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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施中微量元素对宁夏酿酒葡萄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锐 1，王

王
（1．宁夏大学农学院，宁夏
摘

银川

竞 1，杨玉春 2，齐雁冰 2*

750021；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要：中微量元素的缺乏是限制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品质的重要因素。通过大田试验研究了在常规施肥的基础

上配施 Fe、Mn、Cu、Zn、B、Mo、Mg、Ca 等元素对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赤珠霞（Cabernet Sauvignon）生长及品
质的影响。结果表明：配施 B 元素显著提高葡萄百粒重，降低可滴定酸的含量；Fe 和 Mn 元素显著降低葡萄百粒
重、果粒粒径及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Cu 和 Zn 元素显著降低可溶性糖的含量，Zn 元素显著提高单宁和总花色苷
的含量，配施 Ca 和 Mg 可提高葡萄产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糖酸比。单独配施一种微量元素的效益是有限的，
将 8 种微量元素混合施肥可较常规施肥的百粒重提高 32.5 g，总产量提高 43.8%，同时显著提高还原糖和可溶性糖
含量，降低可滴定酸含量，并具有较高的单宁、总花色苷和总酚含量。因此，该地区多种微量元素综合配施在提
高葡萄产量和品质方面显著优于配施单种微量元素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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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的品质是决定葡萄酒“风味”的重要

性来加快淀粉水解和糖类的转移，对作物的生长

［1-3］

。尽管气候及土壤条件是酿酒葡萄品质特

发育、产量及抗逆性有显著作用［14］。铜与植物体

征的基础［4-6］，但在一定的气候及土壤条件下，施

内的氧化还原反应和呼吸作用有关，能促进花粉

肥、灌溉、栽培技术等人为管理措施是改善区域

萌发、提高结实率［15］。锌可以间接影响生长素的

酿酒葡萄品质的重要途径［7-9］，其中肥料的施用是

合成，充足的锌不仅能提高籽粒重量且有助于生

基础

［10］

改善酿酒葡萄产量与品质既直接又快速的措施

。

物膜的稳定性［16］。硼能调节碳水化合物、有机酸

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肥料是葡萄生长及产量的重要保

的运转，提高坐果率［17］。钼在作物生长中需求量

障，而葡萄对于中微量元素的需求量并不高，但对

较少，但它通过影响参与氮代谢的钼酶活性而影

［11-12］

，因此在酿酒葡

响生物固氮作用，镁与作物光合作用、蛋白质合

萄既追求产量更追求品质的要求下，开展区域中微

成、酶的活化等生理活动都有关［18］。钙能中和土

量元素肥对酿酒葡萄品质影响的研究，对于改善酿

壤酸度，增强土壤保肥能力，葡萄缺钙幼叶叶脉

酒葡萄的品质和创建区域葡萄酒的风味，及指导区

间及叶缘褪绿，随后近叶缘处出现针头状坏死斑，

域特色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茎蔓先端顶枯［19］。由此可以看出中微量元素对于

于葡萄品质的影响非常显著

中微量元素铁、锰、铜、锌、硼、钼、镁、钙

作物及果树的生长及品质具有显著影响已经得到

等是葡萄生理生化过程中一些酶或辅酶的重要组成

公认，有关于中微量元素对粮食、蔬菜产量及品

［7］

，专一性强，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

质［19-20］ 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这些结果对于深

或缺的营养元素，在促进植物呼吸作用、光合作

入开展中微量元素肥对于果树产量与品质的影响奠

部分

［11］

用以及物质能量转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

铁在葡萄树体内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参与叶绿
［11，13］

素及 DNA 的合成

。锰能通过提高淀粉酶活

定了基础，但目前中微量元素对于葡萄影响的研究
主要以鲜食葡萄为主，而对于酿酒葡萄的研究相对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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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营养的含量，更限制了微量
营养元素的含量。孙权等

［22］

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区

下配施中微量元素肥料与酿酒葡萄品质的关系，
以期为提高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品质提供科学

域土壤全量微量元素含量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依据。

50% ～ 67%，大部分有效态微量元素也处于土壤
临界值，严重影响了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品质的提

1

高［23］。 但 产 区 内 长 期 以 来 主 要 采 取 传 统 施 肥 措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施，传统施肥注重大量元素的施用，再加上人们

研究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

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过量增施大量元素肥料而忽

产区，选取的葡萄园位于永宁县闽宁镇立兰酒庄

视了中微量元素对葡萄生长的作用，使得该区域

葡萄基地，该区域光照充足，年日照率 65% 以上，

土壤中、微量元素缺乏，土壤养分失调，病虫害

太阳总辐射量 6 100 MJ·m-2，年平均气温 8.9℃，

加剧，酿酒葡萄的产量和品质得不到提升［11］。随

4 ～ 9 月份活动积温 3 289℃，年均降水量 200 mm，

着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及对葡

年均蒸发量 1 580 mm，全年日照时数在 2 851 ～

萄酒风味要求的提高，开展中微量元素肥料对于

3 106 h， 无 霜 期 176 d。 试 验 区 地 形 平 缓， 平 均

酿酒葡萄产量与品质的影响就尤为重要。因此，本

海 拔 高 度 为 1 160 m。 葡 萄 园 土 壤 质 地 为 壤 质 砂

研究以贺兰山 4 年生的赤霞珠为研究对象，设计

土， 砂 粒、 粉 粒 和 粘 粒 含 量 分 别 为 85% ～ 90%、

常规施肥配施铁、锰、铜、锌、硼、钼、镁、钙

5% ～ 8% 和 6% ～ 10%，石砾含量 10% 左右，土

8 种中微量元素肥料，探讨在固定气候土壤环境

壤类型为普通灰钙土。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表1
土层深度

孔隙度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

（g·kg-1）

（g·kg-1）

（g·kg-1）

1.7

37.4

10.4

0.5

0.3

23.3

42.5

17.7

163.3

8.5

1.5

45.4

10.2

0.4

0.2

22.3

11.0

4.5

193.3

8.4

1.4

48.2

10.1

0.2

0.2

20.2

2.8

1.0

80.0

pH

容重

（cm）

值 （g·cm-3）

0 ～ 20

8.3

20 ～ 40
40 ～ 60

1.2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表2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7 年 4 ～ 10 月在立兰酒庄葡萄园进

全钾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g·kg-1） （mg·kg-1） （mg·kg-1） （mg·kg-1）

中微量元素肥料及配施量
施肥量

处理

肥料品种

。南北行向定植，树形为倾斜上架，株行
Sauvignon）

Fe

EDTA-Fe

60

距 0.8 m×3 m。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所

Mn

EDTA-Mn

60

有处理均以常规施肥为基础，分别在膨大期和转色

Cu

EDTA-Cu

48

期对酿酒葡萄进行灌根方式配施中微量元素肥，包

Zn

EDTA-Zn

60

括 Fe、Mn、Cu、Zn、B、Mo、Mg、Ca 肥 以 及 8 元

B

H3BO3

120

素混合肥料共计 9 个处理，每个水平设置 3 个重

Mo

H8MoN2O4

复，每个试验小区的面积为 30 m×50 m，具体中

Mg

MgSO4

60

微量元素施用量如表 2 所示，以常规施肥作为对

Ca

Ca（NO3）2

60

行，供试酿酒葡萄品种为 4 年生的赤霞珠（Cabernet

照（CK）。各种中微量元素的配施量通过前期研究
的结果及参考相关文献确定。所有处理的常规施肥

混合

EDTA-Fe+EDTA-Mn+EDTA-Cu+EDTAZn+H3BO3+H8MoN2O4+MgSO4+Ca（NO3）2

（kg·hm-2）

2.5

以上之和

为：葡萄出土后 4 月底施 120 kg·hm-2 尿素，5 月
下旬花后追施尿素和磷酸二铵各 225 kg·hm-2，6
-2

月下旬追施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375 kg·hm ，8 月
-2

底追肥硫酸钾 450 kg·hm 。通过滴灌方式统一灌
3

-2

水 3 000 m ·hm 。

1.3

测定方法
葡萄收获时，随机采集各处理同一部位具有代

表性果穗，选取适量果粒用搅拌机打成匀浆测定品
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采用手持糖量计测定；可滴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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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酸含量采用 NaOH 滴定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采

2.2

配施中微量元素肥对酿酒葡萄产量的影响

用蒽酮法测定；还原糖含量采用斐林氏剂滴定法测

由 图 1 可 以 看 出， 与 CK 相 比 较， 除 Ca 元

定；单宁、花色苷、总酚含量测定前先将葡萄粒在

素外，配施各中微量肥料单株产量和总产量均显

液氮中速冻后于 -86℃超低温冰箱冷冻保存备用，

著 提 高， 其 中 配 施 Cu 肥 处 理 单 株 产 量 较 常 规 施

单宁含量采用福林 - 丹尼斯法，花色苷含量采用 pH

肥（CK） 提 高 44.3%， 其 它 施 肥 单 株 产 量 提 高

［24］

示差法，总酚含量采用福林 - 肖卡法测定

。

在酿酒葡萄采摘后随机采集各个处理 10 穗具

3% ～ 28%。配施 Mg、Cu 和混合肥葡萄总产量分
别较 CK 提高了 52.5%、42.2% 和 43.8%，配施 Fe、

有代表性果穗上的 30 果葡萄测定形态指标以及品

Mn、Zn、B 和 Mo 总 产 量 提 高 2.8% ～ 25.7%， 配

质。形态指标包括单果质量、果径、果穗长，采用

施 Ca 肥则使总产量降低 8.1%（图 2）。

天平、游标卡尺、直尺测定。在每个处理下随机采
取 9 株的果实，计算其单株的平均产量，然后小区
总株数 × 单株产量得到其理论产量。
1.4

数据分析
本 试 验 所 有 数 据 采 用 Excel 2013 处 理， 采 用

SPSS 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显著性检验；采用 LSD 法
在 P<0.05 水平上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配施中微量元素肥对葡萄形态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配施 B、Mo、Mg 元素和混

图1

合肥料均可以提高葡萄百粒重。其中，B 元素对葡

配施中微量元素对酿酒葡萄单株产量的影响

注：不同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萄果实重量影响最大，较常规施肥（CK）增加了
84.2 g，配施 Mo、Mg 及 8 种元素混合肥料的百粒
重较 CK 增加 4 ～ 32 g 不等；配施 Ca、Zn 和 Cu 肥
对百粒重的影响不明显；配施 Fe 和 Mn 元素后葡萄
百粒重显著降低。
表3

配施中微量元素肥对酿酒葡萄形态指标的影响

处理

百粒重（g）

粒径（mm）

穗长（cm）

CK

125.7±4.3e

11.7±0.3a

18.9±0.7a

Fe

112.7±4.6f

10.5±0.7a

18.1±0.5ab

Mn

116.7±3.7f

10.8±0.5a

16.8±0.3abc

Cu

129.6±3.0e

11.3±0.8a

13.9±0.9de

Zn

134.3±2.9de

11.7±0.7a

14.2±1.5cde

B

209.9±1.1a

11.2±0.7a

15.0±0.6cde

Mo

140.8±2.5cd

12.2±0.9a

15.6±0.2bcd

Mg

146.8±2.9c

12.2±0.3a

14.6±0.4cde

Ca

128.9±1.7e

11.2±0.5a

12.7±1.4e

异不显著。Mn、Cu、Zn、B 及混合施肥较 CK 显著

混合

158.1±1.3b

11.5±0.5a

13.7±0.8de

提高还原糖含量，而配施 Fe、Mo、Mg 和 Ca 肥则

注：同一列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配施中微量元素肥料对酿酒葡萄颗粒大小影响

图2

2.3

配施中微量元素对酿酒葡萄总产量的影响

中微量元素肥对酿酒葡萄糖酸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配施中微量元素处理的可溶性固

形物较常规施肥降低 2.8% ～ 4.2%，不同元素间差

明显降低还原糖含量，其中以 Ca 肥和 Mg 肥较常
规 施 肥 分 别 降 低 18% 和 14%； 除 B 和 Mg 元 素 不

不显著，但明显缩短了葡萄穗长，Ca 肥处理穗长

显著外，配施中微量元素明显降低可溶性糖含量，

较 CK 缩短了 6.2 cm，其他处理缩短 0.8 ～ 5.2 cm。

其中 Cu 和 Zn 肥降低幅度最大，分别降低 3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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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处理

配施中微量元素对酿酒葡萄品质的影响

可溶性固形物 还原糖含量 可溶性糖含量 可滴定酸
-1

46%，而配施元素混合肥则显著提高可溶性糖含
糖酸比

量；除 Fe 元素外，配施中微量元素均可显著降低
葡萄果实的可滴定酸含量，其中配施 Zn、B 元素

（%）

（%）

（%）

（g·L ）

CK

27.5a

20.6c

16.7b

5.5b

30.2c

Fe

23.3b

19.2c

14.5c

6.8a

21.3f

Mn

23.4b

22.2b

13.5c

5.2c

26.0d

Cu

23.9b

23.1a

10.4d

5.3c

19.8f

Zn

24.3b

21.7b

9.0d

4.3e

20.9f

高单宁含量，而配施其它元素没有显著影响或显

B

24.5b

22.4b

15.9b

4.2e

38.0a

著降低单宁含量；配施 Fe、Zn、Mo、Mg、Ca 及混

Mo

23.8b

19.3c

13.4c

4.9d

27.5d

Mg

24.3b

17.7d

16.0b

5.1c

31.1c

施 Cu 和 B 元 素 较 CK 分 别 降 低 1.4 和 1.9 mg·L-1。

Ca

24.7b

16.9d

11.2d

4.9d

23.0e

施用中微量元素可显著降低葡萄中总酚含量，B 元

混合

23.8b

23.8a

17.8a

图3

3

5.1c

34.8b

较 CK 降幅分别为 1.2 和 1.3 g·L-1；与 CK 相比较，
施 用 B 及 混 合 肥 料 糖 酸 比 分 别 提 高 了 7.8 和 4.6，
其他元素没有影响或显著降低糖酸比（表 4）。
2.4 中微量元素肥对酿酒葡萄单宁、总花色苷和总
酚含量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配施 B 和 Zn 元素可显著提

合肥料显著提高酿酒葡萄总花色苷含量，特别是
配 施 Zn 元 素 较 CK 提 高 幅 度 达 3.1 mg·L-1， 而 配

素较常规施肥降低 2.1 mg·g-1，其他元素降低幅度
在 0.9 ～ 1.7 mg·g-1 之间。

中微量元素对酿酒葡萄单宁、总花色苷和总酚含量的影响
注：同一物质下不同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

讨论
配施中微量元素不但影响酿酒葡萄的果实形

以促进光合产物葡萄糖向果实的运输，降低酸的含
量，提高糖酸比［25］。Fe 和 Mn 是参与植物光合作
用进而影响果实形状及品质的重要元素，本研究中

态，更影响葡萄的品质。葡萄对 B 元素非常敏感，

Fe 和 Mn 元素的施用显著降低葡萄百粒重和果粒粒

本研究结果显示配施 B 元素显著提高葡萄百粒重

径，同时由于果实变小，显著降低可溶性固形物的

的同时，显著降低可滴定酸的含量，并可明显提高

含量，这与蒋鹏等［25］ 在该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

酿酒葡萄的糖酸比，进而起到提高葡萄品质的作

可能因为配施 Fe 和 Mn 元素有利于叶片的生长发

用，原因在于 B 元素可以促进葡萄花粉管的萌发和

育，提高了葡萄叶片净光合速率，大部分干物质在

生长，促进授粉受精，提高果实重量，同时 B 可

叶片积累，进而使葡萄果粒变小［15］，但由于对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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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穗长不具有限制作用，因此并未影响葡萄的产

［2］

on wines produced from Vitis Vinifera L．Cv．Grenache in

量。Cu 和 Zn 对于葡萄的影响主要通过参与多种酶

commercial vineyards［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促反应进而成为影响葡萄质量的重要元素［26］，本
研究中配施 Cu 和 Zn 元素在显著降低可溶性糖和酿

Chemistry，2007，55：779-786．
［3］

酒葡萄糖酸比的同时，施 Zn 则显著提高单宁和总
［25］

花色苷的含量，这与蒋鹏等

［11］

及高陆旭等

在

素，对果实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27-28］，施
明等［29］的研究结果显示配施钙镁肥料在增加酿酒

［4］

Webb L，Whetton P，Barlow E．Climate change and winegrap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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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cientia Horticultu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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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medium and microelements fertilizer on growth and quality of wine grape
WANG Rui1，WANG Jing1，YANG Yu-chun2，QI Yan-bing2*（1． School of Agricultural，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Ningxia 750021；2．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Lacking of medium and microelement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wine grape in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um and microelements（Fe，Mn，
Cu，Zn，B，Mo，Mg and Ca）on the grape（4-year-old Cabernet Sauvignon）growth and quality were observed through
field experimental in a winery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medium and
microelements fertilizer affected both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wine grape. The application of B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100-berry weight of wine grape and reduced the content of titration acid. Application of Fe and M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grape 100-berry weight and fruit diameter and soluble solids. The application of Cu and Z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Zn elem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tannins and total anthocyanins. The Ca and Mg fertilizer
increased the yield of wine grape，the content of soluble solids and the ratio of glycolic acid significantly. While，the limited
benefits of individual element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ere observed and the reasonable benefits of the mixed medium and
microelements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 the improvement of grape yield and quality were achieved. Compared with CK，the
mixed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creased 100-berry weight and yield by 32.5 g and 43.8%，respectively，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reducing sugar and soluble sugar significantly，and reduced the content of titration acid，as well as the higher content
of tannin，total anthocyanins and total phenol was observed. Therefore，the mixed medium and microelement fertilizer
application has better benefits in improvement grape yield and quality than the individual element fertilizer in the research
area.
Key words：wine grape；grape quality；grape yield；medium and microelements fertilizer；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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