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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提高单果重的作用也很明显椲椵棳但长期以来棳
受柿栽培耐粗放管理暍种植效益较低等因素的影

响棳柿生产上有机肥使用较少棳尚未见有机肥对柿

品质影响的研究报道暎早红柿椲椂椵是福建 新选育的

早熟大果涩柿品种棳综合性状优于国内同类产品棳
近年发展较快棳但果实品质下降已成为早红柿进一

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棳现有的施肥管理技术已无

法适应早红柿产业发展要求暎本研究以早红柿为材

料棳开展有机肥对其果实品质影响的研究棳旨在为

早红柿生产上科学合理施用有机肥提供理论和实践

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试验于棽棸棸椄年棻棽月至棽棸棸椆年椆月在福建省

永定县湖坑镇李汉斌果园进行棳试验树为高接椃年

生大树棳试验树管理参照当地常规管理进行暎试验

地土壤基本理化性状为有机质棻棻灡椆旂暏旊旂棴棻暍水

解氮棻棽椃旐旂暏旊旂棴棻暍有效磷棸灡椆旐旂暏旊旂棴棻暍速效

钾 椃旐旂暏旊旂棴棻暎
棻灡棽暋参试肥料

川田有机肥 棬有机质曒棾棽棩暍斘棲斝棽斚 棲斔棽斚
曒椂灡棸棩棳龙岩市川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棭暍圣

达有机 肥 棬有机 质 曒棾棸棩暍斘棲斝棽斚 棲斔棽斚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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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棾 棩暍斘棻灡椃棩暍斝棽斚 棿灡棻棿棩暍斔棽斚棻灡椆棿棩暍
水分棻椂棩棳养鸡场直接烘干产品棭暎
棻灡棾暋试验设计

试验 设 川 田 有 机 肥 旊旂暏 株棴棻 棬斄棻棭暍棻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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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斆斔棭棳其他管理相同棳每个处理棾次重复 棬每株

树为棻个重复棭暎
棻灡棿暋采样

成熟中期在试验树东南西北棿个方向和内膛各

选棻个大枝随机采棽个大小暍成熟度均一致的果实

棬共棻棸个棭棳在实验室自然后熟后按棿分法取果实

混合样棳然后测定其品质指标暎
棻灡 暋测定方法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折射仪法测定椈可滴定酸

采用氢氧化钠滴定法测定椲椃椵椈维生素 斆采用国标

法测定椈可溶性糖采用蒽酮试剂法测定椲椄椵暎
棻灡椂暋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 斢斝斢斢旀旓旘旝旈旑斾旓旝旙棻棾灡棸软件和

斉旞斻斿旍软件进行分析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有机肥对早红柿可滴定酸和维生素斆的影响

有机酸作为酸味成分棳适宜的含量可增加果蔬

的风味棳但过量时又显示出不良的品质暎因此棳测

定果蔬的酸度及其与糖含量的比值棳能判断果蔬的

成熟度和品质椲椆椵暎从表棻可以看出棳施用有机肥可

以显著降低早红柿果实可滴定酸含量棳施肥量越

大棳可滴定酸含量越低棳且均显著低于对照椈棾种

肥料中以川田有机肥处理的可滴定酸含量 低暍鸡

粪次之棳圣达有机肥 高棳 低的 斄棽处理仅为

棽灡棻棸旐旐旓旍暏旇旂棴棻棳棾种有机肥处理间除了 斄棽和

斅棻间差异显著外棳其余处理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棳
同种肥料不同施肥量处理间差异也不显著暎

从表棻还可以看出棳施用川田有机肥和鸡粪可

显著提高早红柿果实维生素 斆含量棳效果 好的

是施用川田有机肥棳斄棽暍斄棻处理的维生素斆含量

分别比对照提高椄椂灡棾棩和椄棸灡棸棩棳其次是鸡粪处

理棳斆棽暍斆棻处理的 斨斻含量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椆灡棸棽棩和 棻灡棽棻棩棳圣达有机肥效果较差棳与对

照差异不显著暎各有机肥用量对早红柿果维生素斆
含量影响还表现为椇随施肥量增大棳维生素 斆含

量增加棳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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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有机肥对早红柿可溶性糖暍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的影响

可溶性糖含量是早红柿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棳
反映了果实品质的优劣暎由表棽可知棳施用有机肥

均不同程度提高早红柿果实可溶性糖含量棳其中

斆棽暍斄棽暍斆棻和斅棽处理的均显著高于对照椈效果

好的是棻棸旊旂暏株棴棻鸡粪处理的 棬斆棽棭棳其可溶

性糖含量比对照提高了棾椃灡棻棩棳其次是川田有机

肥棻棸旊旂暏 株棴棻 处 理 的 棬斄棽棭棳比 对 照 提 高 了

棾棽灡椆椄棩棳圣达有机肥效果略差棳棻棸旊旂暏株棴棻处理

的 棬斅棽棭比对照提高了棻棸灡棽棻棩暎各有机肥处理还

表现为随施肥量增大棳可溶性糖含量增加暎试验结

果表明棳鸡粪处理的和川田暍圣达有机肥高用量处

理的棳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对照暎棾种有机肥

中棳以鸡粪和高用量川田有机肥处理的效果较好棳
可溶性糖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暎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主要指可溶性糖类物质或其

他可溶物质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糖类物质的量棳是

衡量水果品质的重要指标椲棻棸椵暎施用有机肥对提高

早红柿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作用效果与可溶性糖

变化基本一致 棬表棽棭棳有机肥施肥量越大棳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越高棳其中棾种有机肥棻棸旊旂暏株棴棻

处理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棳而

旊旂暏株棴棻处理的与对照间差异均不显著暎在施用

有机肥的椂个处理中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高的是

棻棸旊旂暏株棴棻川田有机肥处理 棬斄棽棭棳比对照提高

了椄灡棽椄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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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糖含量棷棩 椆灡椂棸斺斻 棻棽灡棸斸 椆灡椄 斺斻 棻棸灡棾椂斺 棻棽灡棾椄斸 棻棽灡椄椆斸 椆灡棿棸斻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棷棩 棻椂灡棾棸斸斺 棻椃灡棸棸斸 棻灡椄 斺 棻椂灡椆棸斸 棻椂灡棽 斸斺 棻椂灡椄 斸 棻灡椃棸斺

棾暋讨论与结论

棾灡棻暋施用有机肥均降低了早红柿中可滴定酸含量棳
提高果实维生素 斆暍可溶性糖及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棳这与徐云焕等椲棻棻棴棻棽椵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棳说明

施用这棾种有机肥对早红柿的果实品质改良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暎从棾种有机肥的施用效果看棳川田有

机肥处理的具有较低的可滴定酸含量暍较高的维生

素斆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棳对提高可溶性糖含量

的影响与其他棽种有机肥相当椈施用鸡粪在增加可

溶性糖暍可溶性固形物和维生素 斆含量棳降低可

滴定酸含量的作用略差于川田有机肥棳但在低施肥

量时的作用效果也能维持在较好的水平暎综合评估

表明棳川田有机肥对改良早红柿果实品质的作用

明显棳其中以施用棻棸旊旂暏株棴棻川田有机肥的效果

好棳鸡粪次之棳圣达有机肥效果较差暎
棾灡棽暋施用有机肥可以改良土壤棳提高农产品产量

和品质椲棻棾椵棳而有机肥的主要营养成分为有机质棳
其含量高低对作物品质改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暎本

试验棾种有机肥对早红柿果实品质的改善与其有机

质含量相关棳有机质含量越高棳果实可溶性糖暍可

溶性固形物暍维生素 斆含量也高棳对应的可滴定

酸含量则低暎从肥料种类上看棳川田有机肥有机质

含量高于圣达有机肥棳所以川田有机肥效果好于圣

达有机肥椈鸡粪有机肥有机质含量虽高于川田有机

肥棳但其对几个品质指标的影响不如川田有机肥棳
可能与鸡粪有机肥特性有关棳施用后它需要一个发

酵过程棳才能充分释放肥力暎果树生产上有机肥的

使用效果棳还受气候暍品种暍树龄及土壤状况椲棻棿椵

等因素的影响棳特别是福建山区棳即使同一片果园

因地势高低等因素影响也会在土壤状况方面存在差

异棳进而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椲棾棳棻棽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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