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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不同氮素营养水平对茶树生长暍茶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椇在施纯氮棾棾椃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棬棻棽棸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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旇旐棴棽棬棻棸棩 斚旔旚斘 处理棭后棳则不升反降暎茶叶感官品质表现为棽 棩 斚旔旚斘椌椂棸棩 斚旔旚斘椌棻棸棸棩 斚旔旚斘椌棻棽棸棩
斚旔旚斘椌斆斔椌棻棸棩 斚旔旚斘棳但处理间的差异不大棳总体品质有随着用氮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暎
关键词椇乌龙茶椈氮肥椈产量椈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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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茶树是叶用作物棳对氮素的需求量较大椲棻椵棳氮素

是茶叶中氨基酸和蛋白质的主要元素棳它几乎参与

了茶树生育的每一个过程棳不仅是茶树正常生育的

重要基础物质棳也是形成茶叶产量和品质的重要物

质基础椲棽椵暎茶叶中许多含氮成分都直接影响茶叶

色暍香暍味的形成棳如甘氨酸具甜醇香棳茶氨酸具鲜爽

味棳增施氮肥能显著提高茶叶中蛋白质和氨基酸的

含量暎以春茶为例棳单施氮肥蛋白质含量比不施肥

提高了棽棸灡 棩棳氨基酸含量增加了棻灡棻棽倍椲棾椵棳所以

在茶叶生产中对氮素的投入占茶叶生产成本的很大

比重暎但是茶树的氮肥利用率比较低棳特别是红壤

茶园棳氮素的利用率更低棳据吴洵和茹国敏研究椲棿椵棳
茶树一年内吸收的氮只占全年总施氮量的棾棸棩暙

棾椃棩暎日本是一个茶园氮肥高投入的国家棳但因为

茶树的低氮肥利用率棳现在已经注意到过量氮素对

土壤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以及对大气的

污染和土壤酸化的影响椲椵暎目前棳我国茶园氮肥用

量水平棳已大大超过了茶树健康营养和正常产出的

需求棳导致氮肥利用率明显下降椲椂椵椈盲目增施氮肥棳
不但会使氮肥的增产效果下降棳同时还会严重影响

茶叶品质棳因此世界各产茶国对茶树吸收利用氮肥

的问题十分关注椲椃椵暎在茶叶高产优质栽培管理中棳
为了提高茶园氮肥的利用率棳获取茶园施氮的 大

经济效益棳就要研究并应用茶园氮肥合理施用技

术椲椄椵暎本课题组开展了茶园氮肥适宜用量田间试

验棳以期为茶园合理施用氮肥提供理论依据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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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供试材料

供试茶园选设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棽号山山脚平地茶园棳 年生丹桂品种棳茶树生长

较均匀一致暎供试肥料为尿素棳含氮量曒棿椂灡棿棩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试验设椂个处理棳分别为 斘棸 棬对照棳不施肥棳
处理棻棭暍斘棻施纯氮椃棸灡棾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棽 棩斚旔旚斘棳
处理 棽棭暍斘棽 施 纯 氮 棻椂椄灡椃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椂棸棩
斚旔旚斘棳处理 棾棭暍斘棾 施 纯 氮 棽椄棻灡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棻棸棸棩 斚旔旚斘棳 处 理 棿棭暍斘棿 施 纯 氮 棾棾椃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棻棽棸棩 斚旔旚斘棳处 理 棭暍斘 施 纯 氮

棿棽棻灡椆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棻棸棩 斚旔旚斘棳处理椂棭暎斚旔旚斘
按照每生产棻棸棸旊旂干茶施棻棽灡 旊旂纯氮计算棳年

产量按棻棻棽 旊旂暏旇旐棴棽计暎供试地地势平坦暍四周

空旷棳且附近有水源棳排灌方便棳土壤深厚棳肥力

中等棳旔斎棿灡 暎随机区组排列棳设棿次重复棳小

区长棻棽旐棳面积棻椄旐棽暎全年氮肥用量按基肥和

春暍夏暍秋茶追肥棾棸棩暶棾棸棩暶棻 棩暶棽 棩的比

例在各茶季结束后分配施用暎其他农艺栽培技术措

施保持一致暎试验重复棾年暎
棻灡棾暋测试参数及方法

棻灡棾灡棻暋发芽密度暍一芽三叶长与重暋 春茶暍夏茶

和秋茶期间分别调查发芽密度暍一芽三叶长与重各棻
次暎发芽密度每小区随机调查棾个点棳一芽三叶长暍
重每小区随机抽取观测棻 个标准新梢棳均重复棿次暎
棻灡棾灡棽暋各季及全年茶叶产量暋 按闽南乌龙茶采摘

标准采摘棳分小区测产记录各季鲜叶产量棳统计全

年产量暎
棻灡棾灡棾暋修剪物重量暋 同一方法修剪棳分小区收

集暍记录各次修剪物的鲜重暎
棻灡棾灡棿暋枯枝落叶重量暋 每小区设棽段各棻米长的

观测区棳清理地表物后棳每隔棻个月收集枯枝落

叶棳烘干暍称重暎
棻灡棾灡 暋茶叶品质暋春季在统一采摘标准同一加工

设备和工艺技术条件下棳对椂个处理分别进行乌龙

茶样品制作棳统一密码审评椈采用汤色占棻棸棩棳
香气占棾 棩棳滋味占棾棸棩棳外形占棻 棩棳叶底占

棻棸棩的评分标准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不同处理对春暍夏暍秋茶芽梢性状的影响

发芽密度观测结果 棬表棻棭表明椇各季芽梢密

度的平均值以处理 高棳且在一定用量水平

棬棻棽棸棩 斚旔旚斘棭下总体表现出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

增大的趋势棳但过量施氮后发芽密度反而下降了椈
棾季平均发芽密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处理 暍处理

棿暍处理棾暍处理椂暍处理棽和对照处理棳处理棾暍处
理棿暍处理 暍处理椂与不施肥对照处理差异达到极

显著水平棳处理棽与对照处理差异达显著水平暎
表棻暋不同施肥处理茶树芽梢密度的比较

斣斸斺旍斿棻暋斅旛斾斾斿旑旙旈旚旟旓旀旚斿斸旚旘斿斿旙旝旈旚旇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处理 春梢 夏梢 秋梢 平均

处理棻棬对照棭 椆棽灡椃 椃灡棾 棽灡椃 椃棾灡椃斻斆
处理棽 椆灡棾 椃椆灡椆 棿灡棿 椃椂灡棾斺斅斆
处理棾 椆灡 椄棽灡棿 椂灡 椃椄灡棻棾斺斄斅
处理棿 椆椃灡棽 椄棸灡 椃灡棻 椃椄灡棽椃斺斄斅
处理 椆椆灡椄 椄棾灡棾 椄灡棿 椄棸灡斸斄
处理椂 椆椂灡椄 椄棸灡椂 棾灡棸 椃椂灡椄斺斅

注椇栙表中数据为每棻棻棸椆斻旐棽 芽梢个数暎栚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

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棻棭和显著水平棬 椉
棸灡棸 棭棳下同暎

芽梢性状调查结果 棬表棽暍表棾棭表明椇栙无

论是一芽三叶长还是一芽三叶重棳春暍夏暍秋梢几

乎都表现出有施氮肥的处理大于不施肥对照处理椈
栚施氮对茶树新梢一芽三叶长暍重的影响总体表现

为秋梢椌春梢椌夏梢棳一芽三叶秋梢中棳以处理椂
长棳平均增幅达棽灡椃 棩棳以处理棽 重棳平均

增幅达棻椃灡椃棿棩椈栛春暍夏暍秋梢平均一芽三叶

长暍重总体表现出随着用氮量的增加而增大的趋

势棳但处理间差异均未达极显著水平棳施肥处理间

的差异均不显著棳与不施肥对照相比棳一芽三叶长

处理棿暍处理椂达到显著水平棳一芽三叶重处理椂
达到显著水平棳其他的差异不显著暎

表棽暋不同施肥处理茶树一芽三叶长的比较

斣斸斺旍斿棽暋斕斿旑旂旚旇旓旀旓旑斿斺旛斾斸旑斾棾旍斿斸旜斿旙旓旑旚斿斸旚旘斿斿旙旝旈旚旇
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棬单位棷斻旐棭

处理 春梢 夏梢 秋梢 平均

处理棻棬对照棭 椄灡棻棽 灡棽椂 椂灡棸棽 椂灡棿椃斺斄
处理棽 椄灡棽棾 灡棸 椃灡棻椂 椂灡椆椂斸斺斄
处理棾 椄灡椃椃 椂灡棸椆 椂灡棿椃 椃灡棻棻斸斺斄
处理棿 椄灡椄椆 椂灡棻椂 椂灡椂 椃灡棽棸斸斄
处理 椄灡椂棸 灡椃 椂灡棾椂 椂灡椆棸斸斺斄
处理椂 椄灡椂棻 灡椄棸 椃灡椃 椃灡棾棾斸斄

棽灡棽暋不同处理对春暍夏暍秋茶鲜叶产量的影响

按闽南乌龙茶采摘标准分小区采摘计产棳不同

棿椄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处理鲜叶产量的鉴定结果如表棿所示暎各季产量均

表现为椇栙施氮处理高于不施肥处理椈栚处理 椌
处理棿椌处理棾椌处理棽棳说明在一定施氮量水平

棬棻棽棸棩 斚旔旚斘棭下棳茶叶产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

增大棳处理 增产效果 佳棳其春暍夏暍秋茶和平

均产量分别比对照处理增产了棽棽灡椂椃棩暍棾椂灡椆椃棩暍
棽灡棸棸棩和棽椂灡棿棿棩椈栛处理椂椉处理 棳说明施氮

量过多反而不利于经济产量的增加椈栜处理棾暍棿暍
暍椂产量均极显著高于对照不施肥处理暎

表棾暋不同施肥处理茶树一芽三叶重的比较

斣斸斺旍斿棾暋斪斿旈旂旇旚旓旀旓旑斿斺旛斾斸旑斾棾旍斿斸旜斿旙旓旑旚斿斸旚旘斿斿旙旝旈旚旇
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棬单位棷旂棭

处理 春梢 夏梢 秋梢 平均

处理棻棬对照棭 棸灡椄棽 棸灡椂棿 棸灡椂棽 棸灡椂椆斺斄
处理棽 棸灡椄棸 棸灡椂棿 棸灡椃棾 棸灡椃棽斸斺斄
处理棾 棸灡椆棸 棸灡椂椃 棸灡椂 棸灡椃棿斸斺斄
处理棿 棸灡椆棾 棸灡椂 棸灡椂棾 棸灡椃棿斸斺斄
处理 棸灡椄 棸灡椂 棸灡椂椆 棸灡椃棾斸斺斄
处理椂 棸灡椆棽 棸灡椃棸 棸灡椃棻 棸灡椃椄斸斄

棽灡棾暋不同处理对枯枝落叶量的影响

每小区设立棽段各棻旐长的观测区棳清理地表物

后棳定期收集枯枝落叶烘干暍称重棳折算成公顷枯枝落

叶干重的结果棬表 棭表明椇施氮处理的枯枝落叶量均

高于不施肥对照处理棳且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棳其
中棳以处理 高棳年平均比对照处理增加棻椄灡棿椄棩暎

棽灡棿暋不同处理对修剪枝叶量的影响

修剪枝叶量的测定结果 棬表椂棭表明椇施氮处

理的修剪枝叶量均高于不施肥处理棳且在一定用氮

范围内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棳但施氮量过多反

而呈下降趋势暎平均修剪枝叶量棳以处理 多棳
达椃椂椆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暎与对照处理比较棳处理棿暍
暍椂达到极显著水平差异暎

棽灡 暋不同处理对生物产量的影响

生物产量 棬鲜叶产量棲修剪枝叶量棲枯枝落叶

量棭统计的结果 棬表椃棭表明椇栙施氮处理均高于

不施肥处理棳增幅达棿灡椆棩暙棽棸灡棽棩椈栚处理 椌
处理棿椌处理棾椌处理棽棳说明在一定施氮量水平

棬棻棽棸棩 斚旔旚斘棭下棳生物产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

增大椈栛处理椂椉处理 棳说明施氮量过多反而不

利于生物产量的提高椈栜处理 暍椂暍棿极显著或显

著高于对照不施肥处理暎
表棿暋不同施肥处理鲜叶产量的比较

斣斸斺旍斿棿暋斊旘斿旙旇旍斿斸旀旟旈斿旍斾旓旀旚斿斸旚旘斿斿旙 旝旈旚旇 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
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椲单位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椵

处理 春茶 夏茶 秋茶 平均

处理棻棬对照棭 棻棽椄灡 椂棸棿灡 棾椆棸灡棸 椄棿棻灡棻斾斆
处理棽 棻椂椄椆灡棸 椂棿棸灡 棾椆棿灡 椆棸椄灡棸斻斾斅斆
处理棾 棻椄棸椆灡棸 椂椄椃灡棸 棿棻棿灡棸 椆椃棸灡棻斺斻斄斅
处理棿 棻椄棸棾灡棸 椃棽椃灡 棿椃棿灡棸 棻棸棸棻灡椂斸斺斄斅
处理 棻椄椃灡棸 椄棽椄灡棸 棿椄椃灡 棻棸椂棾灡斸斄
处理椂 棻椃椄棾灡 椃棸灡棸 棿椂棽灡棸 椆椆椄灡椂斸斺斄斅

表 暋不同施肥处理对茶树枯枝落叶量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 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旓旑旚斿斸旚旘斿斿旍旈旚旚斿旘旈旑旂 椲单位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椵
处理 棻暙棽月

平均
棾暙棿月

平均
暙椂月
平均

椃暙椄月
平均

椆暙棻棸月
平均

棻棻暙棻棽月
平均

棻暙棻棽月
平均

处理棻棬对照棭 椄椂灡 棿椃椃灡棸 椃棸棸灡 棽棻棾灡棸 棿椆椆灡 棿棾灡棸 棸棾灡棽斿斆
处理棽 椂棸棸灡棸 棿椆椂灡 椃椂椆灡 棽椆灡 棸灡 棸灡 棾椃灡椃斻斾斅
处理棾 椂棻椂灡 棽椆灡 椃椂椂灡 棽棻棸灡棸 棾棿灡棸 棾棿灡棸 棾棻灡椃斾斅
处理棿 椂棻棸灡 棾棿灡棸 椃椂棸灡 棽椆灡 椃椂灡棸 椂椃灡棸 棻灡棽斻斅
处理 椂棿椆灡 椆椃灡棸 椄棽椂灡 棽椆椄灡 椂棸棸灡棸 椂棸椂灡棸 椆椂灡棽斸斄
处理椂 椂棽灡 椃棸灡棸 椃椆椆灡 棽椄棸灡 椄椂灡 椆棿灡棸 椃椂灡棸棸斺斄

表椂暋不同施肥处理修剪枝叶量的比较

斣斸斺旍斿椂暋斝旘旛旑旈旑旂旟旈斿旍斾旓旀旚斿斸旚旘斿斿旙旝旈旚旇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椲单位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椵
处理 重复栺 重复栻 重复栿 重复桇 平均 处理 重复栺 重复栻 重复栿 重复桇 平均

处理棻棬对照棭 椂棿椃椃灡棸 椂棸棸椃灡 椂棻椃灡 椂椂椃灡棸 椂棾棾棸灡棸斻斆 处理棽 椂椂椃灡棸 椂棸棽灡 椂椂椃灡棸 椃棸棸椆灡 椂椂棸棾灡棸斻斅斆
处理棾 椂椄棿棸灡棸 椂棻椃棽灡 椃棸椃椃灡棸 椃棽棽椄灡 椂椄棽椆灡 斺斻斅斆 处理棿 椃棻棿棿灡 椂椄棿棿灡 椃棿棾灡 椃椄棿棽灡棸 椃棾棿棿灡棸斸斺斄斅
处理 椃棿棿椃灡 椃棽棾椂灡棸 椃椄椃灡棸 椄棸椃椃灡 椃椂椆灡棸斸斄 处理椂 椃椂棸椆灡 椃棻棸椃灡棸 椃椄棿棽灡棸 椄棸棿棻灡 椃椂棸灡棸斸斄

棽灡椂暋不同处理对乌龙茶感官品质的影响

在统一采摘标准同一加工设备和工艺技术条件

下棳对椂个处理分别进行乌龙茶样品制作棳统一密

码感官审评的结果 棬表椄棭表明棳不同处理间的

椄第椄期 游小妹等椇不同用氮量水平对乌龙茶产量暍品质的影响



感官品质得分差别不大棳总分以处理棽 高棳除处

理椂外棳其他处理总分都比对照高暎说明氮肥施用

量不是越多越好棳超过一定的限度反而会影响

品质暎
暋表椃暋不同施肥处理茶树生物产量的比较

斣斸斺旍斿椃暋斅旈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旟旈斿旍斾旓旀旚斿斸旚旘斿斿旙旝旈旚旇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椲单位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椵
处理

鲜叶
产量

修剪枝
叶量

枯枝落
叶量

生物
产量

处理
鲜叶
产量

修剪枝
叶量

枯枝落
叶量

生物
产量

处理棻棬对照棭 棻 椃灡棸 椂棾棾棸灡棸 棾棸棻椆灡 棻棸椆棸椂灡 斾斅 处理棽 棻椂棻灡 椂椂棸棾灡棸 棾棽棽椂灡 棻棻棿棿灡棸斻斾斄斅
处理棾 棻椃棽椆灡 椂椄棽椆灡 棾棻椆棸灡 棻棻椃棿椆灡 斺斻斾斄斅 处理棿 棻椃椆灡 椃棾棿棿灡棸 棾棾棸椃灡 棻棽棿棿椃灡棸斸斺斻斄斅
处理 棻椄椃椄灡棸 椃椂椆灡棸 棾椃椃灡 棻棾棻棻棿灡斸斄 处理椂 棻椃椂椄灡 椃椂棸灡棸 棾棿椂灡棸 棻棽椄椃棿灡斸斺斄

表椄暋不同施肥处理乌龙茶感官审评的结果

斣斸斺旍斿椄暋斢斿旑旙旓旘旟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旓旑旓旑斚旓旍旓旑旂旚斿斸旙旝旈旚旇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斘斸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旙

茶样
外形棻 棩

评分
汤色棻棸棩

评分

香气棾 棩 滋味棾棸棩
评语 评分 评语 评分

叶底棻棸棩
评分

总分
棬棻棸棸棭

处理棻棬对照棭 椄椄 椄椆 清香带花香 椄 味偏淡 椄椃 椆棸 椄椂灡椆
处理棽 椆棸 椄 香清甜尚浓 椆棸 味尚醇汤中有香 椆棸 椆棻 椄椆灡椂棸
处理棾 椆棸 椄椃 尚浓欠爽 椄椃 味尚爽稍清 椄椆 椆棽 椄椄灡
处理棿 椄椆 椄椃 花香欠纯 椄椄 稍有苦涩感 椄椂 椆棻 椄椃灡椃
处理 椄椆 椄椃 花香尚显 椄椃 稍有苦涩感 椄椂 椆棽 椄椃灡棸
处理椂 椄椆 椄椃 香欠清 椄椂 带苦涩感 椄棿 椆棻 椄椂灡棿

棾暋讨论与结论

本试 验 在 施 纯 氮 棾棾椃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棻棽棸棩
斚旔旚斘棭用氮量水平以下棳无论是芽头密度暍鲜叶

产量暍枯枝落叶量暍修剪枝叶量和生物产量棳均表

现出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棳这与氮素能

促进细胞分裂暍伸长棳增强光合作用棳营养生长旺

盛棳从而有效地提高茶叶的产量相符合暎但随着施

氮量的进一步提高棳则不升反降棳这可能与过量用

肥肥料利用率下降有关椲椆椵暎
本试验茶叶感官品质得分棳以施纯氮棿棽棻灡椆

旊旂暏旇旐棴棽 棬棻棸棩 斚旔旚斘棭的 低棳而其他施氮处

理均略高于对照不施肥处理棳这可能是过多施用氮

素使光合作用形成的碳水化合物大部分用于蛋白质

和氨基酸等含氮物的合成棳从而限制了一部分糖类

向多酚类化合物和水浸出物的转化棳导致其含量下

降而影响乌龙茶品质椲棻棸棴棻棻椵暎
作为肥料的氮素棳施到茶园之后棳在土壤中将

发生很大变化棳假若施用不当棳氮肥的利用率并不

高暎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能力的茶园棳不同的氮肥

用量增产效果不同棳但每类茶园都有一个氮肥临界

用量椲棻棽棴棻棿椵暎当氮肥施用量超过氮肥临界用量时棳
茶叶产量将呈下降趋势棳氮肥的利用率下降棳同时

也严重影响茶叶的品质椲棻 椵暎有关不同施氮水平对

茶叶品质生化成分的影响棳以及氮肥施用后在茶园

中的分配规律棳有待进一步探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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