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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坐果可以获得较高产量和较好的品质暎
不同长度之间的夏梢其果穗重暍穗粒数暍单果

重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暍可食率差异均不显著棳但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有随着长度的减小而递减的趋势

棬见表棿棭棳表明长枝条有利于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的积累棳选择长度椌棾棸斻旐 的夏梢果实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较高暎

表棾暋不同长度的春梢对坐果与果实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棾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旍斿旑旂旚旇旓旀旙旔旘旈旑旂旙旇旓旓旚旙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旙斿旚旚旈旑旂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

组别 长度棷斻旐 穗重棷旂 穗粒数棷粒 单果重棷旂 斣斢斢棷棩 可食率棷棩
斔棻 曑椆灡椆 棽棾棾灡椄暲椄棸灡椄棸斺斻斄斅 椂灡棿棾暲棽灡棻椃斺斻 棾椄灡棾棿暲椂灡棾椄斸 棻棸灡棾椄暲棻灡棸椆斺 椂椆灡棽椂暲棽灡棾斸
斔棽 棻棸灡棸暙棻棿灡椆 棽棻棻灡棽椂暲椄椄灡椃 斻斅 灡棸暲棽灡椄斻 棿棸灡椆椃暲椃灡椃棸斸 棻棻灡椂椃暲棻灡椂椆斸 椂椆灡椄椃暲棽灡椄椆斸
斔棾 棻灡棸暙棻椆灡椆 棽棾棾灡椄 暲棻棸椃灡椄斺斻斄斅 灡椄 暲棽灡椃棾斻 棿棻灡椃棸暲椃灡棸椄斸 棻棻灡棿椃暲棻灡椂棿斸 椃棸灡棿棽暲棽灡椂棻斸
斔棿 棽棸灡棸暙棽棿灡椆 棽椃棽灡椆棽暲椆灡棾椄斸斺斄斅 椃灡椆棻暲棿灡棸棾斸 棾椃灡椄棾暲椃灡椃棿斸 棻棻灡棸 暲棻灡棽椃斸斺 椂椆灡棾棽暲棻灡椃棿斸
斔 曒棽灡棸 棾棸棿灡椃椄暲椃灡椂棾斸斄 椃灡棿棽暲棻灡椆椄斸斺 棿棻灡棾 暲 灡棾棽斸 棻棻灡棾椆暲棻灡棻棽斸 椃棸灡棾椆暲棻灡椄椆斸

表棿暋不同长度的夏梢对坐果与果实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棿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旍斿旑旂旚旇旓旀旙旛旐旐斿旘旙旇旓旓旚旙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旙斿旚旚旈旑旂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

组别 长度棷斻旐 穗重棷旂 穗粒数棷粒 单果重棷旂 斣斢斢棷棩 可食率棷棩
斕棻 曑椆灡椆 棽棽椂灡棻棽暲椂椃灡棻椂斸 椂灡棾棾暲棽灡椄椄斸 棾椄灡棾棽暲棾灡椆椃斸 棻棸灡棾棸暲棻灡棾棾斸斻斄斆 椂椄灡棸棾暲棽灡椂棽斸斻
斕棽 棻棸灡棸暙棻椆灡椆 棽棽棻灡棿椂暲棻棸椄灡椄斸 椂灡棾棸暲棾灡棸棽斸 棾椃灡椂暲椃灡棾 斸 棻棸灡椆棻暲棻灡棾斸斺斻斄斅斆 椃棸灡棿棽暲棿灡椃椃斸
斕棾 棽棸灡棸暙棽椆灡椆 棽棿棽灡棾椂暲棻棸棻灡椆椃斸 椃灡棾 暲棾灡棾棽斸 棾灡椆椄暲椂灡椂棸斸 棻棻灡棽 暲棻灡椂棻斸斺斄斅斆 椂椆灡棽暲棽灡椂斸斺斻
斕棿 棾棸灡棸暙棾椆灡椆 棽棿棻灡棾椄暲椄棻灡椄棸斸 椂灡椄棽暲棽灡椆棾斸 棾椄灡棾棸暲椂灡棿棽斸 棻棻灡棾椂暲棻灡椂椃斸斺斄斅 椃棸灡棻椃暲棽灡棿棾斸斺
斕 曒棿棸灡棸 棽椃椆灡棽棾暲棻棾椂灡棿椂斸 椃灡棻棾暲棾灡椃椂斸 棾椆灡椂 暲椃灡椃棿斸 棻棻灡棿椆暲棻灡棻棸斸斄 椂椄灡椃棸暲灡棸棽斸斺斻

棽灡棻灡棾暋春梢暍夏梢叶片数暋将春梢叶片数分棿组

斘棻 棬曑椆棭暍斘棽 棬棻棸暙棻棿棭暍斘棾 棬棻 暙棻椆棭暍斘棿
棬曒棽棸棭棳夏梢叶片数分 组 斖棻棬曑椆棭暍斖棽棬棻棸暙
棻棿棭暍斖棾 棬棻 暙棻椆棭暍斖棿 棬棽棸暙棽棿棭暍斖 棬曒棽 棭暎
不同结果母枝的叶片数对坐果与果实品质的影响见

表 和表椂棳其中 斘棿组的果穗重显著高于 斘棻组棳

果穗重随着叶片数的增多而增多棳可见春梢叶片数

的多少对穗重影响较大椈而穗粒数暍单果重暍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暍可食率没有显著差异棳可能叶片数

的增多棳光合作用产物的积累棳使得果穗枝条的重

量增大暎

表 暋不同叶片数的春梢对坐果与果实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 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旍斿斸旀旑旛旐斺斿旘旓旀旙旔旘旈旑旂旙旇旓旓旚旙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旙斿旚旚旈旑旂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

组别 叶片数棷片 穗重棷旂 穗粒数棷粒 单果重棷旂 斣斢斢棷棩 可食率棷棩
斘棻 曑椆 棻椆椆灡椆椄暲椄椂灡椂棸斺 灡椂暲棽灡棻椂斸 棾椄灡棽棻暲椃灡椂椄斸 棻棸灡椄棽暲棻灡棾椄斸 椂椆灡椃棿暲棽灡棸椃斸
斘棽 棻棸暙棻棿 棽棾棻灡棾椂暲椆棸灡棾斸斺 椂灡棾 暲棽灡椄棸斸 棾椆灡棽棾暲椂灡椄椃斸 棻棻灡棻椂暲棻灡 斸 椂椆灡棿棻暲棽灡椃 斸
斘棾 棻 暙棻椆 棽棿棽灡椆 暲棻棸棻灡椄椂斸斺 椂灡棻椂暲棾灡棾椃斸 棿棽灡椃棾暲椄灡棻棻斸 棻棻灡椂棸暲棻灡椆斸 椃棸灡椃暲棽灡棿椄斸
斘棿 曒棽棸 棽椃灡椂棾暲椆椄灡棸 斸 椂灡椄椄暲棽灡椂椂斸 棾椆灡椃 暲棿灡椆椃斸 棻棻灡棾棻暲棻灡棿棿斸 椂椆灡椄椂暲棽灡棽棽斸

椃棽第棾期 章希娟等椇自然坐果条件下白肉枇杷结果母枝性状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暋暋不同叶片数的夏梢单果重暍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暍可食率差异不显著 棬表椂棭暎穗重和穗粒数均

随着叶片数的减少而减少棳叶片数椉棽棸的枝梢穗

重暍穗粒数极显著低于叶片数椌棽棸的枝梢暎生产

上宜选择叶片数椌棽棸的夏梢作为结果母枝暎

表椂暋不同叶片数的夏梢对坐果与果实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椂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旍斿斸旀旑旛旐斺斿旘旓旀旙旛旐旐斿旘旙旇旓旓旚旙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旙斿旚旚旈旑旂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

组别 叶片数棷片 穗重棷旂 穗粒数棷粒 单果重棷旂 斣斢斢棷棩 可食率棷棩
斖棻 曑椆 棻椂椄灡棾棻暲棾棿灡 斻斅 棿灡棿棸暲棸灡椄椆斻斅 棿棻灡棿椃暲棻棻灡椆棿斸 棻棻灡棾椆暲棾灡棻棾斸 椂椄灡棾暲棾灡椆棾斸
斖棽 棻棸暙棻棿 棽棸棸灡棾棸暲椄棽灡棿椂斺斻斅 灡椂椃暲棽灡椂椆斺斻斅 棾椃灡椄棽暲椃灡椆棸斸 棻棻灡棻 暲棻灡棿椄斸 椂椆灡椂棾暲棽灡椆斸
斖棾 棻 暙棻椆 棽棽椆灡椃椄暲椄棽灡棻斺斅 椂灡棻暲棽灡棿椄斺斅 棾椃灡棾椄暲椂灡棽椂斸 棻棻灡棾棽暲棻灡棽斸 椂椆灡棾椂暲棾灡椆棽斸
斖棿 棽棸暙棽棿 棾棸棸灡棸棽暲棻棾棿灡椂椄斸斄 椄灡椂 暲棿灡棻棻斸斄 棾椂灡棿椃暲椂灡棻棿斸 棻棻灡棸椂暲棻灡棾椂斸 椂椆灡椄棾暲棻灡椆棿斸
斖 曒棽 棾椂椂灡椃棿暲棻棸棻灡棽椄斸斄 棻棸灡棸椄暲棽灡椆椂斸斄 棾椆灡椃棸暲棿灡棻斸 棻棸灡椂椂暲棻灡棻椄斸 椃棽灡棽椂暲椃灡椆斸

棽灡棽暋结果母枝性状与自然坐果和果实品质的相

关性

棽灡棽灡棻暋春梢性状与自然坐果和果实品质的相关性

暋相关性分析 棬表椃棭表明椇春梢长度暍叶片数与

果穗重均呈极显著正相关棳相关系数分别为棸灡棽棽暍

棸灡棽椂棳表明在本试验观测范围内春梢叶片数暍长度

和果穗重关系密切棳叶片数越多暍长度越长果穗越

重暎而梢长度暍叶片数与单果重相关均不显著 棬
椊棸灡棸椆棳 椊棸灡棻棾棭棳这与朱祥枝等在早钟椂号短结

果母枝上的研究一致椲椆椵暎

表椃暋春梢性状与自然坐果和果实品质的相关性

斣斸斺旍斿椃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旜斿斻旓斿旀旀旈斻旈斿旑旚旓旀旙旔旘旈旑旂旙旇旓旓旚旙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旕旛斸旍旈旚旟

性状 穗重棷旂 穗粒数棷粒 单果重棷旂 可食率棷棩 斣斢斢棷棩
梢长度 棸灡棽棽灣灣 棸灡棻棾 棸灡棸椆 棸灡棸棾 棸灡棸椆
叶片数 棸灡棽椂灣灣 棸灡棻棾 棸灡棻棾 棸灡棻棾 棸灡棸椃

注椇灣 表示相关显著椈灣灣表示相关极显著棬表椄同棭暎

棽灡棽灡棽暋夏梢性状与自然坐果和果实品质的相关性

暋相关性分析 棬表椄棭表明椇夏梢长度与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棳夏梢叶片数与果穗重暍穗

粒数 均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棳相 关 系 数 高 达 棸灡棿椃暍

棸灡棿 棳表明在本试验观测范围内棳夏梢长度和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关系密切棳叶片数和果穗重暍穗粒数

关系密切棳选择枝梢长暍叶片数多的夏梢有利于坐

果棳且果实的风味较好暎

表椄暋夏梢性状与自然坐果和果实品质的相关性

斣斸斺旍斿椄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旜斿斻旓斿旀旀旈斻旈斿旑旚旓旀旙旛旐旐斿旘旙旇旓旓旚旙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旕旛斸旍旈旚旟

性状 穗重棷旂 穗粒数棷粒 单果重棷旂 可食率棷棩 斣斢斢棷棩
梢长度 棸灡棻 棸灡棸 棸灡棸椆 棴棸灡棻棽 棸灡棽棸灣
叶片数 棸灡棿椃灣灣 棸灡棿 灣灣 棸灡棸棾 棸灡棻棾 棴棸灡棻棻

棽灡棾暋不同类型结果母枝结果性能总体评价

比较春梢暍夏梢棽种结果母枝棳夏梢在长度和

叶片数上分别较春梢多棿棻灡棸椂棩暍椆灡椂棿棩棳均达到

极显著差异暎比较棽种结果母枝的结果性能棳两者

的穗粒数暍穗重没有显著差异棳表明贵妃枇杷春

梢暍夏梢的结果性能较一致棳生产上应根据气候条

件选择利用暎从果实品质上比较棳春梢的果实单果

重较夏梢的果实单果重重 灡 棩棳差异极显著椈
两者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可食率没有显著差异

棬表椆棭暎

椂椃棽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表椆暋不同类型结果母枝结果性能总体评价

斣斸斺旍斿椆暋斆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斺旘斸旑斻旇旚旟旔斿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旕旛斸旍旈旚旟

结果母枝 春梢 夏梢

长度棷斻旐 棻灡椃 暲椂灡椂棸斺斅 棽椂灡椃棽暲棻棽灡棾棿斸斄
叶片数棷片 棻棿灡椆椆暲棿灡椃斺斅 棻椂灡椆暲灡棸棻斸斄
穗重棷旂 棽棾椄灡椆棽暲椆椂灡棾斸 棽棿棸灡椄椆暲棻棸灡椂棻斸
穗粒数棷粒 椂灡棽椆暲棽灡椆棸斸 椂灡椄棸暲棾灡棻椄斸
单果重棷旂 棿棸灡棽棾暲椃灡棾棻斸斄 棾椃灡椃椂暲椂灡椆棾斺斅
斣斢斢棷棩 棻棻灡棽椄暲棻灡棾斸 棻棻灡棻椃暲棻灡棽斸
可食率棷棩 椂椆灡椄棽暲棽灡椂椂斸 椂椆灡椃椂暲棾灡椄椂斸

表棻棸暋自然坐果条件下贵妃枇杷与常见白肉枇杷常规管理

下果实品质比较

斣斸斺旍斿棻棸暋斞旛斸旍旈旚旟斻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斍旛旈旀斿旈斸旑斾斻旓旐旐旓旑
旝旇旈旚斿灢旀旍斿旙旇旍旓旕旛斸旚旀旘旛旈旚旙

品种 单果重棷旂 斣斢斢棷棩 可食率棷棩
贵妃 棿棸灡棸 棻棻灡棾 椃棸灡棸
白梨 棽椂灡棸 棻棽灡椄 椂棻灡棿
软条白沙 棽灡椆 棻棾灡 椃棿灡椂
冠玉 棾灡棸 棻棾灡棿 椃棸灡棸

棾暋讨论与结论

棾灡棻暋自然坐果条件下贵妃枇杷优良结果母枝的生

物学指标

枇杷结果母枝一般由春梢和夏梢发育而成的棳
结果母枝的性状直接影响果实品质椲棻棸椵棳本文分析

得出椇春梢长度暍叶片数与果穗重均呈极显著正相

关棳表明叶片数暍长度和果穗重关系密切是影响春

梢果实穗重的主要生物学指标椈夏梢长度与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棳叶片数与果穗重暍穗粒

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棳表明长度是影响夏梢果实品

质的主要生物学指标棳叶片数是影响夏梢坐果的主

要生物学指标暎综合穗重暍穗粒数与果实品质的指

标棳在不疏果的情况下棳生产上贵妃枇杷以春梢作

为结果母枝棳宜选择粗度大于棸灡椆斻旐暍长度大于

棽棸灡棸斻旐暍叶片数为棻 暙棻椆片的枝条椈以夏梢作为

结果母枝棳宜选择粗度大于棸灡椃斻旐暍长度大于棾棸
斻旐暍叶片数大于棽棸片的枝条暎
棾灡棽暋自然坐果条件下贵妃枇杷果穗与果实品质与

其他白肉品种的比较

枇杷生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棳降低枇杷的

生产成本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暎相对早钟椂

号暍解放钟的高坐果率棳贵妃枇杷自然坐果率较

低椲椄椵棳本文探讨了在不疏果条件下白肉枇杷贵妃的

果实品质棳总结了优良结果母枝性状指标棳优良结

果母枝的果实综合性状为穗粒数椂个以上棳单果重

达棿棸旂以上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棻棻灡棾棩以上棳
可食率达椃棸棩棳与在国家果树种质福州枇杷资源

圃中观测的其他白肉枇杷品种冠玉暍白梨暍软条白

沙等良种相比较棳果实综合经济性状优于著名的白

梨暍软条白沙和冠玉枇杷 棬表棻棸棭暎娄晓鸣等分析

了江苏棻棸个主要白肉枇杷品种常规管理条件下的

果实品质棳其中只有冠玉暍杨氏旍号和鸡蛋白单果

重略大于棿棸旂棳青种暍照种暍白玉暍小白沙暍椄椂灢
棻棽暍冰糖种和甜种等品种单果重为棽棽暙棾椃旂椲棻棻椵暎
由此可见棳运用白肉枇杷贵妃的优良性状棳辅以优

良结果母枝的选用棳在不疏果的情况下棳果实的综

合品质基本达到或超过其他的白肉品种棳从而可达

到节约成本棳生产优质果的目的暎因此棳贵妃枇杷

不采用疏果技术而生产优质果的栽培模式是可行

的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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