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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片营养诊断的苹果园果树精准施肥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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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苹果园缺乏精准施肥指导方法，造成果树养分供应比例不平衡、肥效低，导致果实质量不理想、品

质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叶片营养诊断的苹果树精准施肥模型。首先，采用 FCM －模糊聚类方法建立苹
果树花量估测模型，根据花果叶理论中花量与果实的数量关系，估算苹果树的目标产量。其次，根据养分平衡
法，对果树目标产量、土壤养分含量、肥料利用率以及肥料养分含量进行了分析，计算出果树的施肥总量，根据
苹果树年生长周期的生长规律、需肥特性及叶片营养诊断结果，建立了苹果树的精准施肥模型。最后，在苹果园
示范园内采用对照试验的方式进行施肥模型验证试验，比较两个对照组果园施肥量及果实品质结果。试验结果表
明：（1）经验指导施肥导致施肥量变化幅度大、肥料用量大，施肥模型指导施肥使施肥量变化幅度小、肥料用量
少，估测结果更加准确；（2）施肥模型指导施肥的果园相较于根据经验施肥的果园，果品质量明显提高：平均单
果重增加 37 g，果实硬度增加 1.7 kg/cm2，可溶性固形物增加 2.5 个百分点，果实着色面在 60% 以上的果实数量增
加 11.5 个百分点。综上所述，基于叶片营养诊断的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能够提高果品质量，降低肥料浪费，实现
科学指导苹果园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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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苹果树种植面积与苹果产量分别
［1］

导合理施肥显得尤为重要。

，目

果树施肥的方法主要为测土配方施肥法和营养

前亟待解决苹果产量和果品品质的提升问题。苹

诊断法两大类。测土配方施肥法是通过专门工具检测

果树是多年生农作物，合理科学地施用所需肥料

土壤所含养分多少来确定果园基肥的用量。肥料配

可以保证其正常的生长发育，能够在提高苹果品

方法中的肥料效应函数法与目标产量法可得到高精

占世界的 47.3% 与 40.8%，均居世界首位

质及产量的同时，节约生产成本

［2］

。为提高果树

度施肥量，因而广泛应用在苹果树施肥实践中［4-5］。

产量，果农逐渐意识到果园施肥的必要性，但由

肥料效应函数法一般采用氮、磷、钾单因子或多因

于缺乏科学的指导，容易导致盲目、过度施肥，

子多水平的试验设计，统计不同处理得到的产量，

对果树生长、果品改善和生长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进而得到产量与施肥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营养诊断

近年来不同管理水平下苹果园的施肥效果报告指

法可以视为判断果树生育期是否需要追肥的一种方

出，当前果园的施肥管理中，施肥时期不合理，

法，是在确定施肥时期的前提下，根据果树营养诊

单次施肥量在总施肥量的占比不合适，不能依据

断的结果针对性地对施肥量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科

［3］

。不合

学施肥。通过营养诊断法和测土配方施肥法可以实

理的施肥不仅破坏树体营养平衡，而且影响果树

现果树需肥量的双向监测，确保施肥更加准确。果

健康生长发育，因此，建立科学的施肥模型以指

树营养规律及施肥现状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我国果园

果树的实际营养状态针对性地施用肥料

施肥管理的技术优化，使施肥模式逐渐从传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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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转变到营养诊断施肥上来，并结合叶片分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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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梢中部叶片，制定苹果树标准叶片养分含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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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9］。安贵阳提出苹果叶片中的元素含量会随季节

发展精细农业提供科学指导。

发生变化，果实膨大期时叶片中大部分元素含量变化

1

趋于平和，是采集叶片样本、分析元素含量，并进行
营养诊断的适宜时期［10］。

精准施肥模型原理
果园施肥模型以叶片营养诊断法及养分平衡法

虽然国内外专家对平衡施肥开展了诸多研究，
［11］

并在果树合理施肥管理技术上取得了较多成果

。

为基础，依据果树需肥特点、土壤供肥特性与肥料
效应，以影响施肥的果树需肥量、果树目标产量、

但迄今为止，尚未构成一套完善的可持续平衡施肥

土壤养分含量、肥料养分及肥料利用率含量 5 个因

体系。目前的平衡施肥理论和实际生产不完全相符，

素作为输入参数，分别计算氮肥、磷肥、钾肥的施

不便于指导果树管理，施肥理论需要创新优化。

肥量，并根据年周期内果树生长规律和需肥特点，

为解决当前苹果施肥管理存在的矛盾问题，本

在每个施肥时期按照比例分配 5 种肥料，制定合理

研究以营养平衡法和叶片营养诊断法为理论基础，

的施肥制度。对果树叶片中氮、磷、钾元素的含量

研究“红富士”苹果果实膨大期叶片，建立科学合

进行营养诊断，确定果树年周期内每个阶段的营养

理的施肥模型。根据年周期内果树生长规律和需肥

状态，并判断该阶段果树对氮、磷、钾 3 种肥料的

特点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施肥时期，进行施肥量的合

需求状况，动态调整施肥制度，建立施肥模型。

理分配，进一步依据叶片营养诊断所得的该施肥时

施肥模型结构如图 1 所示，其中输入量包括施

期果树当前营养状态，来调节控制最终的施肥量。

肥制度制定模块及施肥总量计算模块；输出量包括

从而实现每个施肥时期都精准施肥、科学施肥，为

果树在不同时期的灌水量及施肥量。

图1

2

施肥模型结构图

精准施肥模型总量的确定

2.1
2.1.1

计算实际需肥量
合理果实数量的确定
苹果树的品种、树龄、长势及管理水平不同，

会导致花朵和坐果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没有统一

的留果标准。目前果树负载量的确定方法包括叶果
比、枝果比、干周留果法等。由于在同一片果园中
同一品种的果树的叶果比是保持相对稳定的，而花
朵数量与叶片数量之间存在数量关系，因此在实际
应用中使用叶果比法确定果树留果量，稳定性更
好、准确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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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估测叶芽数量

（5）

其中，NP 为苹果树的叶片数量；NY 为苹果树
FCM- 模 糊 聚 类 法［12］， 采 集 自 然 条 件 下 的 苹 果
的叶芽数量；z 为苹果树每个叶芽所含的叶片数量，
树 开 花 期 图 像， 通 过 多 色 彩 空 间 来 剔 除 复 杂 背
取值为 3 ～ 10。
景、提取目标花朵，获取花朵轮廓的特征值，使用
叶果比估测果实数量：不同品种苹果树的叶果
FCM模糊聚类法分析所得的特征值数据，建立苹果
比不同，大型果品种的叶果比为 40∶1 ～ 60∶1，中
树花量预估模型，估测果树的花朵数量，为早期估
小型果品种的叶果比为 20∶1 ～ 40∶1［18］，根据式
产提供理论依据。
（6）、（7）计算不同品种果树的叶果比。
估测花芽数量：苹果树开花期需要消耗大量的
大型果品种：
树体营养，以促进果树的前期生长和器官形成。果
（6）
园管理中，为保证果实的良好发育，并避免养分的
过度消耗，需要对开花期果树进行疏花处理。
中小型果品种：
疏花之前，每个花芽有 x 朵花，x 一般为 2～7［13］；
（7）
为提高果实品质及坐果率，疏花后每个花芽至少
应留有 y 朵花，y 一般为 2 ～ 3，为保证花量稳定、
其中，NG 为苹果树的果实数量；NP 为苹果树
果树稳产，需要在目标留花量的基础上多保留 30%
的叶片数量；M1 为大型果品种苹果树的叶果比；M2
的花量［14］。根据式（1）、（2）计算花芽数量：
为中小型果品种苹果树的叶果比。
估 测 果 树 花 朵 数 量： 使 用 刘 双 喜 等 提 出 的

   

（1）

2.1.4

估算果树产量
果园单位面积产量由单位面积上的果树总数和

（2）
其中，Nh 为疏花前苹果树的花朵数量；NUM

单株果树的产量决定，而单株果树的产量依赖于单
株果树的果实总数和平均果重。且对于单株果树而

言，其果实数量与大小是相互制约的，但在一定
为疏花后苹果树的花朵数量；NH 为苹果树的花芽数
的留果范围内，果实数量对果树产量的影响更为
量；x 为疏花前苹果树每个花芽的花朵数量；y 为疏
明显［19］。
花后苹果树每个花芽的花朵数量。
苹果树的平均果重参照去年果树产量，根据式
花芽与叶芽数量关系：为保证果树的坐果率和
（8）
、
（9）计算单株苹果树的产量和苹果园的整体
果实品质，保持果树树体健壮，需要对果树花芽、
产量。
叶芽总量及二者比例进行调控。依据冯国民对苹果
（8）
树春季管理技术的研究［15］，初果期苹果树的花芽
（9）
量与叶芽量的比例约为 1 ∶ 5，盛果期苹果树的花
［16-17］
芽量与叶芽量的比例约为 3 ∶ 7
，根据式（3）、
其中，Y 为苹果园的整体产量；Y 单为单株苹果
（4）分别计算初果期、盛果期的叶芽数量。
树的产量；NG 为单株苹果树的果实数量；Zave 为苹
初果期：
果树的平均果重；N 树为苹果园中苹果树的数量。
（3）
盛果期：

其中，NY 为苹果树的叶芽数量；NH 为苹果树
的花芽数量。
估测果实数量
估算叶片数量：依据春季果树管理技术，苹果
树的每个叶芽有 3 ～ 10 个叶片，根据式（5）计算
叶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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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果树需肥量
将估测得到的苹果园整体产量作为目标产量，

（4）

2.1.3

2.1.5

确定在该目标产量下苹果树的实际需肥量。选取山
东省盛果期的苹果树作为研究对象，果树每生产
100 kg 苹果，植株需要吸收 N 0.8 ～ 1.0 kg ［20］，且
氮肥、磷肥和钾肥按照 N∶P2O5∶K2O=2∶1∶2 的比
例施用。目标产量下，根据式（10）、（11）、（12）
计算氮肥、磷肥、钾肥的需肥总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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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为 45.3%、17.5%、49.4%。

（12）

2.4

其中，HN 为苹果树的需氮肥总量；HP 为苹果

树的需磷肥总量；HK 为苹果树的需钾肥总量；hN 为
每 100 kg 目标产量所需施氮量。
2.2

计算施肥总量
检测 3 种单质化肥的养分含量后，结合果树目

标产量、土壤养分含量、肥料种类、肥料养分含量
以及肥料利用率等多个因素，计算果树年周期内施
肥总量。

检测土壤养分含量
本文选用山东恒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M-TYC 型土壤肥料养分速测仪，对土壤养分含量
进行检测，实现土壤与肥料中氮（N）、磷（P）、

2.4.1

计算单质氮肥施肥总量
本文选用尿素作为单质氮肥，根据式（13）、

（14）计算在目标产量下苹果树所施尿素总量：

钾（K）等养分的快速、准确检测。
2.2.1

（13）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为确保土壤样品能够代表果园的整体营养情

（14）

况，必须遵循多取样点采集土壤的原则，并且防
止在已施化肥的地点取样。长方形果园使用“S”
形路线选择取样点，正方形果园则采取五点取样
法进行取样［21］。由于苹果树吸收根系主要分布在
15 ～ 40 cm 土层中，本文将 20 ～ 40 cm 深度土样
的土壤养分含量作为标准［22］。选定土壤取样点之
后，用自带刻度的 304 不锈钢土壤取样器打孔取
土，孔深为 40 cm，采集 20 ～ 40 cm 处的土壤，装
入密封袋中标记密封，等待养分检测。
2.2.2

式中，FN—苹果园的尿素施肥总量；HN—苹果
树的实际需 N 量；“0.15”—土壤含氮量测定值换
算系数；mN—土壤含氮量；zN—苹果树对土壤中氮

素养分的利用率；CN—尿素中含 N 量；qN—尿素肥
料利用率；Y 空白—空白区产量；tN—苹果树单位产量

N 吸收量。
2.4.2

计算单质磷肥施肥总量
本 文 选 用 过 磷 酸 钙 作 为 单 质 磷 肥， 根 据 式

（15）、
（16）计算在目标产量下苹果树所施过磷酸钙

土壤养分含量检测
使用土壤肥料养分速测仪测量所采集到的土壤

总量：
          （15）

养分含量、含水量以及 pH 值，年周期内春季果园
土壤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取样深度
（cm）
20 ～ 40

2.3

表1

碱解氮

春季果园土壤检测结果
有效磷

速效钾

（mg/kg） （mg/kg） （mg/kg）
55.87

（16）

6.76

139.07

含水量
（%）
13.92

式 中，FP2O5— 苹 果 园 的 过 磷 酸 钙 施 肥 总 量；

pH 值
6.95

检测肥料养分含量
选择尿素、过磷酸钙以及硫酸钾 3 种常用单质

化肥进行养分含量分析。其中，尿素属于中性肥
料，标准含氮量为 46.0%，水溶性好，且在转化为
碳酸铵时产生的碳酸有助于碳素同化，促进难溶性
磷酸盐的溶解，适宜在果园长期使用。过磷酸钙作
为酸溶性单质肥料，含磷量为 18.0%，与充足的氮

HP2O5—苹果树的实际需 P2O5 量；“0.15”—土壤含
磷量换算系数；mP2O5—土壤中 P2O5 含量；zP2O5—苹

果树对土壤中磷素养分的利用率；CP2O5—过磷酸钙

中 P2O5 含量；qP2O5—过磷酸钙肥料利用率；Y 空白—空
白区产量；tP2O5—苹果树单位产量 P2O5 吸收量。

2.4.3

计算单质钾肥施肥总量
本文选用硫酸钾作为单质钾肥，根据式 17、

18 计算在目标产量下苹果树所施硫酸钾总量：
（17）

肥配合使用能够使果树吸收效果最佳。硫酸钾是一
种酸性肥料，标准含钾量为 50%，易溶于水，可作
为钾素单质肥使用。
本文使用土壤肥料养分速测仪检测尿素、过磷
酸钙以及硫酸钾 3 种肥料的氮磷钾元素含量，测得
尿素含氮量、过磷酸钙含磷量、硫酸钾含钾量分别

（18）
式中，FK2O—苹果园的硫酸钾施肥总量；HK2O—
苹果树实际需 K2O 量；“0.15”—土壤含钾量换算

系数；mK2O—土壤中 K2O 含量；zK2O—苹果树对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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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钾素养分的利用率；CK2O—硫酸钾中含 K2O 量；
qK2O—硫酸钾肥料利用率；Y 空白—空白区产量；tK2O—
苹果树单位产量 K2O 吸收量。

3

精准施肥模型的创建

3.1

3.2.1.2 苹果叶片中含磷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对
果树叶片样品中磷素含量与果树产量进行相关性
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叶片磷素含量与苹果
产量呈一元二次回归关系，式（20）为其回归方
程式：

果树叶片样品采集与营养检测
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的方法选择 50 棵苹果树，

（20）
式中，x—苹果树叶片中的含磷量；y—苹果树

在每棵果树树冠外围中部的不同方向上枝条中部采
集 5 片生理成熟且无损、无病虫害的健康叶片作为

产量；R2—决定系数。

样品，装进密封袋，放到保鲜箱中，带回试验室烘

3.2.1.3 苹果叶片中含钾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对
果树叶片样品中钾素含量与果树产量进行相关性
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叶片钾素含量与苹果
产量呈一元二次回归关系，式（21）为其回归方
程式：

干粉碎，用凯氏定氮法、钼锑抗比色法以及火焰光
度法分别测定果树叶片中氮、磷、钾 3 种元素的含
量［23-24］。
3.2

叶片养分含量对施肥的影响

3.2.1

叶片养分含量与果树产量之间关系
对“红富士”苹果果实膨大期叶片养分含量与
苹果产量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叶片中氮、
磷及钾 3 种元素含量与苹果产量的关系［25］。
3.2.1.1 苹果叶片中含氮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对
果树叶片样品中氮素含量与果树产量进行相关性
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叶片氮素含量与苹果
产量呈一元二次回归关系，式（19）为其回归方
程式：

（21）
式中，x—苹果树叶片中的含钾量；y—苹果树

产量；R2—决定系数。
3.2.2

标准叶片养分含量与施肥量
苹果树叶片养分含量丰缺指标还没有统一的

标准，本文参照安贵阳［10］ 提出的 7 月中旬至 8 月
中旬是采集苹果树叶样分析元素并用于营养诊断的
适宜时期。参照李港丽等［9］，选择 7 月中至 8 月

（19）
式中，x—苹果树叶片中的含氮量；y—苹果树

中的果实膨大期、发育新梢中部叶片制定苹果树标
准叶片养分含量范围，如表 2 所示。本文以“红富
士”苹果为例，研究叶片养分含量差异对施肥的

产量；R2—决定系数。

影响。
表2

不同种类苹果叶片标准氮磷钾质量分数

（%）

元素

金冠

红星

富士

秦冠

N

2.260 ～ 2.480

2.300 ～ 2.480

2.520 ～ 2.660

2.300 ～ 2.500

P

0.131 ～ 0.160

0.147 ～ 0.177

0.155 ～ 0.165

0.130 ～ 0.160

K

0.810 ～ 1.070

0.820 ～ 1.020

0.770 ～ 0.970

0.700 ～ 0.940

首先，依据表 2，将苹果叶片标准氮含量质量

量及需钾肥总量；最后分别将果树需氮肥总量、需

分数中间值所对应的叶片全氮含量作为叶片氮含量

磷肥总量及需钾肥总量代入式（13）、（15）、
（17）

标准值，将叶片标准磷含量质量分数的中间值对应

得到叶片标准氮磷钾含量下所需氮肥总量 F 标准 N、

的叶片全磷含量作为叶片磷含量标准值，将叶片标

磷肥总量 F 标准 P2O5、钾肥总量 F 标准 K2O。

准钾含量质量分数的中间值对应的叶片全钾含量作

3.3

为叶片钾含量标准值，分别代入式（19）、（20）、

现测叶片养分含量与施肥量关系
将检测到的果实膨大期苹果叶片氮、磷、钾元

（21）中，得到在叶片标准氮磷钾含量情况下苹果

素的含量分别代入式（19）、（20）、（21）中，分

产 量； 其 次， 根 据 式（10）、（11）、（12）， 得 到

别得到现测叶片氮、磷、钾元素含量情况下的苹

叶片标准氮磷钾含量下果树需氮肥总量、需磷肥总

果 产 量； 其 次， 根 据 式（10）、（11）、（12），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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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测叶片氮、磷、钾元素含量下的果树需氮肥总

期内果树生长规律及不同时期的需肥特点，划分

量、需磷肥总量以及需钾肥总量；最后分别将果树需

果树的施肥时期；最后，根据施肥时期果树的需

氮肥总量、需磷肥总量和需钾肥总量代入式（13）、

肥量与肥料比例分配施肥量，结合测定的叶片营

（15）、
（17），计算出此时所需氮肥总量 F 现测 N、磷

养状态对施肥量动态调整，实现按需施肥和精量

肥总量 F 现测 P2O5 和钾肥总量 F 现测 K2O。

施肥。

3.4

3.4.1

建立精准施肥模型

制定果树不同生长时期施肥制度

在苹果树花芽分化、开花结果、果实膨大与成

选用尿素、过磷酸钙、硫酸钾 3 种单质肥料分

熟等不同生长时期，树体需要有规律、按比例地吸

别为苹果树提供氮元素、磷元素和钾元素，3 种化

收所需营养元素，且营养元素的施用量与施用比例

肥的全年施用总量已由式（13）、（15）、
（17）计

需要有针对地动态调整，以满足苹果树优质高产的

算出，分别为 FN、FP2O5 和 FK2O。根据苹果树不同

［26］

。年生长周期内，果树施肥需采取“总量

生长时期对 3 种肥料的需求，划分施肥总量，按比

控制，少量多次”的方式。以山东省苹果园盛果

例分次施肥。参考有关果树需肥规律的研究，得到

期的果树为例，首先根据苹果树目标产量确定果

苹果树各生长时期的施肥比例、施肥计划以及灌溉

树的施肥总量，完成总量控制；然后，根据年周

计划，如表 3 所示［27-28］。

需求

表3
生育

灌溉

盛果期苹果树施肥计划
每次灌溉加入养分占总量比例（%）

灌水定额
3

2

［m /（hm ·次）］

时期

次数

萌芽前

1

375

0

30

0

花前

1

300

10

10

10

花后 2 ～ 4 周

1

375

30

10

10

花后 6 ～ 8 周

1

375

20

10

20

果实膨大期

1

375

20

0

30

采收前

1

225

0

0

10

采收后

1

300

20

40

20

封冻前

1

450

0

0

0

合计

8

2 775

100

100

100

3.4.2

P2O5

N

K2O

i
用总量的比例；f 标准
K2O 为各施肥时期标准叶片营养

叶片营养诊断判断果树需肥量
首先，将标准叶片养分含量下的氮肥施用量

含量下钾肥施用量；c Ki2O 为每次钾肥施用量占钾肥

F 标准 N、磷肥施用量 F 标准 P2O5 以及钾肥施用量 F 标准 K2O

施用总量的比例；（i=1，…，8）分别表示表 3 中

根据表 3 中的施肥制度进行分配，得到苹果树各

萌芽前、花前、花后 2 ～ 4 周、花后 6 ～ 8 周、果

施肥时期要保证标准叶片养分含量果树所需的氮、

实膨大期、采收前、采收后、封冻前这 8 个施肥

磷、钾肥量：

时期。
         （22）

其次，将现测果实膨大期叶片养分含量下氮肥

    

   
（23）

施用量 F 现测 N、磷肥施用量 F 现测 P2O5 以及钾肥施用

      

    
（24）

        

i
其中，f 标准
N 为各施肥时期标准叶片营养含量

下氮肥施用量；c Ni为每次氮肥施用量占氮肥施用总

i
量的比例；f 标准
P2O5 为各施肥时期标准叶片营养含

量下磷肥施用量；c Pi2O5 为每次磷肥施用量占磷肥施

量 F 现测 K2O 根据表 3 中的施肥制度进行分配，得到

苹果树各施肥时期中在该叶片养分含量情况下果树
所需的氮磷钾肥量：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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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34）

i
其中，f 现测
N 为各施肥时期现测叶片营养含量

下氮肥施用量；f

i
现测 P2O5
i
现测 K2O

为各施肥时期现测叶片营养

含量下磷肥施用量；f

最后，将两种叶片营养状态下果树所需的施肥
量进行对比，得出在每个施肥时期果树叶片中缺乏
或过量的营养元素和该时期果树缺肥量及肥料种
类。诊断过程如下：
          

           （28）

    

     （29）

      

       （30）
i
其中，f 诊断
N 为叶片营养诊断后苹果树的氮肥

i
需求量；f 诊断
P2O5 为叶片营养诊断后苹果树的磷肥需求

i
量；f 诊断
K2O 为叶片营养诊断后苹果树的钾肥需求量。

调控果树施肥量
结合目标产量与养分平衡法分别计算年周期

内苹果树的氮肥施肥总量 FN、磷肥施肥总量 FP2O5

和钾肥施肥总量 FK2O。根据表 3 的施肥制度将氮、
磷、钾总施肥量进行分配，得到各施肥时期苹果树
生长所需施肥量作为果树基础施肥量。

             

         （32）
         （33）

         

其中，f Ni 为各施肥时期的氮肥施用量；f Pi2O5 为

各施肥时期的磷肥施用量；f

i
K2O

       （36）

i
其中，f 调控
N 为加入叶片营养诊断后苹果树的

i
最终氮肥施用量；f 调控
P2O5 为加入叶片营养诊断后苹

i
果树的最终磷肥施用量，f 调控
K2O 为加入叶片营养诊

断后苹果树的最终钾肥施用量。

4

施肥模型的检验

4.1

试验示范区面积及基本情况
为验证本文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的准确性及合

理性，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恒和农场苹果示范园
内开展对照试验，该示范园内主要种植红富士苹
果，树龄为 10 年左右。在园区内分别选择两个互
不相邻的苹果园，记做 A 果园和 B 果园，在两个
果园内分别使用施肥模型和当地施肥经验指导施
肥，分析年周期内两果园施肥量、果品质量两个参
数评估施肥模型效果。
4.2

施肥量试验结果

4.2.1

施肥模型预测施肥量
使用本文提出的果园精准施肥模型对苹果示

范园内的试验果园进行年周期施肥量估测。估测

                （31）

                 

为各施肥时期的钾

肥施用量。

产量为 41.7 ～ 48.6 t/hm2，施肥量估测结果如表 4
所示。
4.2.2

树施肥量进行动态调控，调控过程如下：

当地果园实际施肥量
该果园往年产量为 37.5 ～ 45.0 t/hm2，根据试

验果园管理人员提供的苹果树往年施肥量得到对照
组的施肥结果，如表 5 所示。
4.2.3

根据叶片营养诊断得出的果树需肥量结果对果

试验分析
综合分析表 4 和表 5 中施肥模型输出结果与对

照组试验结果，如图 2、图 3 及图 4 所示。
表4

（kg/hm2）

施肥模型预测结果

生育时期

尿素

过磷酸钙

硫酸钾

萌芽前

0

245.19 ～ 285.765

0

64.215 ～ 74.85

83.205 ～ 95.385

58.68 ～ 69.09

花后 2 ～ 4 周

192.66 ～ 224.535

81.555 ～ 96.885

58.38 ～ 68.04

花后 6 ～ 8 周

129.48 ～ 149.715

83.37 ～ 98.31

116.76 ～ 136.08

果实膨大期

127.455 ～ 149.475

0

175.14 ～ 204.12

采收前

0

0

59.955 ～ 70.335

采收后

128.43 ～ 149.64

封冻前

0

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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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施肥时期现测叶片

营养含量下钾肥施用量。

3.4.3

      （35）

327.0 ～ 381.03
0

118.455 ～ 138.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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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kg/hm2）

经验施肥结果

生育时期

尿素

过磷酸钙

萌芽前

0

240.0 ～ 300.0

0

花前

60.0 ～ 90.0

75.0 ～ 105.0

45.0 ～ 75.0

花后 2 ～ 4 周

180.0 ～ 225.0

75.0 ～ 105.0

45.0 ～ 75.0

花后 6 ～ 8 周

120.0 ～ 150.0

75.0 ～ 112.5

105.0 ～ 142.5

果实膨大期

127.5 ～ 157.5

0

165.0 ～ 210.0

采收前

0

0

45.0 ～ 75.0

采收后

120.0 ～ 150.0

300.0 ～ 390.0

105.0 ～ 150.0

封冻前

0

0

0

图2

图3

硫酸钾

尿素肥料试验结果对比

过磷酸钙肥料试验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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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硫酸钾肥料试验结果对比

从尿素、过磷酸钙以及硫酸钾 3 种肥料的试验

可溶性固形物增加 2.5 个百分点，苹果着色面 60%

对比结果可以看出：3 种肥料在各施肥时期使用施

以上的增加 11.5 个百分点。

肥经验得出的施肥量变化幅度均大于施肥模型估测

4.4

苹果产量对比

出的施肥量变化幅度，且根据施肥经验得到的施肥

对比连续 3 年根据施肥模型指导施肥的果园与

量均大于基于施肥模型得到的施肥量，这是由于按

采用往年经验施肥的果园对产量的影响，结果见

照以往施肥经验主观调节果树的施肥量并不合理，

表 7。

而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依据的是果树正常生长需肥

表7

特点，估测的施肥量客观性强、估测结果较施肥经

施肥方式

验准确性更高。综上所述，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依

年份

往年经验

施肥模型

施肥产量

施肥产量

2015

39.75

43.95

2016

44.55

49.05

2017

44.40

54.30

据年周期内果树生长规律、需肥特点及营养诊断结
果，合理地分配施肥时期及施肥量，为果园管理提
供科学合理的指导，在提供苹果树生长发育所需养
分的同时减少了肥料的浪费，节约成本，保护环境。
4.3

果品质量分析
在苹果采收前，分别从两个施肥方式处理的果

园中选取部分果树，并从每棵果树的同一部位随机
采集 100 个苹果，测定单果重、果实硬度、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果实着色面等指标［29］。测量结果见
表 6。

施肥模型

单果重

果实硬度

（g）

（kg/cm2）

295
258

可溶性固

长率为 11.15%。
结果表明，基于养分平衡法和叶片营养诊断的

树营养均衡、提高果实品质、增加苹果产量。

果实着色面

形物

60%

60%

（%）

以上

以下

9.5

12.1

89.4

10.6

7.8

9.6

77.9

22.1

5

结论
本文针对目前果园管理中存在的施肥不精准、

不合理问题，先后在苹果树花量估测、苹果早期产
量估测、年周期内苹果树施肥总量估算、叶片营养

施肥

诊断调控施肥等方面进行研究，最终完成苹果树精

由表 6 可知，根据施肥模型指导施肥的果园苹
2

果单果重平均增加 37 g，果实硬度提高了 1.7 kg/cm ，
220

苹果产量显著增加，并且逐年增加，每年的平均增

树施肥，为果树提供合理的肥料供应方案，保证果

果品质量测量结果

施肥
往年经验

由表 7 可知，施肥模型指导果园施肥的条件下

施肥模型能够根据苹果树生长需肥特点科学指导果
表6

施肥方式

（t/hm2）

两种施肥方式对果园产量的影响

准施肥模型的构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提出一种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首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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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的研究［J］．园艺学报，1987，（2）：81-89.

用养分平衡法分析苹果目标产量、土壤肥料养分含
量、肥料利用率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估算年周
期内氮磷钾肥料的施肥总量；然后，依据苹果树年
周期内的生长规律、需肥特点，分配施肥总量，完
成基础施肥模型的构建；最后，在施肥前采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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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贵阳 . 苹果叶营养元素含量的标准值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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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远茂，顾曼如，彭福田．DRIS，M-DRIS 和 DOP 法在果树
上的应用［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1995，26（4）：531-533.

［12］

刘双喜，孙林林，王震，等 . 复杂背景下苹果树花量模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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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果作为动态调控因素，调整基础施肥模型，

74-81.

建立最终的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
（2）提出一种基于果树花量估测模型的产量估
测方法。首先基于 FCM- 模糊聚类方法预估苹果树

［1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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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烁 . 苹果花期管理［J］．河北林业，20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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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数量，其次根据果树花、叶、果实之间的关系
估测苹果果实数量，最后通过结合平均果重预估果
树产量，完成早期估测。
（3）采用对照试验的方式对施肥模型进行验
证，试验结果表明：依据果树正常生长需肥量来估
测施肥量的苹果园精准施肥模型，可以减少肥料用
量，且客观性强、估测结果较施肥经验估测法更加

200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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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g/cm2、可溶性固形物增加 2.5 个百分点、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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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cision fertilization model in apple orchard based on leaf nutrition diagnosis
ZHANG Lei 1，2 ，ZHANG Hong-jian 1 ，SUN Lin-lin 2 ，CHU Gui-kun 2 ，LIU Shuang-xi 1，2 ，WANG Jin-xing 1，2*
（1．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 Shandong 271018；
2．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Horticultural Machineries and Equipments，Taian Shandong 271018）
Abstract：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lack of intelligent fertilization guidance in apple orchards results in imbalanced nutrient
supply and low fertilizer efficiency of fruit trees which may lead to unsatisfactory fruit quality，this article proposed a precise
fertilization model for apple trees based on their leaf nutrition diagnosis．Firstly，a model for estimating the flower number of
apple trees based on FCM-Fuzzy Clustering was established．According to the fruit-leaf theory of apple tre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er number and fruit yield was deducted and the target yield of apple trees was estimated．Secondly，the total
fertilization amount of fruit trees was calculated by analyzing the target yield of fruit trees，soil nutrient content，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and fertilizer nutrient content in the nutrient balance method and the growth status，fertilizer requir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eaf nutrition diagnosis in the annual growth cycle of apple tree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formulate the fertiliz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 the fertilization model．Finally，the fertilization model verification test in the
demonstration apple orchards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contrast experiment，and the results of fertilization amount and fruit
quality of two control groups were compar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experience guiding fertilization resulted in
an obvious change in the big change of  fertilizer amount and large fertilizer consumption，while the fertilization model guiding
fertilization led to a slight change in the amount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nd less fertilizer consumption，and the estimation
result was more accurate.（2）The fruit quality of the orchard with fertilization model guiding fertil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rchard with experience guiding fertilization．The weight of single fruit was increased by
37 g in average，the hardness of fruit was enhanced by 1.7 kg/cm2，the soluble solid content was increased by 2.5%，and the
number of fruits with more than 60% coloring surface was increased by 11.5%．In summary，the precision fertilization model
in apple orchard based on leaf nutrition diagnosis can improve the fruit quality，reduce the fertilizer waste，and achieve the
scientific fertilization guidance in orchards.
Key words：leaf nutrition diagnosis；apple tree；flower estimation model；early yield estimation；nutrient balance method；
fertiliz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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