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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陳榮坤、陳宗禮。2015。氮肥施用量對水稻莖稈生育的影響。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

報 66：24-38。
本研究為探討不同氮肥施用量 (60、120、180 kg ha-1) 對水稻莖稈生長與發育的影響，

以水稻品種臺農 71 號與臺稉 9 號為試驗材料，於 2007 及 2008 年的一、二期作，進行兩年

四期作的田間試驗，根據兩年四期作的試驗結果顯示，水稻株高、伸長節間長度、上位五葉

之葉鞘長度、葉位與穗位高度以及穗軸抽出程度均隨著氮肥施用量增加顯著提高，其中上位

節間及葉鞘長度皆比下位節長，尤其以穗軸節間伸長最大。然而隨著氮肥施用量愈高，葉鞘

對伸長節間的包覆程度愈低，主要原因為節間伸長對於氮肥反應的敏感度高於葉鞘所致。葉

鞘對伸長節間的包覆程度主要受期作、品種及氮肥施用量的影響，二期作葉鞘長度較一期作

長，導致二期作葉鞘對節間的包覆程度明顯較一期作高，但相反地導致二期作具有較短的穗

軸抽出度。本研究證實氮肥施用量顯著改變莖桿生長速率，其結果將改變植冠結構與抗倒伏

特性。

現有技術： 目前針對溫帶型稉稻在氣象環境迥異的栽培期作下，有關氮肥用量對莖稈

細微發育之影響的相關研究較少。

創新內容： 本研究分析氮肥施用量、氣象環境與莖稈生長的關係，其結果可用於調整

水稻植冠結構與改善抗倒伏特性。

對產業影響： 藉由水稻莖稈生育隨著品種、氮肥施用量與氣象條件不同而產生的形態

發育差異，提供育種選拔、氮肥管理及株型調控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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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稻是臺灣地區主要之糧食作物，至 2014 年一、二期作合計仍達 26 萬餘公頃，其重要

性遠超過其它作物。然而，臺灣為亞熱帶海島型氣候國家，位居西太平洋颱風主要路徑之南

緣，風災、雨害頻仍，是過去至今不變的事實。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歷年天然災害農業總

損失統計報告指出，2001 ～ 2010 年間之農作物損失總計達新臺幣 782 億元，對臺灣農業生

產影響最大之異常天氣以颱風、雨害所造成的損失最為嚴重，其中受害農作物又以水稻發生

次數最多。當稻株遭受風災、雨害發生倒伏情形，不但造成田間管理及收穫作業操作困難，

更降低產量、影響品質，在政府大力推行良質米生產之際，實為一大致命傷。

在現行水稻栽培模式下，惡劣的氣象環境無法逃避，就必須自稻株本身的抗倒伏特性進

行改善。水稻莖稈高度是影響倒伏的重要因素之一，稻株愈高導致莖稈主軸重心提高，愈容

易倒伏，不利於稈的彎曲彈性 (1,2,3)。水稻莖稈是由一連串的節與節間所組成的。主稈之總節

數為莖稈上可分化生長的總葉片數加上 2，即加上芽鞘節及穗節，但只有上端的數個節間可

以伸長，其餘均呈粗短狀；最頂端者為最長的節間，愈接近基部則節間愈短，未伸長諸節間

的總長大約只有數公分 (22)。節間的伸長和生長期的關係非常密切，早熟及中熟品種一般皆

始自幼穗分化期，而晚熟品種則在幼穗分化發生前即已開始進行節間的伸長 (13,23)。株高亦為

植冠結構的重要組成因子，在目前水稻產量水準下，要再進一步提高產量，必須增加生物產

量，而株高是提高生物產量的重要途徑 (6)。此外，短稈會影響植冠內部的微氣候，形成容易

滋生病蟲害的環境 (9,14)。然而當植株過高，容易導致倒伏，不適宜密植，造成產量低落。因

此在提高莖稈強度的前提下，適當增加株高為產量提升的有效方法之一。顯然，合理而適時

的氮肥管理對於水稻生產相當重要。

研究顯示，水稻葉片、株高及穗彎曲度等均隨著穗肥氮肥施用量而增大 (8)。當氮肥施用

量增加時，稉稻的下位伸長節間長度及稈長較半矮性秈稻敏感，因此半矮性秈稻具有較稉稻

良好之耐肥能力 (16)。亦有學者認為幼穗分化期前的降雨導致土壤中的氮素供給量增加，是

造成幼穗分化後節間伸長的主因 (10)。由許多研究結果均顯示，株高與氮肥施用量有顯著正

相關 (1,8,15)。顯然稻株莖稈發育與肥培管理技術、氣候環境息息相關。然而有研究指出，就

氮肥敏感度而言，穗肥施用以後，葉身長度及葉鞘長度對於氮肥的敏感度高而迅速伸長，然

而節間長度的反應則相對較不敏感，氮肥效應會因為不同品種而有相當大的差異 (12)。亦有

研究顯示當氮肥施用於節間伸長期時，並不直接影響伸長節間的長度，節間長度與光輻射量

呈現負相關 (20)。

水稻除了伸長節間長度與植株倒伏有關之外，葉鞘對於植株及莖稈亦有支持功能，並支

配各葉葉身的著生高度。在節間伸長發育之前，莖稈甚短，整體植株結構由葉鞘支持；節間

伸長以後，葉鞘包覆莖稈，對莖稈提供 30 ～ 60％的耐挫強度 (breaking strength)，亦即對植

株有機械支持而抗倒伏的功能 (11)。

過去對於水稻莖稈形態的相關研究，多以日本對於稉型稻莖稈之形態研究 (12,15,17) 及中國

針對秈稻莖稈形態進行研究 (6,7,8) 為主，而且為一年單期作之分析調查。在亞熱帶的臺灣為

北半球稉稻栽培的最南界，而且單年生產兩期作水稻，在兩期作水稻栽培氣候差異甚大的環

境下，對水稻植株莖稈的變化影響尚無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首度針對國內水稻品種調查

並呈現兩期作氣候環境下，不同氮肥等級之植株伸長節間長度與其葉鞘長度之變化及相對分

布，作為未來施肥管理及株型調控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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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田間試驗與佈置

本研究供試水稻（Oryza sativa L.）品種為臺農 71 號（Tainung, TNG71）及臺稉 9
號（Taikeng, TK9），田間氮肥管理分別施予 60、120 及 180 kg ha-1 等三種不同氮肥施

用等級，三重複。於 2007 ～ 2008 年進行田間試驗，每年兩期作，共四期稻作，以提供

作為性狀取樣、量測調查的水稻族群來源。因應參試兩品種的生育日數不同，造成穗肥

施用時期的差異，田間試區排列採用裂區設計，大區為品種，小區為肥料等級處理，每

一小區面積為 6 × 5 ＝ 30 平方公尺。2007 年一、二期稻作分別在 2 月 13 日及 8 月 2 日

人工移植；2008 年一、二期稻作分別於 1 月 30 日及 8 月 8 日人工移植，多本植，每叢

5 ～ 7 株。試驗期間栽培方法採用慣行法，行株距為 0.30 m × 0.15 m。氮肥（硫酸銨）

分別於整地時（基肥）、分蘗始期（追肥）及幼穗分化期（穗肥）平均施用，並於基肥

施用時全量施用每公頃 P2O5：50 公斤及 K2O：40 公斤。灌溉及排水依實際需要進行管

理，農藥施用視病蟲害發生狀況而依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適時防治。除草劑部分係以

32％丁基拉草乳劑 5 L ha-1 於插秧前 2 ～ 3 天整地後均勻撒佈，以抑制雜草種子萌芽，

移植後 5 ～ 7 天施用 5.1％殺丹免速隆粒劑 30 kg ha-1，防除萌芽後之雜草，再於插秧後

約一個月實施人工除草一次。

二、田間取樣及調查方法

為探討水稻生育後期之節間、葉鞘及穗之生長變化及相對發育空間分布，於成熟期

選取每叢母莖，調查最上位 5 葉之葉鞘長度、節間長度及穗長 ( 圖 1），每小區調查 6
叢。並計算上位 5 葉之葉鞘長度總和與上位 5 段伸長節間和之比值，作為葉鞘對節間的

包覆程度 (leaf sheath coverage rate）。穗著位高度 (panicle height）為上位 5 段伸長節間

長的總和。將上位第一節間長 (-1N）減去上位第一葉之葉鞘長 (-1LS），即為穗抽出長

度 (panicle exsertion）。並且記錄水稻全生育期間之溫度及日射量等氣象資料。

圖 1. 水稻成熟植株性狀示意圖

Fig. 1. A simplified diagram of mature rice plant
P: panicle, N: internode, LB: leaf blade, LS: leaf sh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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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水稻生育過程中，各項器官的形態發育都有其生理意義，其影響結果最終都將表現在株

型、產量及品質上。藉由記錄 2007 ～ 2008 年水稻生育期每日平均溫度及日輻射變化情形如

圖 2 及圖 3 所示，一期作水稻生育期間之每日平均溫度隨著移植後天數逐漸增加，二期作則

反之；日輻射量的變化情形亦有相同趨勢，顯然兩期作間之氣候條件差異甚大。因此，本

研究採用兩個國內稉型水稻栽培品種為試材，分別於兩期作氣候環境條件下，利用每公頃

60、120 及 180 公斤等三個氮肥施用等級營造水稻莖稈長度差異，探討不同期作下氮肥管理

對水稻莖稈形態發育的影響。

圖 2. 2007 ～ 2008 年水稻一、二期作生育期間日均溫與累積溫度的變化情形

Fig. 2. The change in daily mean and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during rice growth period of first 
and second crop seasons in 2007-2008

一、水稻莖稈形態在不同氮肥施用量下之變化

(一)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水稻株高的影響

不同氮肥施用量下之水稻株高變化如圖 4 所示，隨著水稻上位伸長節間的伸

展，水稻株高隨著生育進展而增加，於齊穗期達到最高點以後，株高呈現停滯狀

態，品種間之趨勢相同。不同氮肥施用量下，2007 年及 2008 年一期作臺農 71 號

株高介於 86.9 ～ 91.8 cm 及 83.5 ～ 91.0 cm 之間，臺稉 9 號則介於 85.4 ～ 90.8 
cm 及 85.8 ～ 93.4 cm 之間 ( 圖 4-1）；2007 年及 2008 年二期作臺農 71 號株高介

於 81.2 ～ 92.4 cm 及 89.6 ～ 97.8 cm 之間，臺稉 9 號則介於 91.9 ～ 100.1 cm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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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 101.7 cm 之間 ( 圖 4-2）。以品種而言，一期作兩品種株高相近，但二期作

環境下，臺稉 9 號株高明顯高於臺農 71 號。整體而言，二期作株高較一期作高；

氮肥施用量愈高，則株高愈高。

圖 3. 2007 ～ 2008 年水稻一、二期作生育期間日輻射量與累積日輻射量的變化情形

Fig. 3. The change in daily and accumulated radiation during rice growth period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rop seasons in 2007-2008

(二)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水稻伸長節間長度的影響

水稻各伸長節間長度是生殖生長期以後之株高構成因子，本試驗調查上位五段

伸長節間（圖 1，-1N ～ -5N）長度，以了解兩參試品種在不同期作間氮肥施用量

對伸長節間長度的影響（圖 5）。試驗結果顯示，伸長節間長度以最下位之 -5N 最

短，愈上位的節間愈長，其中以 -2N 與 -1N 的節間長度差異最大。當氮肥施用量愈

高，則各伸長節間相對愈長，但氮肥施用量的影響低於不同節位間的差異，品種間

亦有相同趨勢。因此，以平均節間長度而言，2007 年及 2008 年一期作臺農 71 號

之五個伸長節間（-5N ～ -1N）長度分別為 2.5、7.9、12.9、18.3、32.4 cm 及 1.7、
6.6、11.1、16.8、31.9 cm；臺稉 9 號則分別為 2.8、8.2、13.3、17.0、32.3 及 1.8、6.4、
11.7、17.3、32.0 cm。2007 年及 2008 年二期作臺農 71 號之五個伸長節間（-5N ～ 
-1N）長度則分別為 3.0、7.1、10.5、16.5、32.4 cm 及 2.8、7.2、10.5、19.2、31.5 
cm；臺稉 9 號則分別為 2.2、8.4、12.6、17.2、34.5 cm 及 2.4、7.3、12.2、17.9、
34.6 cm。比較兩品種各節間長度顯示，二期作臺農 71 號之 -2N 與 -3N 的差異明顯

較一期作大，然而臺稉 9 號則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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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兩品種水稻一期作株高的影響

Fig. 4-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plant height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first crop season

圖 4-2.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兩品種水稻二期作株高的影響

Fig. 4-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plant height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second crop season

(三)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水稻生育後期葉鞘長度的影響

水稻生育後期之葉鞘長度將影響生殖生長期以後之葉片著位高度分布，並且與

莖稈之耐挫強度有關。由圖 6 顯示，無論在年度間、期作間及品種間，葉鞘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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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上位第 1 葉之葉鞘長（-1LS）最長，-5LS 最短，然而 -2LS ～ -5LS 之差異不

大；整體葉鞘長度以臺農 71 號較臺稉 9 號長。2007 年與 2008 年一期作臺農 71 號

之上位 5 葉葉鞘長度分別介於 19.9 ～ 27.5 cm 及 19.0 ～ 26.1 cm，臺稉 9 號分別為

18.1 ～ 25.5 cm 及 16.3 ～ 26.1 cm；二期作臺農 71 號則分別介於 19.0 ～ 31.2 cm 及

20.8 ～ 30.2 cm，臺稉 9 號介於 20.6 ～ 30.5 cm 及 20.8 ～ 30.2 cm 之間。

圖 5-1.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兩品種水稻一期作上位 5 節間長度的影響

Fig. 5-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the length of five upper internodes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first crop season

圖 5-2.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兩品種水稻二期作上位 5 節間長度的影響

Fig. 5-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the length of five upper internodes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second crop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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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兩品種水稻一期作上位 5 葉之葉鞘長度的影響

Fig. 6-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the length of five upper leaf sheaths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first crop season

圖 6-2. 不同氮肥施用量對兩品種水稻二期作上位 5 葉之葉鞘長度的影響

Fig. 6-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the length of five upper leaf sheaths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second crop season

二、不同氮肥施用量對水稻生育後期葉、稈及穗形態之影響

(一) 不同氮肥施用量下水稻葉鞘對伸長節間的包覆程度

水稻各個節位均著生一片葉鞘，葉鞘上有葉身。當稻株之伸長節間發育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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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鞘即包覆著節間，此後稻株葉身及穗部由此結構所支撐。為了解水稻生育後期

伸長節間發育後之葉鞘與節間的包覆程度，本研究利用上位 5 葉之葉鞘（-5LS ～ -
1LS）長度總和與上位 5 伸長節間（-5N ～ -1N）總和之比值（圖 7），比較葉鞘對

莖稈的包覆程度。試驗結果顯示，當氮肥施用量愈高，葉鞘包覆程度愈低，品種間

與期作間均有相同趨勢。臺農 71 號之一、二期作平均葉鞘包覆程度分別為 1.62 及

1.78；臺稉 9 號則分別為 1.53 及 1.73。整體而言，二期作的葉鞘包覆程度較一期作

高，品種間則以臺農 71 號的葉鞘包覆程度較臺稉 9 號高，且臺農 71 號的葉鞘包覆

程度變異亦較大。

圖 7. 不同氮肥施肥量對水稻葉鞘包覆伸長節間的影響

Fig. 7.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the leaf sheath coverage rate of rice 
elongated internodes

(二) 不同氮肥施用量下水稻葉身、穗的著位高度

水稻生育後期之植冠結構係由稈、葉身及穗所組成，各節位葉身之間層層相

疊，而穗則著生於莖稈最上部。為了解穗及各節位葉身之間的空間分布，計算各葉

片之葉鞘長度與其下位節間的總和，以分析葉及穗之著位高度（圖 8）。結果顯示，

無論在品種間或期作間，當氮肥施用量愈高，則穗與各節位葉身的著位高度愈高，

而且愈上位的葉身著位高度差異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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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不同氮肥施肥量對兩品種水稻一期作葉、穗著位高度的影響

Fig. 8-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vertical height of leaf and panicle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first crop season

圖 8-2. 不同氮肥施肥量對兩品種水稻葉、穗著位高度的影響

Fig. 8-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vertical height of leaf and panicle of 
two rice cultivars grown in the second crop season

(三) 不同氮肥施用量下稻穗的抽出程度

穗的抽出程度與稻穗的彎曲程度和穗的受光姿態等有關。利用上位第一節間長

（-1N）減去上位第一葉之葉鞘長（-1LS），可計算穗抽出長度（圖 9）。結果顯示，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6 號

34

一期作之穗抽出長度明顯較二期作大，其影響高於品種及氮肥施用量。以兩參試品

種及兩年度平均計算，一期作之穗抽出長度為 6.37 ± 1.03 cm，二期作為 3.36 ± 1.81 
cm。當氮肥施用量愈高，則穗抽出長度愈長；臺稉 9號之平均穗抽出長度 5.81 ± 1.57 
cm，較臺農 71 號（3.91 ± 2.20 cm）長。

圖 9. 不同氮肥施肥量對穗軸抽出長度的影響

Fig. 9.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on the exsertion of panicle axil

討　　論

臺灣地區兩期稻作生長環境迥異，一期稻作之生育期由較低的氣溫與日射量朝向高溫、

多日射量氣象環境變化，二期稻作則由生長初期之高溫、多日射量逐漸轉變為收穫時的低

溫、低日射量。氣候與栽培環境的變化導致水稻莖稈發育的差異，最終影響植冠結構的受光

姿態與倒伏特性，說明了在臺灣兩期作氣候環境下水稻莖稈形態發育研究的重要性。

相關研究指出，每個水稻品種的形態變化對氮肥施用的反應不同，因此應了解各個品種

間的肥料反應差異 (12)。而本研究亦首度針對國內水稻品種進行莖稈形態調查，呈現在不同

期作氣象環境下，氮肥施用量對於葉鞘長度及各伸長節間長度之影響，這些生長變化輪廓，

潛藏著氮肥管理與環境因素等的多重影響，需要進行分析與歸納條理，才能從事在生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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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可能應用。

相關研究指出，矮稈植株及下位節間之長度愈短者，其抗倒伏性愈強，此性質除與遺傳、

環境有關外，亦與栽培期間之氮肥施用有顯著關係 (1,2,8,12)。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以相同品種

而言，當氮肥施用量增加，則上位 5段伸長節間長度均隨著增加，株高增加而導致重心提高，

增加發生倒伏的機會 (3)。氮肥效應除了會因為不同品種而有差異外 (12)，本研究亦指出不同

品種在各伸長節間長度的發育，會因為期作的不同而改變，顯現出氣候環境與品種間的交互

反應，而表現於莖稈發育的差異。上位五葉之葉鞘長度與伸長節間長度支配著葉身在稻株的

空間高度分布，由本試驗結果顯示，當氮肥施用量愈高，上位五葉之葉鞘長度及節間長度均

隨之增加，將造成上位五葉葉身彼此間之相對空間改變。當節間縮短、葉鞘長度減低，造成

植冠內葉片重疊密度增大，單位土地面積之光合效率可能因而降低 (18)，也會影響植冠內部

的水氣、熱分布及空氣組成等微氣候 (14)。顯然品種的差異，以及氮肥施用量及期作間氣象

環境的改變，不僅影響稻株莖稈形態的變化，也造成植冠內空間分布的差異，最終表現在整

體植冠的受光態勢與微氣候的改變，而影響整體植株之光合作用效率、生長與產量的形成，

甚至改變病蟲害的發生率 (9,14)。

此外，株高及葉鞘包覆程度為影響倒伏的重要因子。用來衡量稻株倒伏特性的倒伏指數

係由〔（稈長）2 × 主稈鮮重〕／〔主稈乾重 × 稈莖挫折強度〕計算而來 (3)，由公式得知，

稈長對倒伏特性的影響更甚於其它因素。相關研究進一步綜述，決定倒伏的四大重要因子為

莖稈重心高度、葉鞘包覆程度、稈莖挫折強度及稈彈性 (4)。因此，本研究除了調查株高及伸

長節間長度，以了解莖稈重心高度外，亦藉由在不同氮肥施用量栽培環境下，分析葉鞘對節

間的包覆程度，結果發現葉鞘包覆程度不但受品種及氮肥施用量的影響，期作間的差異更

大。整體而言，臺農71號的葉鞘較臺稉9號長，也造成葉鞘對節間的包覆程度較臺稉9號高，

顯然此性狀會因品種而異。當氮肥施用量愈高，葉鞘對節間的包覆程度愈低，顯示節間長度

對於氮肥的敏感度高於葉鞘，然此結果與 Fukushima（2007）的研究結果不同，可能因為品

種的差異所導致。此外，二期作葉鞘對節間的包覆程度明顯較一期作高，究其原因為一期作

葉鞘長度較二期作短所形成，因此水稻生育後期之溫度及日照等氣象條件，將影響葉鞘長度

的生長發育，其個別氣象因素的影響程度應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當 -1N 與 -1LS 的差異愈小，則穗抽出程度愈小。穗的抽出程度與稻穗的彎曲程度、穗

的受光姿態及上位葉片的截光量有關，進而影響植冠的光合作用效率 (19,21)。本研究結果顯

示，由於兩期作之氣候環境迥異，造成二期作稻株的穗抽出長度較一期作低，期作間氣象環

境的影響高於品種及氮肥施用量，亦即品種及氮肥施用效應具有微調穗抽出程度的效果，當

穗肥施用時期愈晚，也會造成穗的抽出長度愈長 (12)。此外，相關研究亦顯示二期作氣候環

境適宜水稻稻細蟎的發生，葉鞘腐敗病病原菌（Sarocladium oryzae (Sawada)）常經由稻細蟎

的媒介入侵稻株而致病，導致受害稻株之穗頸扭曲，造成稻穗無法正常抽出或部份抽出，嚴

重影響產量及品質 (5)。因此特別在二期作氣象環境下，應注意各種因素對稻穗抽出程度的影

響，以利於稻作生產。

臺灣為北半球稉稻栽培之最南界，也是唯一單年度栽培兩期作之稉稻栽培區，本研究首

度針對國內水稻品種進行調查，呈現期作間不同氮肥等級下之葉鞘長度及各伸長節間長度之

變化；並揭示在水稻生育過程中，莖稈生育隨著品種、氮肥施用量與氣象條件不同而產生的

空間差異，充分反映了品種間複雜的生長行為及環境效應，藉由歸納解析其生長資訊，可作

為未來育種、肥培管理及株形調控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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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itrogen Fertilization Rates on the 

Culm Development of Rice1

Chen, R. K.2 and C. L. Chen3

Abstract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ertilizer 

application rates (60, 120 and 180 kg ha-1) on culm development of two rice cultivars TNG71 and 
TK9 grown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rop seasons during 2007 and 2008. The two years data across 
four cropping seasons revealed that culm growth characters such as plant height, length of elongated 
internodes, length of top five leaf sheath, vertical height of leaf blade and panicle, and panicle 
exertion above leaf sheat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pplication rate of 
nitrogen fertilizer. Top parts of internode and leaf sheath were longer than lower parts especially for 
panicle axil internode. However, elongated internode coverage rate by relative leaf sheath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in nitrogen levels owing to the growth of internode response to 
nitrogen was more sensitive than leaf sheath. Degrees of leaf sheath coverage were affected by crop 
seasons, cultivars and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s. Leaf sheath coverage rate in second crop season 
was higher than the first crop season attribute to the total leaf sheath length was longer in the second 
crop season, and reversely resulted in shorter panicle exsert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responses 
of stem growth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itrogen doses and subsequently would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canopy and lodging resistance.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Currently, there are lack of detail responses of stem growth to different nitrogen supply under 
diverse cropping seasons in temperate japonica rice.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itrogen levels, crop seasons and stem growth 
of rice.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to adjust canopy structure and improve lodging resistance.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stem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conditions woul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nitrogen management, canopy adjustment, and breeding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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