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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以 暜软丝安海变暞杨梅果实为材料棳测定分析杨梅果实生长过程果肉和果核中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暍
铁和硒等椃种营养元素含量的动态变化暎结果表明棳在幼果期棳果肉和果核中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和铁含量总

体较高棳后期随着果实发育成熟而下降椈在果实生长发育期棳果肉中椃种营养元素平均含量均高于果核棳椃种营

养元素果肉果核平均含量比从低到高分别是磷暍镁暍氮暍硒暍铁暍钾和钙暎在杨梅果实不同生长阶段棳椃种营养

元素含量变异系数较大棳在果肉和果核中分别为棻椄灡椃棿棩暙椂椄灡棻椆棩和棽椀灡棿椀棩暙椂椆灡椀椆棩暎
关键词椇杨梅椈营养元素椈果实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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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营养元素是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及其产量暍品质

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棳研究果实生长发育期间营养

元素含量的动态变化棳有助于了解树体及果实对营

养元素的吸收及利用特性棳对制定合理的施肥方案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暎在猕猴桃椲棻椵暍杏梅椲棽椵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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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椲椆椵和柚椲棻棸椵等果树中已有报道暎
杨梅 斢旈斿斺灡斿旚斱旛斻斻为杨梅科杨梅

属 斕棶植物棳为亚热带常绿乔木棳是我国著名

的特色果树暎目前关于杨梅营养元素方面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杨梅成熟果实营养元素含量分析椲棻棻棴棻棾椵及

施肥对杨梅果实品质的影响椲棻棿棴棻椂椵暎本研究以福建

地方杨梅良种暜软丝安海变暞为试材棳通过跟踪测定

果实发育过程中主要营养元素含量变化棳研究杨梅

果肉和果核对营养养分的需求特性及分配棳以期为

杨梅平衡施肥和高效栽培提供理论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为福建省地方杨梅品种暜软丝安海变暞暎
棻灡棽暋试验方法

于棽棸棻棽年棾月至椀月在福建省龙海市浮宫镇杨

福建农业学报棽椄棬棻棸棭椇椆椃棻暙椆椃椀棳棽棸棻棾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椄棴棸棾椄棿 棬棽棸棻棾棭棻棸棴椆椃棻棴棸椀



梅果园开展试验棳常规管理暎选择生长良好暍花期相

对一致的暜软丝安海变暞杨梅棻棸株棳从棾月棽椃日杨梅

果实长至黄豆粒大小开始采果至椀月棽棽日完全成熟

采果结束棳椃斾采果棻次棳每次随机采果棻灡棸暙棽灡椀旊旂棳
共椆次棳采样时间椆椇棸棸暙棻棸椇棸棸暎各样品核肉分离后

经棻棸椀曟杀青棻椀旐旈旑棳椂椀曟烘干至恒重棳干燥样品用小

型粉碎机粉碎混匀后棳装入自封袋棳用于营养元素含

量的测定暎氮含量测定依据 斍斅棷斣椀棸棸椆灡椀灢棽棸棻棸棳磷
含量测定依据 斍斅棷斣椀棸棸椆灡椄椃灢棽棸棸棾棳钾含量测定依据

斍斅棷斣椀棸棸椆灡椆棻灢棽棸棸棾棳铁暍镁 含 量 测 定 依 据 斍斅棷
斣椀棸棸椆灡椆棸灢棽棸棸棾棳钙 含 量 测 定 依 据 斍斅棷斣椀棸棸椆灡椆棽灢
棽棸棸棾棳硒含量测定依据 斍斅棷斣椀棸棸椆灡椆棾灢棽棸棸棾暎最终结

果为棽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棳利用斉旞斻斿旍棽棸棸棾对测定

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棳利用斈斝斢椂灡椀椀统计不同生长阶

段各营养元素的变异系数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杨梅果实生长过程中果肉和果核干物质含量

变化

从棾月棽椃日杨梅果实黄豆粒大小至椀月棽棽日

完全成熟 棬图棻棭棳杨梅果核的干物质含量均高于

果肉暎果核与果肉干物质含量差值最小是棾月棽椃
日棳两者相差椂灡棸椆个百分点棳干物质含量差值最

大出现在棿月棽棿日棳达到了椀棸灡椀椂个百分点棳椀
月棽棽日果实成熟时棳两者干物质含量相差棿棿灡椂椆
个百分点暎果核干物质变化主要可分为棾个阶段棳
棾月棽椃日至棿月棽棿日为上升期棳并在棿月棽棿日达

到最高值椂棽灡棻棸棩椈棿月棽棿日至椀月椄日为下降

期椈椀月椄日至椀月棽棽日为平稳期棳在成熟采摘

时干物质含量为椀椀灡棻椂棩暎果肉干物质变化主要可

分为棽个阶段棳第一阶段从棾月棽椃日至椀月棻日

为下降期棳第二阶段从椀月棻日至椀月棽棽日为平

稳期棳果肉干物质含量最高值出现在棾月棽椃日棳
为棻椂灡棿椃棩棳在椀月棽棽日成熟采摘时为棻棸灡棿椃棩暎
棽灡棽暋杨梅果实生长过程中果肉和果核营养元素含

量变化

棽灡棽灡棻暋果肉和果核氮含量变化暋杨梅果肉和果核

中氮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棳总体呈下降趋势棬图
棽棭暎在果实生长发育阶段棳果肉的氮含量均高于果

核暎果肉氮含量最高值出现在棿月棻椃日棳为棽椃椄棸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最低值出现在椀月棽棽日成熟采摘时棳为
棻棿棽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椈果核氮含量最高值出现在棾月棽椃
日棳为棽棽椀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最低值与果肉一样出现在椀
月棽棽日成熟采摘时棳为棻棻棿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棽灡棽灡棽暋果肉和果核磷含量变化暋磷元素含量变化

图棻暋果肉和果核中干物质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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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棽暋果肉和果核中氮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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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棽阶段 棬图棾棭棳第一阶段从棾月棽椃日至椀
月棻日棳杨梅果肉和果核中磷元素的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棳呈倒 暟斘暠型棳先下降棳后升高棳后再下

降椈椀月棻日到椀月棽棽日的第二阶段棳果肉中磷

元素变化呈下降趋势棳果核中磷元素变化呈倒

暟斨暠型变化暎果肉中磷元素含量最高值出现在棾
月棽椃日棳为棻椂椀灡椃棿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最低值出现在棿
月棻椃日棳为棿椀灡椀椀旐旂暏旇旂棴棻椈果核中磷元素含量

最高值出现在棾月棽椃日棳为棻椄棻灡椂椀旐旂暏旇旂棴棻棳
最低值出现在椀月棽棽日棳为棾棸灡椀棻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棽灡棽灡棾暋果肉和果核钾含量变化暋果肉钾含量除了

棾月棽椃日低于果核外棳其他时期果肉钾元素含量

均高于果核 棬图棿棭暎果肉中钾元素含量变化可分

为棽个阶段棳第一阶段从棾月棽椃日至棿月棽棿日棳
呈 暟斘暠型上升棳并在棿月棽棿日达到最高值棻椃棽棻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第二阶段从棿月棽棿日至椀月棽棽日棳呈下

棽椃椆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图棾暋果肉和果核中磷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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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棿暋果肉和果核中钾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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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棳并在椀月棽棽日降到最低值椆椀棽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果核中钾元素含量变化呈波动下降趋势棳最高值出

现在棾月棽椃日棳为棻棾椄椀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最低值出现

在椀月椄日棳为棻棾棻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棽灡棽灡棿暋果肉和果核钙含量变化暋果肉钙含量除了

棿月棻椃日和椀月棽棽日与果核相近外棳其他阶段果

肉钙含量均高于果核 棬图椀棭暎果肉中钙元素含量

变化可分为棽个阶段棳第一阶段从棾月棽椃日至棿
月棻椃日呈倒 暟斘暠型下降椈第二阶段从棿月棻椃日

至椀月棽棽日呈倒 暟斨暠型棳最高值出现在棾月棽椃
日棳为棽椃椂灡棻椄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最低值出现在椀月棽棽
日棳为棽棿灡棻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暎果核中钙元素含量变化

也可分为棽个阶段棳第一阶段从棾月棽椃日至棿月

棻棸日棳钙含量从最高值棻棾椃灡棾棸旐旂暏旇旂棴棻迅速下

降到棾椂灡棸椀旐旂暏旇旂棴棻棳第二阶段从棿月棻棸日至椀
月棽棽日棳钙含量变化呈近倒 暟斨暠型暎
棽灡棽灡椀暋果肉和果核镁含量变化暋从图椂可见棳果

图椀暋果肉和果核中钙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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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椂暋果肉和果核中镁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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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镁含量在发育过程呈近 暟斖暠型变化棳最高值在

棿月棽棿日棳达到棻棸棽灡棾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最低值出现

在棿月棻椃日棳只有棽椆灡棿棾旐旂暏旇旂棴棻棳在椀月棽棽
日成熟采摘时为椂椂灡棿棾旐旂暏旇旂棴棻暎果核镁含量变

化呈波动下降趋势棳并在椀月棽棽日降到最低值

棽椂灡椆椂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棽灡棽灡椂暋果肉和果核铁含量变化暋除了棿月棻椃日和

椀月棻椀 日外棳其他时期果肉铁含量均高于果核

棬图椃棭棳在棾月棽椃日为最高值椂灡椄棽旐旂暏旇旂棴棻棳而

后逐渐 下 降 并 在 棿 月 棻椃 日 降 到 最 低 值 棻灡棾椀
旐旂暏旇旂棴棻棳椀月棽棽日成熟采摘时为次低点棽灡棾椂
旐旂暏旇旂棴棻暎果核铁含量棾月棽椃日至椀月棻椀日在一

个较小范围内波动棳椀月棻椀日至椀月棽棽日迅速下降棳
并在椀月棽棽日时降到最低值棻灡棻棾旐旂暏旇旂棴棻暎
棽灡棽灡椃暋果肉和果核硒含量变化暋硒在杨梅果肉和

果核中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棳总体呈近暟斖暠型棳除椀
月棽棽日外棳其他时期果肉硒含量均高于果核棬图椄棭暎
果肉硒含量最高值在椀月棻日棳达到棸灡棾椆旐旂暏旊旂棴棻棳

棾椃椆第棻棸期 林旗华等椇杨梅果实发育期主要营养元素含量动态变化



最低值在椀月棽棽日棳只有棸灡棸椃旐旂暏旊旂棴棻椈果核硒含量

最高值在棿月棻棸日棳达到棸灡棽棽旐旂暏旊旂棴棻棳最低值

在棾月棽椃日棳只有棸灡棸椄旐旂暏旊旂棴棻暎

图椃暋果肉和果核中铁含量变化

斊旈旂灡椃暋斨斸旘旈斸旚旈旓旑斻旛旘旜斿旓旀斊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旀旍斿旙旇斸旑斾旙旚旓旑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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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棾暋不同生长阶段果肉和果核营养元素含量差异

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棬表棻棭棳在杨梅生长不同阶段棳椃
种营养元素含量的变异系数均较大棳在杨梅果肉中

从大到小依次为钙暍磷暍硒暍铁暍镁暍氮和钾暎变异系

数最大的钙变异系数达到了椂椄灡棻椆棩棳最大值是最

小值的棻棻灡椀倍椈变异系数最小的钾变异系数也达到

了棻椄灡椃棿棩棳最大值是最小值的棻灡椄倍暎杨梅果核

的变异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钙暍钾暍磷暍硒暍镁暍铁和

氮棳变异系数最大的钙变异系数达到了椂椆灡椀椆棩棳最
大值是最小值的椂灡棾倍椈变异系数最小的氮变异系

数达到棽椀灡棿椀棩棳最大值是最小值的棽灡棸倍暎这表

明在杨梅果实生长过程不同阶段棳细胞生理代谢对

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暍铁和硒等元素的需求差异较大暎

图椄暋果肉和果核中硒含量变化

斊旈旂灡椄暋斨斸旘旈斸旚旈旓旑斻旛旘旜斿旓旀斢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旈旑旀旍斿旙旇斸旑斾旙旚旓旑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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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暋不同生长阶段杨梅果肉和果核营养元素含量差异分析

斣斸斺旍斿棻暋斨斸旘旈斸旚旈旓旑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旑旛旚旘旈旚旈旜斿斿旍斿旐斿旑旚斻旓旑旚斿旑旚旙旈旑旀旍斿旙旇斸旑斾旙旚旓旑斿斸旚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旂旘旓旝旚旇旙旚斸旂斿旙

营养元素
极值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极差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平均值棷

棬旐旂暏旇旂棴棻棭
果肉平均值棷果核平均值

棷倍
变异系数棷

棩
斘 果肉 棽椃椄棸暙棻棿棽棸 棻棾椂棸 棽棻椃棸 棻灡棾椆 棽棾灡棽棾

果核 棽棽椀棸暙棻棻棿棸 棻棻棻棸 棻椀椀椆 棽椀灡棿椀
斔 果肉 棻椃棽棻暙椆椀棽 椃椂椆 棻棽椃棽 棻灡椄椄 棻椄灡椃棿

果核 棻棾椄椀暙棻棾棻 棻棽椀棿 椂椃椃 椂棽灡棾棽
斝 果肉 棻椂椀灡椃棿暙棿棻灡椀椄 棻棽棿灡棻椂 棻棸棽灡棽棻 棻灡棻棻 棿椄灡椆椂

果核 棻椄棻灡椂椀暙棾棸灡椀棻 棻椀棻灡棻棿 椆棽灡棸棿 棿椃灡棿椃
斆斸 果肉 棽椃椂灡棻椄暙棽棿灡棻棸 棽椀棽灡棸椄 棻棾棻灡椃棽 棽灡棾棻 椂椄灡棻椆

果核 棻棾椃灡棾棸暙棽棻灡椂椃 棻棻椀灡椂棾 椀椃灡棻棻 椂椆灡椀椆
斖旂 果肉 棻棸棽灡棾棸暙棽椆灡棿棾 椃棽灡椄椃 椃棻灡棿椃 棻灡棾椆 棾棾灡椀椂

果核 椂椄灡椆椄暙棽椂灡椆椂 棿棽灡棸棽 椀棻灡棿椆 棾棸灡椄棿
斊斿 果肉 椂灡椄棽暙棻灡棾椀 椀灡棿椃 棿灡棻椂 棻灡椃棽 棿棿灡棾椀

果核 棾灡棻椆暙棻灡棻棾 棽灡棸椂 棽灡棿棽 棽椃灡棽棸
斢斿 果肉 棸灡棸棾椆暙棸灡棸棸椃 棸灡棸棾棽 棸灡棸棽棻 棻灡椀棸 棿棿灡椀椂

果核 棸灡棸棽棽暙棸灡棸棸椄 棸灡棸棻棿 棸灡棸棻棿 棾椂灡椄棿

棾暋讨暋论

棾灡棻暋杨梅果肉和果核对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暍铁

和硒等营养元素的吸收特性

从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暍铁和硒等营养元素在

杨梅果实生长中的变化规律看棳果肉和果核中氮暍
磷暍钾暍钙暍镁和铁含量总体幼果期较高棳后期随

着果实发育成熟而下降暎在果实生长中前期棳即从

棾月棽椃日至椀月棻日果实中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

和铁的含量均处于较高水平棳这阶段果实细胞分裂

棿椃椆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加速需要有较高水平的营养积累棳是营养元素被大

量吸收利用的关键时期暎磷暍钙暍镁和铁等营养元

素在棿月棻棸日至棿月棻椃日迅速下降后在棿月棻椃
日至棿月棽棾日又迅速回升棳棿月中旬正好是落果

盛期棳杨梅落果是否与这时期果实对这些营养元素

的吸收迅速减弱相关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暎从椀
月棻日至椀月棽棽日果实成熟采摘棳随着果实的迅

速增大棳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暍铁和硒等营养元素

含量因稀释作用而逐渐下降棳这在其他果树上也有

相似的报道椲棽棳椀棳椆棴棻棸棳棻椃椵暎本研究中杨梅品种 暜软丝

安海变暞成熟时果肉钙含量只有棽棿灡棻棸旐旂暏旇旂棴棻棳
比其他报道的杨梅品种低椲棻棻棳棻棾椵棳这可能也是 暜软
丝安海变暞杨梅不耐贮藏的原因棳在生产上应多施

钙肥提高杨梅果肉的钙含量以提升其贮藏性暎硒是

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微量营养元素棳具有防治癌

症暍拮抗有毒有害重金属和增强人体免疫力延缓衰

老等多种功效椲棻椄椵棳杨梅果肉在椀月棻日后硒含量

迅速降低棳下降速度远高于测定的其他营养元素棳
这可能由于硒是一种微量元素棳在土壤中的含量本

身就较低棳椀月棻日后正是杨梅果实迅速膨大的时

期棳土壤中的硒供应不足棳导致果肉中硒元素在这

个阶段稀释的速度大于其他营养元素暎
棾灡棽暋杨梅果实生长过程营养元素在果肉和果核中

的分配差异

杨梅果实生产发育过程中氮暍磷暍钾暍钙暍镁暍铁
和硒等营养元素在果肉和果核中的含量及分配存在

较大差异暎果肉中椃种营养元素平均含量均大于果

核棳氮含量在整个观测的阶段果肉均高于果核棳钾暍
钙暍铁和硒棿种营养元素除了发育过程中个别时期

外棳其他时期果肉含量均高于果核棳磷和镁含量在果

肉和果核中则是交替领先棳这表明果肉在果实生产

发育过程中对营养元素的吸收方面其竞争力优于果

核暎果实发育过程各营养元素果肉果核平均含量比

是磷椉镁椉氮椉硒椉铁椉钾椉钙棳这可能是由不同

营养元素在果肉和果核中承担的功能导致暎
棾灡棾暋杨梅果实生长发育期合理根外施肥提升果品

营养价值

在杨梅生产中应根据果实发育规律来确定适宜

施肥时期棳对各种营养元素进行合理补充从而达到

高产优质的目的暎除了常规杨梅栽培中棾次施肥

外棳其中基肥在每年棻棻月份以有机肥为主棳壮果肥

在果实生理落果后至疏果前施入棳以速效氮钾肥料

为主棳采后促梢肥在每年椂月底至椃月上旬以复合

肥为主暎棿月底椀月初可进行根外追肥棳以磷酸二

氢钾暍硝酸钙和亚硒酸钠等为主棳补充果实的钾暍钙
和硒含量棳有助于提高杨梅果品品质及贮藏性椲棻棳棻棿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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椀椃椆第棻棸期 林旗华等椇杨梅果实发育期主要营养元素含量动态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