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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椇斢椂椂椃 文献标识码椇斄
斢旚旛斾旟旈旑旂旓旑斠旓旓旚斢旟旙旚斿旐旓旀斪斸旞斒斸旐斺旛棳 旈旑斖旓旘旔旇旓旍旓旂旟

斸旑斾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
斬斦斒旈斸灢旇旛旈棳斱斎斄斘斍斬旈灢旉旛斸旑棳斆斎斉斘斱旇旈灢旀斿旑旂棳斮斦斈旓旑旂棳斬斦斕旈旑旂棳斪斉斏斬旈旛灢旕旈旑旂棳斕斏斦斅旓

棬棻灡 棳 棳 棳 暋棾棸棸棻棾棳 椈
棽灡 棳 棳 棳

暋棾棸棸棸棾棳 棭
斄斺旙旚旘斸斻旚椇斣旇斿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旓旀斪斸旞斒斸旐斺旛棳 旜斸旘棶旑旓旑旂旊斿棻斸旑斾旜斸旘棶旑旓旑旂旊斿棽棳旝斿旘斿旙旚旛斾旈斿斾旀旓旘
旓斺旙斿旘旜旈旑旂旈旑旚旇斿旈旘旘旓旓旚旙旟旙旚斿旐旐旓旘旔旇旓旍旓旂旟斸旑斾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棶斣旇斿旜斿旘旚旈斻斸旍斾斿旔旚旇旓旀旘旓旓旚旙旟旙旚斿旐旘斿斸斻旇斿斾旚旓椄棸斻旐旈旑
旚旇斿旙旓旈旍旍斸旟斿旘旀旓旘斺旓旚旇旜斸旘旈斿旚旈斿旙棶斣旇斿旘旓旓旚旙旟旙旚斿旐旓旀暜旜斸旘棶旑旓旑旂旊斿棻暞旝斸旙旐斸旈旑旍旟旀斸旙旚斿旑斿斾旈旑旚旇斿棽棸棴椂棸斻旐旓旀旚旇斿
旙旓旈旍旍斸旟斿旘棳旝旇旈旍斿旚旇斸旚旓旀暜旜斸旘棶旑旓旑旂旊斿棽暞旈旑旚旇斿棸棴棿棸斻旐棶斣旇斿斾旈斸旐斿旚斿旘旈旑旙旈旑旂旍斿旘旓旓旚旐斿斸旙旛旘斿斾旝斸旙斺斿旚旝斿斿旑棸棴
旐旐旐旓旙旚旍旟旚旇斿旘旓旓旚旙旟旙旚斿旐棶斣旇斿旇旓旘旈旡旓旑旚斸旍旘旓旓旚斸旘斿斸旓旀旚旇斿椂灢旟斿斸旘灢旓旍斾暜旜斸旘棶旑旓旑旂旊斿棽暞旝斸旙旈旑棿灡椂旐 暳棽灡椄椄旐棶
斣旇斿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斸斻旚旈旜斿旘旓旓旚旚旓旔旙旝斸旙旘斿斸斻旇斿斾旈旑棻灡棾棿棴棽灡棽椄旐斸旝斸旟旀旘旓旐旚旇斿旘旓旓旚斻旓旍旍斸旘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椇旝斸旞斒斸旐斺旛椈旐旓旘旔旇旓旍旓旂旟旓旀旘旓旓旚旙旟旙旚斿旐椈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旘旓旓旚旙旟旙旚斿旐

暋暋 莲雾 棬斅旈棶棭斖斿旘旘棶
斿旚斝斿旘旘旟棳桃金娘科蒲桃属植物棳又名洋蒲桃暍金

山蒲桃暍水蒲桃暍琏雾暍爪哇蒲桃暍辈雾等棳是热

带常绿乔木果树暎莲雾原产于马来半岛及安达曼群

岛棳棻椃世纪传入台湾暎目前棳我国台湾暍广东暍
福建暍海南暍广西暍云南和四川等地均有栽培棳其

中以台湾栽培 多棳是该省重要的经济果树暎莲雾

果实营养丰富棳有清热暍利尿暍安神暍润肺暍止

咳暍除痰等功能棳通过食疗能辅助治疗咳嗽暍痔

疮暍腹满暍肠炎暍痢疾暍糖尿病等常见疾病棳被称

为 暟水果皇帝暠椲棻棴棽椵暎
莲雾的生长发育过程是地上部光合作用和地下

部根群吸收养分暍水分的有机统一过程暎莲雾生长

中的栽培措施如施肥暍断根处理暍浸水处理等均是

直接作用于根系棳进而调节地上部发育棳 终达到

产期调节和产量的提高椲棾椵暎发达的根系组成是莲雾

地上部健壮生长和高产的有力保障暎与地上部分的

研究相比棳莲雾根系的研究相对薄弱暎本研究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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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采用挖掘法观察莲雾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情况以

及根系整体的轮廓和形态棳为指导健康栽培奠定

基础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优良莲雾

品系农科一号暍农科二号棳农科一号试验点设在长

泰雪美果蔬农场棳农科二号试验点设在东山南埔莲

雾果场棳取其根系作为试验材料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长泰雪美果蔬农场暋棽棸棻棻年棻棽月棳选取

长势一致的农科一号莲雾棾株棳采用挖掘法建立根

系剖面棳从树冠滴水线往内挖壕沟棳壕沟大小棻灡椃
旐暳棸灡 旐暳棻灡棸旐 棬长暳宽暳深棭棳观察农科一号

莲雾植株根系形态特征及其在土层中的分布规律暎
棻灡棽灡棽暋东山南埔莲雾果场暋棽棸棻棻年棻棽月棳选取长

势一致的农科二号莲雾棾株棳采用挖掘法建立根系

剖面棳从树冠滴水线往内挖壕沟棳壕沟大小棻灡椃旐暳
棸灡 旐暳棻灡棸旐棬长暳宽暳深棭棳观察农科二号莲雾植

株根系形态特征暍在土层中的分布规律椈于壕沟上覆

盖毯布棳表面覆土 斻旐棳每棻 斾观察棻次其生长动

态暎另选取树势中等的植株棻棵棳在树冠滴水线内

棽棸斻旐向外挖椄棸斻旐暳棻棸棸斻旐暳 棸斻旐棬长暳深暳宽棭
壕沟棳用高压水冲洗土壤纵剖面棳移走土壤保留根

系棳形成整体根系的纵剖面棳观察农科二号莲雾成年

树自然状态下的根系轮廓和形态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莲雾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规律

莲雾根系在土层中的垂直分布规律见表棻暍棽暎
平均根数指在壕沟的纵面观察到的根的数量暎表棻
显示农科一号莲雾根系分布在棸暙椄棸斻旐的土层内棳
土壤浅层根数较少棳主要集中于棽棸暙椂棸斻旐的土层

内椈椂棸暙椄棸斻旐的土层亦有少数棳椄棸斻旐 深度以下

没有发现莲雾根系暎在观察到的根中棳直径在

旐旐以下根的比例远远超过直径在 旐旐 以上的

根暎农科二号莲雾根系垂直分布范围与农科一号一

致棳分布在棸暙椄棸斻旐 的土层内棳根系大量集中在

棸暙棿棸斻旐的土层 棬表棽棭棳直径在 旐旐 以下的根

占总根数的绝大部分暎
棽灡棽暋莲雾根系形态观察

在东山南埔莲雾果场观察农科二号莲雾成年树

自然状态下的根系轮廓和形态 棬图棻棭暎由于种植

的是扦插苗棳所以根系没有明显主根棳从根颈处长

出第棻级根暎供试植株为椂年生莲雾棳冠幅棿灡棽椄
旐暳棾灡棾椃旐棳植株水平根幅为棿灡椂旐暳棽灡椄椄旐棳
垂直根深椄棸斻旐暎棽 级暍棾 级根主要分布在土壤

棻 暙棾 斻旐 土 层棳长 度 在 棿棸暙椃 斻旐棳粗 度 在

棽棾灡棸椃暙棾棿灡椂棿 旐旐棳活 性 细 根 分 布 在 距 离 根 颈

棻灡棾棿暙棽灡棽椄旐暎根系的整体形态与地上部的形态

上有一定对应关系棳在试验挖壕沟的这个方位棳从

根颈长出的棻级根数量对应地上部主枝数量棳棾级

侧根数量与地上部棽级副主枝数量均为棻棸暎

表棻暋农科一号莲雾根系垂直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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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沟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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毜椉 旐旐 旐旐曑毜

椉棻棸旐旐 毜曒棻棸旐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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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农科二号莲雾根系整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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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暋莲雾根系春季生长状况

对农科二号莲雾根系壕沟进行覆盖保湿棳观察

春季根系生长状况 棬图棽棭暎棸暙棽棸斻旐 土层内未发

现新根萌发棳新根主要在棽棸暙棿棸斻旐土层的断根处

萌发暎新萌发的根基部呈浅黄色棳根冠呈米黄色棳
根毛区密布白色根毛暎见光棽暙棾旐旈旑后棳根毛区

脱水逐渐缩小呈褐色干瘪状暎每条旧根断面萌发新

根数量棿暙棾 条不等棳长度棻棸暙棻棾斻旐棳直径棽暙棾
旐旐棳旧根直径小的萌发数少棳旧根直径大的萌发

数多暎每条新根上有棻棸条左右下一级根暎
在棿棸暙椂棸斻旐土层内萌发的新根较粗壮棳长纺

锤形棳直径棾灡椆椆暙棽灡椃椆旐旐棳长度棽灡椂暙棽灡椄斻旐棳
主体呈黄色棳根冠黄褐色棳基部较细棳见光棽暙棾
旐旈旑棳没有发生脱水现象暎此类型在棽棸暙棿棸斻旐 土

层处亦少量萌发暎椂棸斻旐以下未见新根萌发暎

图棽暋农科二号莲雾新根形态

斊旈旂灡棽暋斖旓旘旔旇旓旍旓旂旟旓旀旑斿旝旘旓旓旚旙旓旀
旜斸旘棶暜旑旓旑旂旊斿棽暞

棾暋讨论与结论

农科一号暍农科二号莲雾根系垂直根深均达

椄棸斻旐棳农科一号根系主要集中在棽棸暙椂棸斻旐 的土

层内棳农科二号莲雾根系集中在棸暙棿棸斻旐 的土层

内棳农科二号的根量要大于农科一号棳且在壕沟纵

面观察到 毜曒棻棸旐旐 的根较农科一号多暎这种差

异可能是由于栽培技术不同引起的棳农科一号在产

期调节生产中经过断根处理棳农科二号未经过断根

处理暎椂斸生农科二号莲雾水平根幅为棿灡椂旐暳
棽灡椄椄旐棳活性细根分布在距离根颈棻灡棾棿暙棽灡棽椄旐暎

观察莲雾新根的萌发状况发现棳在棽棸暙棿棸斻旐
土层新根生长活跃棳根尖形态清晰可辨棳根冠呈米

黄色棳根毛区密布白色根毛暎棿棸暙椂棸斻旐 土层内萌

发的根形态暍颜色均与棽棸暙棿棸斻旐 所见到的不同棳
且未见根毛区棳其具体形态差别棳还需要进一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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