萵苣若在遮陰之下，其硝酸根離子累積程度隨著時間的增長而有所增加。

本試驗油菜葉片和葉柄硝酸根離子含量隨著遮陰時間延長而有增加的趨勢，葉片硝酸根離

子含量在遮陰處理第 3 天即有所上升，且硝酸根離子累積量會隨著遮陰程度的提升及處理

時間的增加而更加明顯，其中 70%遮陰處理至第 5 天其含量可達 3029~6625 mg/kg FW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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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油菜採收前由於進入快速生長期，硝酸根離子吸收量會有所增加，故葉柄中的硝酸根

離子於遮陰處理第 3 天有顯著上升，但增加程度沒有葉片來的多。 
品種方面，各處理'青龍'硝酸還原酶活性顯著高於'文山'及'福祿甜'，故其硝酸根離子在

光強度不足的環境下累積的量較少。顯示植物因遺傳關係，不同物種及品種硝酸還原酶活

性及植體硝酸根離子累積量會有所不同 (Anjana et al., 2007；郭，1998)。在內含物和生育

表現的部分'青龍'與其他品種相比於 70%遮陰處理 5 天碳水化合物含量下降的比較多，故

70%遮陰處理 5天因為碳水化合物不足導致後續氮代謝物如游離胺基酸合成受阻而累積較

多，故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下降較多，導致其鮮乾重於 70%遮陰處理下降的最多。 
整體而言，若於陰天環境下，光強度不足使植體光合作用能力降低，其所提供的碳骨

架減少，且硝酸還原酶的活性降低，造成植體氮同化作用能力減弱，硝酸根離子因此而累

積，且使總可溶性蛋白的含量降低，影響植株的生育表現，導致產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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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hading on the Growth and Nitrate Content in 
Rape (Brassica napu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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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shading before harvest on the plant growth, nitrate 
content and rate of photosynthesis. Three Brassica napus cultivars 'Dragon', 'Vincent' and 'Fluke 
sweet' grown under 0%, 50% and 70% shade for five days before harvest, which were equivalent 
to 911, 574 and 224 μmol m-² s-¹, respectively. With an increasing degree of shade,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carbohydrate content and nitrate 
reductase activity were also reduced. After three days of shading, nitrate was seen to accumulate 
in the plants, and the nitrate accumulation was more significant after five days of shading. Under 
70% of shade, the nitrate contents in 'Dragon', 'Vincent' and 'Fluke sweet' were increased to 3029, 
6625 and 6505 mg/kg FW, respectively, and the total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an increasing degree of shade, the fresh and dry weights decreased under 70% of 
shade, they were reduced by 29-38 % and 38-51%,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a significant leggy 
phenomenon was also observed. The nitrate content of 'Dragon' was lower than the contents of 
the other two cultivars in the shading experiment due to its greater nitrate reductase activity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other two cultiv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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