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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为探讨缓控释肥料在香蕉上的应用效果棳在漳州香蕉主产区进行了田间试验暎结果表明棳在中等肥力

条件下棳施用缓控释肥比等量 斘斝斔化肥具有显著水平的增产效果棳平均增产量为棽棽棸棿灡椃旊旂暏旇旐棴棽棳增产率为

椂灡棻椄棩椈缓控释肥对香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暍可食率有增加的趋势椈香蕉果实和茎叶对施用缓控释肥的 斘暍斝暍
斔吸收量分别为棽椃椃灡棿棿暍棾棾灡棿棾暍椆椃棿灡棻旊旂暏旇旐棴棽棳香蕉 斘暍斝暍斔 利用率分别为棻灡棻棩暍棻椃灡棿棩和棾棿灡椃棩棳
比等量 斘斝斔化肥的养分利用率分别提高棿棽灡椃棩暍棻灡棽棩和棻棸灡棿棩暎
关键词椇缓控释肥料椈香蕉椈产量椈品质椈养分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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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香蕉为多年生大型草本植物棳是漳州市重要的

经济作物之一暎棽棸棻棸年全市香蕉种植面积为棽灡棿棿
万旇旐棽棳占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椆灡椂棩暎香蕉株

形高大棳产量高棳施肥量为一般粮食作物的 暙椂倍棳
蔬菜作物的棾暙棿倍棳肥料成为香蕉生产的 主要成

本之一椲棻椵暎研究表明棳我国氮肥的当季利用率为

棾棸棩暙棾 棩棳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为棻棸棩暙棽 棩棳钾
肥的当季利用率仅为棾 棩暙 棸棩椲棽椵棳如何提高肥料

利用率是农业科技人员非常重祝的课题暎
缓控释肥料是采用先进的包膜材料与包膜技术

生产的一种新型化学肥料棳养分释放速率与作物吸

收规律能更好地相吻合棳从而提高肥效暍降低化肥

使用量暍减少施肥次数椲棾棴棿椵暎本文探讨缓控释肥料

对香蕉产量暍品质和养分利用率的影响棳以期为在

香蕉生产中应用推广缓控释肥料提供科学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设计

试验设在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田寮村棳
试验地土壤类型为灰黄泥田棳前茬作物为香蕉暎试

验前耕层土壤采用常规分析方法椲椵测定主要农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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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宽棿灡椄旐暍行距棽灡棿旐暍株距棽灡棿旐棳小区面积

椃灡椂旐棽棳每个小区种植棻棸株棳种植密度为棻椃棾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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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分析方法椲椵测定试验地土壤主要农化性状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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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棻暋不同施肥处理对香蕉果实农艺性状的影响

香蕉采收时棳对果实农艺性状进行调查暎表棽
的结果表明棳缓控释肥暍斘斝斔化肥处理的果梳数暍果
指数暍果指长比斝斔暍斘斔暍斘斝处理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椈缓控释肥处理果指长暍果指围暍单果重比 斘斝斔
处理分别增加棸灡 斻旐暍棸灡棿斻旐和椃灡棿旂棳说明香蕉施

用缓控释肥能够促进其主要经济性状的提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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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试验条件下棳施用缓控释肥显著提高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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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棽棿灡椂棩暎从表 可以看出棳施用缓控释肥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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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程度地增加香蕉地上茎叶的生物量棳缓控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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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本试验条件下棳施用缓控释肥提高了香蕉品

质棬表棿棭暎缓控释肥处理香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暍
可食率比其他处理有增加的趋势棳缓控释肥处理香

蕉维生素斆暍总含糖量与其他处理比较差异不明显暎

表棿暋不同施肥处理香蕉果实品质

斣斸斺旍斿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旀斿旘旚旈旍旈旡斿旘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旙旓旑斅斸旑斸旑斸
旕旛斸旍旈旚旟

处 理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棷棩

维生素斆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总含糖
量棷棩

可食率
棷棩

不施氮棬斝斔棭 棽棸灡 椄灡棻 棻灡棸 椂棿灡椄
不施磷棬斘斔棭 棽棸灡椄 椃灡椄 棻灡棸 椂灡椂
不施钾棬斘斝棭 棽棸灡椂 椃灡椆 棻棿灡椆 椂灡棾
平衡施肥棬斘斝斔棭 棽棻灡棸 椄灡 棻灡棽 椂椂灡棸
平衡施肥棬缓控释肥棭 棽棻灡棿 椄灡椂 棻灡棿 椂椂灡棽

棽灡棾暋不同施肥处理对香蕉 斘暍斝暍斔 养分利用率

的影响

香蕉采收后棳测定香蕉果实和茎叶样品的氮磷

钾含量暎从表 的结果可以看出棳缓控释肥处理比

斝斔肥处理果实暍茎叶中 斘含量增加明显棳说明在

施用等量斝暍斔肥条件下棳香蕉根系吸收缓控释肥

中的 斘 素较多椈缓控释肥处理比 斘斔 处理果实暍
茎叶中斝含量增加明显棳说明在施用等量 斘暍斔
肥条件下棳香蕉根系吸收缓控释肥中的斝素较多椈
缓控释肥处理比 斘斝处理果实暍茎叶中 斔 含量增

加明显棳说明在施用等量 斘暍斝肥条件下棳香蕉根

系吸收缓控释肥中的 斔素较多暎
根据表 的测定结果计算缓控释肥暍斘斝斔 处

理的香蕉 斘暍斝暍斔养分利用率 棬表椂棭暎在本试验

条件下棳施用缓控释肥的香蕉果实和茎叶 斘暍斝暍
斔 吸 收 量 分 别 为 棽椃椃灡棿棿暍棾棾灡棿棾暍椆椃棿灡棻
旊旂暏旐棴棽棳斘暍斝暍斔 养分利用率分别为棻灡棸椄棩暍
棻椃灡棿棩和棾棿灡椂椂棩暎缓控释肥处理比 斘斝斔 棬等量

养分棭处理的香蕉 斘暍斝暍斔养分利用率分别提高

棿棽灡椃棩暍棻灡棽棩和棻棸灡棿棩棳说明缓控释肥能够控制

斘暍斝暍斔养分释放棳满足香蕉不同生长阶段的养

分需求棳从而使 斘暍斔养分利用率得到明显提高暎

表 暋不同处理香蕉植株 斘暍斝暍斔养分含量

斣斸斺旍斿 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旀斿旘旚旈旍旈旡斿旘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旙旓旑斅斸旑斸旑斸旑旛旚旘旈斿旑旚斸斻斻旛旐旛旍斸旚旈旓旑

处 理 植株部位
平均株重棷
棬旊旂暏株棴棻棭

养分含量棷棬旂暏旊旂棴棻棭
氮 磷 钾

不施氮棬斝斔棭 果实 棻椃灡棾 棽灡椂棽 棸灡棻 棿灡棻棸
茎叶 棻灡棽 棸灡椆棸 棸灡棽棻 灡椃棻

不施磷棬斘斔棭 果实 棻椄灡椃 棽灡椄棾 棸灡棻棾 棿灡棻棻
茎叶 棽灡棾 棻灡棻椂 棸灡棻椆 灡椃椃

不施钾棬斘斝棭 果实 棻椃灡 棽灡椄棽 棸灡棻 棾灡椆椄
茎叶 棿椆灡棻 棻灡棽椂 棸灡棽椃 灡棽棾

平衡施肥棬斘斝斔棭 果实 棽棸灡椂 棽灡椆棻 棸灡棻椂 棿灡棽棾
茎叶 椂棾灡 棻灡棽 棸灡棽 椃灡棻棽

平衡施肥棬缓控释肥棭 果实 棽棻灡椄 棾灡棻棻 棸灡棻椃 棿灡棽棸
茎叶 椂棿灡椄 棻灡棿棽 棸灡棽棿 椃灡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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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椂暋缓控释肥暍斘斝斔处理的香蕉 斘暍斝暍斔养分利用率

斣斸斺旍斿椂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旀斿旘旚旈旍旈旡斿旘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旙旓旑斅斸旑斸旑斸旑旛旚旘旈斿旑旚旛旙斿斿旀旀旈斻旈斿旑斻旟

处 理
斘累积量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果实 茎叶

斘利用率
棷棩

斝累积量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果实 茎叶

斝利用率
棷棩

斔累积量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果实 茎叶

斔利用率
棷棩

平衡施肥棬斘斝斔棭 棻棸棿灡棻 棻棾椃灡椄 棻棸灡椃 灡椃棽 棽椃灡椂 棻椃灡棽 棻棻灡棽椃 椃椄棿灡椄椄 棾棻灡棿棸
平衡施肥棬缓控释肥棭 棻棻椃灡椃 棻椆灡椃棿 棻灡棸椄 椂灡棿棾 棽椃灡棸 棻椃灡棿 棻椄灡椆棿 椄棻灡椃 棾棿灡椂椂

棾暋结暋论

棾灡棻暋在本试验条件下棳施用缓控释肥显著提高香

蕉农艺性状和品质暎由于缓控释肥能够协调香蕉营

养平衡棳提高肥效棳促进香蕉品质的提高棳缓控释

肥处理果指长暍果指围暍单果重比 斘斝斔 处理分别

增加棸灡 斻旐暍棸灡棿斻旐和椃灡棿旂棳香蕉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暍可食率有增加的趋势暎
棾灡棽暋在 斘斝斔 等比例和等养分总量条件下棳缓控

释肥能够明显地提高香蕉果实产量和茎叶生物量暎
香蕉是需肥量大暍生长期长的经济作物之一棳试验

的缓控释肥氮磷钾养分采用测土配方成果合理配

制暍氮磷钾养分经聚合物包裹棳既减少肥料的挥

发暍径流引起的损失棳又做到养分的释放与香蕉对

养分的需求基本同步棳促进了蕉株生长棳株高增

高棳假茎增粗棳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和果实产量暎缓

控释肥处理比 斘斝斔 棬等量养分棭处理香蕉果实产

量增产椂灡棻椄棩暍茎叶生物量增加棻灡棾旊旂暏株棴棻暎
棾灡棾暋施用缓控释肥可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暎缓控

释肥处理比 斘斝斔 棬等量养分棭处理的香蕉 斘暍斝暍
斔养分利用率分别提高棿棽灡椃棩暍棻灡棽棩和棻棸灡棿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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