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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不同施肥方案对红玉杧及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并为贵州红玉杧提质增效及改善土壤环境提供参

考依据，以贵州种植 5 年的红玉杧为试材，共设计 3 个处理，处理 1（CK）采用当地常规的施肥方法，处理 2（T1）
在常规施肥的基础上增施硫酸钾肥，处理 3（T2）在常规的施肥基础上增施硫酸钾肥和海藻肥。分析不同施肥处
理对果树茎粗、产量、果实品质、叶片和果实养分含量、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T1、T2 处理单株增产
效果显著，较 CK 处理分别提高了 15.61%、19.09%；主成分分析表明，T1、T2 处理的综合得分明显高于 CK 处
理，说明增施硫酸钾肥和海藻肥对果实品质改善效果明显。从叶片、果实、土壤养分分析结果来看，T1、T2 处理
叶片中钾、镁、铜、锌含量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显著高于 CK 处理；钙含量 CK 处理显著高于 T1、T2 处理；果
实中除氮元素外，CK 处理的养分含量均高于 T1、T2 处理。T2 处理土壤中的有机质比 CK 处理增加了 106.73%，
速效钾含量比 CK 处理提高了 782.08%，但是 T2 处理的有效磷含量却比 CK 处理降低了 92.78%。增施硫酸钾肥和
海藻肥后，T1、T2 处理总产值分别增加了 15.55%、19.08%，VCR（施肥后增加农产品所得价值与施肥增加开支
的比值）分别为 12.12、5.53，从产投比而言是划算的，对提升红玉杧产量、品质及改良土壤理化性质效果显著，
红玉杧管理上可以适当增施这两种肥料。
关键词：红玉杧果；果实品质；矿质元素；硫酸钾；海藻肥

杧果（Mangifera indica）为热带多年生常绿果

来越重要，也是发展热带优质水果面临的紧迫任

树，因其香味独特，果肉细嫩，享有“热带果王”

务［7］。由于贵州杧果产业发展起步晚，生产技术相

的 美 称［1-3］。 全 世 界 种 植 杧 果 的 国 家 达 80 余 个，

对落后，土壤肥力相对较低，种植户在管理上重氮

而中国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印度

［4］

，种植面积 30 万

肥、轻钾肥及其他微肥的施用，导致杧果产量、品

hm ，广西、云南、海南、四川、贵州是我国杧果

质相对较低。硫酸钾肥是补充钾的优质肥料，在提

的主产区。贵州近几年在产业结构调整当中，发展

升作物产量和品质上应用较广。而海藻肥是从海藻

力度较大，在贵州南亚热带区域种植面积达 1.2 万

中提取一定的活性物质后，经科学加工而成的生物

2

2

hm ，已逐步成为贵州最具代表性的热带水果

［5-6］

。

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杧果的合理施肥显得越

肥料［8］，对改善土壤环境，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
品质均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海藻肥在杧果上的使用
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针对贵州中晚熟杧果红玉杧
的施肥管理现状，在常规施肥的基础上增施硫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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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和海藻肥后，探索不同施肥方案对树体生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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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试验区概况
田间试验于 2018 年 9 月～ 2019 年 8 月进行，试验

地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田房
村杧果种植基地（104°59′23.6″E，24°52′46.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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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地 海 拔 780 m， 年 均 气 温 20.25 ℃， ≥ 10 ℃ 积

1.4

各项目指标测定方法

温 7298℃，全年日照时数 1636 h，年降水量 1535.5

采用游标卡尺在树干离地 15 cm 处测量茎粗，

mm，全年无霜。土壤类型为黄壤，质地较黏，试

分别在试验前和采果时测量，计算试验期间各株的

验前土壤肥力状况为：有机质 2.94%、全氮 1150

茎粗增量；每株树果实采收后称量其重量测出单

mg/kg、 有 效 磷 17.32 mg/kg、 速 效 钾 12.51 mg/kg、

株产量；随机称取 20 个杧果的重量，以其平均值

交换性钙 1093.50 mg/kg、交换性镁 102.50 mg/kg、

作为果实单果重量；果实品质指标粗纤维、可溶性

有 效 铁 6.62 mg/kg、 有 效 锰 7.22 mg/kg、 有 效 铜

糖、水分、可溶性固形物、总酸、维生素 C、总灰

1.06 mg/kg、有效锌 4.19 mg/kg、pH 4.55。供试材料

分、糖酸比、固酸比参照谢若男等［9］和康专苗等［10］

为 5 年生红玉芒，株行距为 4 m×3 m，树体生长良

分析杧果品质的试验方法；叶片和果实中氮、磷、

好，植株大小较为一致。

钾、钙、镁、铁、锰、铜、锌等元素含量参照严江勤

1.2

试验设计

等［11］分析油茶叶片养分的分析方法，土壤有机质、

试验设 3 个处理，对照处理（CK）按照果园

pH、全氮、有效磷、速效钾、交换性钙、交换性镁、

的 常 规 施 肥， 施 肥 方 案 为 复 合 肥（N 15%、P2O5

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等含量参照王晓荣

15%、K2O 15%）1200 g/ 株 + 尿 素（N 46.4%）400

等［12］、吴昊等［13］分析森林土壤理化性质的方法。

g/ 株，复合肥在采果后、开花前、谢花后 50 d 3 个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时间段按 400 g/ 株平均施用，尿素在采果后和开花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0、SPSS 19.0 进行统计

前 2 个 时 间 段 按 200 g/ 株 平 均 施 用；T1 处 理， 在

分析。

对照处理的施肥方案上增施硫酸钾肥（K2O 50%）
250 g/ 株，硫酸钾肥施用时间为谢花后 50 d 随复

2

合肥一起施用；T2 处理，在对照处理上增施硫酸

2.1

结果与分析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树体及产量的影响

钾肥 250 g/ 株和海藻肥（N 2.5%、P2O5 1.5%、K2O

由表 1 可知，不同施肥处理红玉杧的茎粗增量

4.5%）500 g/ 株，硫酸钾肥在谢花后 50 d 施用，海

表现为 T2>T1>CK，增量分别为 15.66、15.38、13.84

藻肥在开花前、谢花后 50 d 两个时间段按 250 g/ 株

mm，且 T1、T2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

兑水稀释后灌根施用。海藻肥有机质含量 40%，铁 +

CK 处理。平均单果重最大的是 T2 处理，为 530 g，

锰 + 铜 + 锌≥20 g/kg。施肥方法为树体两边条状沟

其次是 T1 处理，为 511 g，最小的是 CK 处理，为

施，3 个处理的灌溉量相同，其他管理按果园常规

471 g，T2 处理显著大于 T1 和 CK 处理，T1 处理显

管理方法进行，每个处理选取长势一致的 15 株树，

著大于 CK 处理。单株产量最大的是 T2 处理，为

每个小区 5 株树，重复 3 次，随机区组设计。

18.84 kg/ 株， 其 次 是 T1 处 理， 为 18.29 kg/ 株， 但

1.3

样品采集

T1、T2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最小的是 CK 处理，为

果实成熟时测量每株树的茎粗、产量，同时在

15.82 kg/ 株，T1、T2 处 理 显 著 大 于 CK 处 理，T1、

每株树的东、南、西、北 4 个方向各采集 1 个果实

T2 处理单株产量增幅分别为 15.61%、19.09%。

以及成熟的第一蓬（杧果叶片呈蓬次生长，第一蓬

表1

叶片指顶端一蓬叶片）和第二蓬叶（顶端一蓬叶片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茎粗增量、
单果重量、单株产量的影响

下方的叶片）各 3 片，每个小区采集 1 个混合样，
共采集 20 个果实，第一蓬叶和第二蓬叶各 60 片。

处理

采集的果实和叶片清洗干净后用干毛巾擦干，果实

茎粗增量

单果重量

单株产量

（mm）

（g）

（kg）

单株产
量增幅
（%）

先测其单果重，然后随机选取 15 个果实组成混合

CK

13.84±1.54b

471.17±5.31c

15.82±3.44b

—

样进行杧果品质检测；另外 5 个果实样品用小刀切

T1

15.38±1.57a

511.00±5.90b

18.29±4.41a

15.61

成小块，再将果实和叶片样品共同在 105℃下杀青

T2

15.66±1.40a

530.00±9.78a

18.84±2.75a

19.09

30 min，最后在 65℃下恒温烘干，粉碎过 1 mm 筛，

注：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保存备用。试验前采集试验区土壤样品，果实采收

下同。

后分小区在杧果树的施肥沟区域各采集 1 个土壤混

2.2

合样本，风干后过 1 mm 筛保存备用。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果实品质的影响
施 肥 是 决 策 杧 果 品 质 的 主 要 因 素， 由 表 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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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知， 红 玉 杧 粗 纤 维 含 量 最 高 的 是 T1 处 理， 为

施肥处理的总灰分含量差异不显著。总酸含量最高

1.10%；T2 处理的粗纤维含量相对较低，T1 处理显著

的是 CK 处理，为 3.43 g/kg；最低的是 T2 处理，为

高于 T2 处理，但 T1 和 T2 处理均与 CK 处理间差异

1.19 g/kg；CK 处理显著高于 T1、T2 处理，但 T1、T2

不显著。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的为 T2 处理，为 136.30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T1、T2 处理比 CK 处理分别降

mg/g；其次是 T1 处理，最低的是 CK 处理，为 91.60

低了 60.35%、65.31%。维生素 C 含量、糖酸比、固

mg/g；T2 处理显著高于 T1 和 CK 处理，T1 处理显著

酸比最高的均是 T2 处理，分别为 405.00、119.08、

高于 CK 处理；可溶性糖含量 T1 和 T2 处理比 CK 处

147.24；最低的是 CK 处理，分别为 234.17、26.96、

理分别提高了 23.91% 和 48.80%。可溶性固形物含

45.85；且 T2 处理显著高于 T1 和 CK 处理，T1 处理

量最高的是 T2 处理，为 16.92%；T2 处理显著高于

显著高于 CK 处理。T1、T2 处理维生素 C 含量比 CK

T1 和 CK 处理， 比 CK 处理 高 8.95 %； 但 T1 和 CK

处理分别提高了 49.25%、72.95%；糖酸比较 CK 处

处理差异不显著。T1 处理水分含量显著高于 T2 处

理分别提高了 213.72%、341.69%；固酸比较 CK 处

理，但 T1 和 T2 处理均与 CK 处理差异不显著。3 个

理分别提高了 115.27%、221.13%。

表2
品质指标

2.3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果实品质的影响
CK

TI

T2

粗纤维（%）

1.03±0.10ab

1.10±0.09a

0.93±0.05b

可溶性糖（mg/g）

91.60±17.40c

113.50±3.70b

136.30±2.30a

可溶性固形物（%）

15.53±1.22b

15.38±0.98b

16.92±0.99a

水分（%）

82.60±0.76ab

83.73±1.65a

81.87±1.02b

总灰分（%）

1.33±0.26a

1.50±0.00a

1.33±0.26a

总酸（g/kg）

3.43±0.33a

1.36±0.21b

1.19±0.29b

维生素 C（mg/kg）

234.17±11.82c

349.50±14.53b

405.00±34.13a

糖酸比

26.96±6.28c

84.58±10.05b

119.08±23.91a

固酸比

45.85±7.48c

115.21±19.41b

147.24±28.37a

不同施肥处理红玉杧果实品质的主成分分析

红玉杧的可溶性糖含量高，粗纤维和水分含量较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 3 个不同施肥处理

低；而 CK 处理中红玉杧果实品质不如 T1、T2 处

红 玉 杧 果 实 的 9 个 品 质 指 标， 从 表 3 可 以 看 出，

理，主要表现为总酸含量较高。

前 2 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 100.000%（达到

表3

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85% 以上，符合要求），表明 9 个品质指标的贡献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率较集中，累积方差贡献率增长非常明显，其中

PC1

5.920

65.775

65.775

PC1、PC2 的贡献率分别为 65.775%、34.225%。由

PC2

3.080

34.225

100.000

表 4 可以看出 , 原始变量与前 2 个主成分之间的相
关性，PC1 主要代表杧果的甜度因子，包括可溶

表4

累积方差贡献率（%）

不同品质指标变量的因子载荷值
因子载荷值

性糖、可溶性固形物、总酸、维生素 C、糖酸比、

品质指标

固 酸 比， 其 载 荷 值 分 别 为 0.992、0.889、-0.830、

粗纤维（%）

-0.690

0.944、0.961、0.941；PC2 主要代表杧果的营养因

可溶性糖（mg/g）

0.992

0.123

子，包括粗纤维、水分和总灰分，其载荷值分别为

可溶性固形物（%）

0.889

-0.458
0.860

PC1

PC2
0.724

水分（%）

-0.511

总灰分（%）

-0.136

0.991

分见表 5。可以看出，其综合得分大小顺序为 T2、

总酸（g/kg）

-0.830

-0.558

维生素 C（mg/kg）

0.944

0.329

T1、CK 处 理， 其 得 分 分 别 为 1.21、1.07、-2.28，

糖酸比

0.961

0.276

表明 T2 处理中红玉杧果实品质最好，主要表现在

固酸比

0.941

0.339

0.724、0.860 和 0.991。
红玉杧不同施肥处理果实品质主成分综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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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施肥处理

不同施肥处理红玉杧果实品质主成分
分析因子分值及综合得分
因子分值

量表现为 CK 处理显著高于 T1、T2 处理，但 T1 与
T2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果实中锰、锌含量在 3 个

主成分综合得分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果实中铜含量表现为 CK 处理
显著高于 T1 处理。

    PC1

    PC2

CK

-2.22

-1.24

-2.28

T1

-0.38

2.01

1.07

由 表 7 可 知， 不 同 施 肥 处 理 间 土 壤 pH 差 异

T2

2.60

-0.77

1.21

不 显 著。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最 高 的 是 T2 处 理， 为

2.5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59.91 g/kg， 显 著 高 于 CK 和 T1 处 理， 比 CK 处 理
2.4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叶片及果实矿质元素

的影响
由表 6 可知，在第一蓬叶中矿质元素氮、磷、

增加 106.73%，但 CK 和 T1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土
壤全氮、碱解氮含量最高的均是 T2 处理，分别为
1.70 g/kg、59.75 mg/kg， 最 低 的 是 CK 处 理， 分 别

钾含量均为 T2>T1>CK，T2 处理氮、磷、钾含量分

为 0.51 g/kg、18.06 mg/kg；T1、T2 处理的土壤全氮、

别为 17.67、1.11、11.66 g/kg；其中氮、磷含量在

碱解氮含量显著高于 CK 处理，土壤全氮含量表

3 个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T1 和 T2 处理钾含量显

现为 T1、T2 处理比 CK 处理分别提高了 147.06%、

著高于 CK 处理，但 T1 和 T2 处理差异不显著。钙

233.33%；碱解氮含量表现为 T1、T2 处理比 CK 处

含量最高的是 CK 处理，为 21.57 g/kg；CK 处理显

理分别提高了 154.10%、230.84%。土壤有效磷含

著高于 T1 处理，但 CK 和 T1 处理均与 T2 处理差

量最高的是 CK 处理，为 37.02 mg/kg，最低的是 T2

异不显著。镁含量最高的是 T1 处理，为 1.88 g/kg；

处理，为 2.67 mg/kg；CK、T1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T1 显著高于 CK 处理，但 T1、T2 处理差异不显著。

但 CK、T1 处理均显著高于 T2 处理，T2 处理有效

微量元素铁含 量 最 高 的 是 CK 处 理， 为 50.90 mg/

磷的含量比 CK 处理降低了 92.78%。土壤速效钾含

kg；锰、铜、锌含量最高的均是 T2 处理，分别为

量 T1、T2 处理均显著高于 CK 处理，分别比 CK 处

1084.72、10.32、25.78 mg/kg； 但 微 量 元 素 铁、 锰

理提高了 789.01%、782.08%。T2 处理土壤交换性

含量在 3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T2 处理铜、锌含量

钙、有效铁含量显著高于 T1 和 CK 处理，T1 处理

显著高于 CK 处理。

显著高于 CK 处理。T1、T2 处理土壤交换性镁含

在 第 二 蓬 叶 中 氮 含 量 最 高 的 是 T1 处 理， 为

量均显著高于 CK 处理。T2 处理土壤有效锰含量显

19.41 g/kg； 磷、 钾 含 量 均 为 T2>T1>CK，T2 处 理

著高于 CK 处理，但 T2 和 CK 处理均与 T1 处理差

磷、钾含量分别为 1.16、11.19 g/kg；其中氮含量

异不显著。T2 处理土壤有效铜含量显著高于 T1 和

T1 和 T2 处 理 均 显 著 高 于 CK 处 理， 磷、 钾 含 量

CK 处理。T1、T2 处理土壤有效锌含量差异不显著，

在 3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钙含量最高的是 CK 处

但两者显著高于 CK 处理。

理，为 20.32 g/kg；CK 处理显著高于 T1、T2 处理，

2.6

但 T1 和 T2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镁含量最高的是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表 8 可知，增施硫酸钾肥和海藻肥后红玉杧

T1 处理，为 2.25 g/kg；T1 显著高于 CK 和 T2 处理，

的总产值增加比较明显，主要是由于产量的提高导

但 CK 和 T2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微量元素铁含量

致总产值和纯收益提高，其中 T1、T2 处理总产值

最高的是 T1 处理，为 49.04 mg/kg；微量元素锰、

比 CK 处理分别提高了 15.55%、19.08%。从肥料成

铜、锌含量最高的均是 T2 处理，分别为 1105.26、

本来看，T1、T2 处理有所增加，肥料投入在当地

9.72、26.20 mg/kg；但微量元素铁、锰、铜、锌含

属于较高水平，扣除当年的劳务、农药等成本后，

量在 3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增施硫酸钾和海藻肥后，T1、T2 处理的每公顷纯

果 实 中 氮 含 量 最 高 的 是 T2 处 理， 为 5.45

收 益 比 CK 处 理 分 别 提 高 了 22.56%、25.37%。 根

g/kg；磷、钾、钙、镁含量最高的是 CK 处理，分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VCR（vario-cost ratio，指施肥

别 为 0.62、14.64、1.00、0.44 g/kg； 但 是 氮、 磷、

后增加农产品所得价值与施肥增加开支的比值）的

钙、镁含量在 3 个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微量元素

计算方法，VCR>2 就具有经济合理性，增施硫酸

铁、锰、铜、锌含量最高的均是 CK 处理，分别为

钾肥和海藻肥后，T1、T2 的 VCR 值分别为 12.12、

120.37、59.04、8.72、4.84 mg/kg；其中果实中铁含

5.53，从产投比而言是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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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果实和叶片养分含量的影响

部位

元素

CK

T1

T2

第一蓬叶

N（g/kg）

15.52±1.30a

17.64±1.28a

17.67±0.90a

P（g/kg）

0.88±0.13a

1.07±0.25a

1.11±0.03a

K（g/kg）

7.91±0.69b

10.14±1.02a

11.66±0.51a

第二蓬叶

果实

Ca（g/kg）

21.57±1.42a

16.16±2.17b

18.55±2.33ab

Mg（g/kg）

1.71±0.12b

1.88±0.06a

1.73±0.05ab

Fe（mg/kg）

50.90±5.67a

45.45±4.99a

48.23±5.86a

Mn（mg/kg）

810.19±129.87a

876.00±134.04a

1084.72±185.99a

Cu（mg/kg）

7.77±0.42b

8.37±1.70ab

10.32±0.63a

Zn（mg/kg）

13.88±0.14b

17.72±1.82b

25.78±2.82a

N（g/kg）

17.54±0.13b

19.41±1.13a

19.39±0.47a

P（g/kg）

1.11±0.05a

1.13±0.05a

1.16±0.04a

K（g/kg）

8.85±0.61a

10.92±2.20a

11.19±1.10a

Ca（g/kg）

20.32±1.79a

16.75±0.54b

16.89±0.71b

Mg（g/kg）

1.91±0.11b

2.25±0.07a

1.80±0.18b

Fe（mg/kg）

41.28±5.72a

49.04±4.89a

45.43±3.09a

Mn（mg/kg）

817.95±51.88a

995.54±220.95a

1105.26±160.32a

Cu（mg/kg）

8.63±0.43a

8.88±1.02a

9.72±1.12a

Zn（mg/kg）

19.95±2.75a

24.18±1.13a

26.20±4.61a

N（g/kg）

5.05±2.63a

4.39±0.41a

5.45±1.73a

P（g/kg）

0.62±0.05a

0.53±0.09a

0.59±0.02a

K（g/kg）

14.64±0.03a

12.75±0.80b

14.06±0.12a

Ca（g/kg）

1.00±0.41a

0.55±0.28a

0.96±0.78a

Mg（g/kg）

0.44±0.02a

0.38±0.02a

0.41±0.07a

Fe（mg/kg）

120.37±42.63a

45.08±15.28b

44.91±4.22b

Mn（mg/kg）

59.04±14.83a

41.14±5.59a

48.14±1.30a

Cu（mg/kg）

8.72±0.56a

7.52±0.39b

8.30±0.04ab

Zn（mg/kg）

4.84±1.08a

5.07±1.09a

4.94±0.46a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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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CK

TI

T2

pH

4.74±0.15a

4.59±0.17a

4.76±0.16a

有机质（g/kg）

28.98±6.03b

28.99±7.82b

59.91±12.10a

全氮（g/kg）

0.51±0.11b

1.26±0.34a

1.70±0.53a

碱解氮（mg/kg）

18.06±3.83b

45.89±11.70a

59.75±17.66a

有效磷（mg/kg）

37.02±2.97a

34.48±10.59a

2.67±0.92b

速效钾（mg/kg）

5.19±0.82b

46.14±8.27a

45.78±2.55a

交换性钙（mg/kg）

806.58±250.03c

1117.04±216.36b

1423.92±252.22a

交换性镁（mg/kg）

68.67±10.08b

152.92±33.33a

167.42±13.92a

有效铁（mg/kg）

3.30±0.27c

7.95±1.35b

12.18±3.80a

有效锰（mg/kg）

6.84±1.91b

12.22±1.07ab

17.36±8.83a

有效铜（mg/kg）

0.74±0.19b

1.28±0.23b

1.97±0.80a

有效锌（mg/kg）

2.88±0.49b

5.58±0.64a

5.68±1.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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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单株产量

处理

（kg）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经济效益的影响
化肥成本

产量
2

（t/hm ）

（元 / 株）

（元 /hm ）

2

总成本

总产值

纯收益

（元 /hm2）

（元 /hm2）

（元 /hm2）

VCR

CK

15.82

13.05

4.80

3960.00

18960.00

52200

33240.0

—

T1

18.29

15.08

5.55

4578.75

19578.75

60320

40741.5

12.12

T2

18.84

15.54

6.65

5486.25

20486.50

62160

41673.5

5.53

注：表内数据以复合肥 3 元 /kg；硫酸钾 3 元 /kg；尿素 3 元 /kg；海藻肥 2 元 /kg；红玉杧果 4 元 /kg；总成本包括当年地租、肥料、农药、人工
和套袋等当季可变成本，按 15000 元 /hm2 计算；VCR = 纯收益增加值 / 投肥成本增加值。

3

有机成分，这对改善果实品质和增加单株产量也有

讨论

3.1

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增施钾肥和海藻肥对红玉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杧产量、品质以及总产值均有显著的提升效果，这

合理施肥是杧果获得高产、品质提升的关键因

与李淑平等［17］、赵建锋等［21］ 在其他水果上的试

素，前人研究结果表明，每生产 1000 kg 杧果，需

验研究结果类似。

要 N 1.74 kg、P2O5 0.23 kg、K2O 2.00 kg，果实对钾

3.2

的需求量较高，因此在生产上杧果施肥时氮、磷、
钾含量一般按 1∶0.5∶（0.5 ～ 1）的配比施用

［14］

，

不同施肥处理对红玉杧树体矿质养分的影响
矿质营养是果树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和品质提

高的物质基础，对果树生理代谢、生长、结果起着

本研究中 3 个处理的施肥方案基本符合前人推荐的

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的施肥可以及时补充果

方法。钾是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矿质元素之

树所需要的矿质营养成分，而叶片中各矿质营养成

一［15-16］，可以促进光合产物的运输，提高果实的

分含量是反映树体养分状况的最重要指标，通过检

品质，是典型的品质元素

［17］

。海藻肥从海藻当中

测叶片和果实中各养分含量状况，可以看出杧果营

提取一种活性海藻成分，富含活性因子、氨基酸、

养的丰缺状况。本试验在常规施肥的基础上增施

矿物质以及植物生长激素，可以增强作物的抵抗

钾肥和海藻肥，研究结果表明，在叶片中钾、镁、

［18］

力，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

［19］

。刘刚等

铜、锌含量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显著高于 CK 处

采用海藻肥对洋香瓜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增

理；但是钙含量 CK 处理显著高于增施钾肥的处

产 效 果 明 显， 果 实 品 质 得 到 显 著 改 善。 杨 祥 田

理，可能是增施钾肥后，钙和钾互相拮抗，抑制了

［20］

等

在蔬菜上应用海藻肥，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均

有所提升。赵建锋等

［21］

、董华芳等

［22］

树体对钙的吸收。但是在果实中除氮元素外，CK

在草莓上

处理的养分含量均高于 T1、T2 处理，这可能是增

施用海藻肥，对草莓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固形物含

施硫酸钾和海藻肥后，土壤中的钾、钙、镁及其他

量增加效果明显。本试验增施硫酸钾肥和海藻肥，

微量元素含量偏高，相互间产生了部分拮抗作用，

对果树产量和果实品质均有显著的效果，T1、T2

导致 T1、T2 处理果实中各养分含量低于 CK 处理；

处理单株增产分别达 15.61%、19.09%。主成分分

也可能是金属元素吸收到叶片后，在叶片中移动性

析结果表明 T2 处理的得分最高，杧果果实品质最

较差，导致转移到果实中的含量偏低。

好。杧果的产量主要由挂果数量和单果重构成，从

3.3

本试验处理来看，由于钾肥可以增强杧果的抗性，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土壤理化性质是反映土壤肥力的关键指标，土

能促进树体生长，促进开花结实，提高坐果率，从

壤理化性质不仅会影响土壤的供肥能力和植物的吸

而使 T1、T2 处理红玉杧平均单果重量和单株产量

收效率，同时对土壤中微生物多样性也有很重要的

均有明显增加；同时钾元素是品质元素，对杧果可

作用。本研究中增施硫酸钾和海藻肥后，土壤中的

溶性糖、可溶性固形物、维生素 C 的含量的增加

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钾、交换性钙、交换

均具有显著效果。而海藻肥中富含大量营养物质和

性镁、有效铁、有效锌含量增加效果明显，尤其是

有效成分，包括氮、磷、钾等无机元素，微量营养

T2 处理同时增施硫酸钾肥和海藻肥后，土壤中的

元素以及一定数量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脂

有机质比 CK 处理增加了 106.73%，速效钾含量比

类、甜菜碱、海藻多糖、海藻盐和植物生长激素等

CK 处理提高了 782.08%，这与臧小平等［7］ 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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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芒上的试验结果类似。但是 T2 处理的有效磷
含量却比 CK 处理降低了 92.78%，而 T1 处理只增
加硫酸钾肥后有效磷的含量变化不明显，这可能是
T2 处理中海藻肥含有的钙、镁及微量元素高，造

146-149.
［8］
［9］

2517.
［10］
［11］

严江勤，姚小华，曹永庆，等．油茶果实发育期叶片和果
实中主要矿质元素含量变化［J］．经济林研究，2015，33

究。

4

康专苗，黄海，李向勇，等．贵州适种杧果品质分析［J］．
经济林研究，2020，38（2）：161-168.

泌，促进了根系对磷的吸收，因而土壤中的有效磷
不能及时补充而降低［23］，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研

谢若男，马晨，张群，等．海南省杧果主产区主栽品种果实
品质特性分析［J］．南方农业学报，2018，49（12）：2511-

成了可溶性磷酸盐的固定，也有可能是 T2 处理中
钾含量过高，促进了根系活力，加速了相关酶的分

隋 战 鹰． 海 藻 肥 料 的 应 用 前 景［J］． 生 物 学 通 报，2006
（11）：19-20.

（3）：20-25.

结论

［12］

化性质及土壤质量［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20，40

合理的施肥方案是提高产量、品质的重要途
径，硫酸钾肥是改善果实品质的优质肥料，在果实

（11）：156-166.
［13］

吴昊，董思谨，王文浩．秦岭山地松栎林土壤理化性质耦合
关系［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20，40（10）：117-

生长发育膨大期，增施硫酸钾对果实甜度和口感均
有很好的改善，前人在杧果上也进行了大量的试

王晓荣，胡文杰，庞宏东，等．湖北省主要森林类型土壤理

126.
［14］

陈瑞州，李静，范家慧，等．不同施肥配比对杧果园土壤

验。而海藻肥作为一种新型生物肥料，在果树上的

养分、微生物数量和酶活性的影响［J］．热带作物学报，

应用也比较广泛，本研究通过灌根的方式使用在杧

2018，39（6）：1055-1060.

果上，对果实品质和土壤有机质含量均有很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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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the growth of Hongyu mango and soil properties
KANG Zhuan-miao1，3，HE Feng-ping1，LIU Qing-guo1，HUANG Hai1，LI Xiang-yong1，ZHANG Yan1，3，ZHU Wenhua1，WANG Dai-gu1，HUANG Jian-feng2，DANG Zhi-guo2，GONG De-yong1*（1．Institute of Subtropical Crops，
Guizho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Xingyi Guizhou 562400；2．Tropical Crops Gentic Resources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Danzhou Hainan 571737；3．Guizhou South Asia Tropical Crops
Farming Development Co.，Ltd.，Xingyi Guizhou 562400）
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the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Hongyu mango
growth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ongyu mango and soil environment in Guizhou．
The 5-year Hongyu mango was used as the test material．Three treatments were set up，including CK（ the local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method），T1（potassium sulfate fertilizer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CK）and T2（potassium
sulfate and seaweed fertilizer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CK）．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stem diameter，
yield，fruit quality，leaf and fruit nutrient content  of fruit trees，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1 and T2 treatments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creasing yield per plant，which were 15.61% and
19.09% higher than CK treatment，respectively．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1
and T2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K treatment，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sulfate fertilizer
and seaweed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fruit quality were significant．From the results of leaf，fruit and soil nutrient analysis，
the contents of potassium，magnesium，copper and zinc in leaves of T1 and T2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K treatment；the calcium content of C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1 and T2 treatments；except nitrogen，the nutrient content of CK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1 and T2 treatments．
Compared with CK，the organic matter in T2 treatment increased by 106.73%，the available potassium content increased by
782.08%，but the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 of T2 treatment was 92.78% lower than that of CK treatment．After applying
potassium sulfate and seaweed fertilizer，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T1 and T2 treatments increased by 15.55% and 19.08%，
respectively，VCR（the ratio of the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fter fertilization to the increased expenditure
on fertilization）were 12.12 and 5.53，respectively，which was also cost-effective in terms of ratio of production to input，
which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improving yield，quality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Hongyu mango．These
two kinds of fertilizers could be appropriately applied in the management of Hongyu mango.
Key words：Hongyu mango；fruit quality；mineral elements；potassium sulfate；seaweed fert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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