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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夏黑葡萄属欧美杂交种棳口感酸甜适中棳深受

消费者欢迎棳近年来在福建省发展迅速暎但其也具

有欧美种葡萄果实柔软多汁暍耐贮运性差等缺点暎
钙素 提 高 果 实 品 质 及 耐 贮 性 的 作 用 已 在 桃椲棻椵暍
梨椲棽椵暍苹果椲棾椵暍猕猴桃椲棿椵暍脐橙椲椀椵暍枣椲椂椵和草莓椲椃椵

等多种水果上得到了证实暎生产上多采取幼果期和

采果前喷钙等措施棳保证树体钙素充分供应棳可提

高果实品质和贮藏性椲棾椵暎但关于不同施钙处理对葡

萄果实品质及贮藏效果影响的研究报道还较少暎本

试验拟通过研究棾种不同钙肥处理对夏黑葡萄成熟

过程果实品质及贮藏性能的影响棳探讨最适宜的施

钙处理方案棳为改善夏黑葡萄果实品质及提高采后

贮藏性提供参考依据暎
棻暋试验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试验于棽棸棻棽年棿暙椄月在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

前洋村葡萄基地开展棳双十字 斨 型架式栽培棳栽

植密度棽灡椂旐暳棻灡棾旐暎园地土质为壤土棳管理水

平良好暎选择树势相对一致的棾年生夏黑葡萄棳棾
棵树为棻处理组棳棾次重复暎
棻灡棽暋试验设计

试验在夏黑葡萄花后棽周至采果前棻个月每隔

棻棸斾 棬即为椀月棻棿日暍椀月棽棿日暍椂月棿日暍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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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棿日及椂月棽棿日棭各喷施棻次棸灡棾棩硝酸钙 棬挪
威海德鲁有限公司生产棭暍棻椀棸棸倍流体钙 棬英国

欧卖思农用流体公司生产棭暍椂棸棸倍高活性多元钙

肥 棬陕西华夏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棭及喷施

为清水对照 棬斆斔棭暎
棻灡棾暋测定项目及方法

分别于椃月棻椂日暍椃月棽棾日暍椃月棾棸日暍椄
月椂日和椄月棻棾日进行葡萄果实分析棳每处理随

机选择棻棸个果穗棳在每果穗上暍中暍下棾部位各

取果棻粒棳共取果棾棸粒暎用手持果实硬度计测定

果实硬度 棬不连皮棭暎将果粒剥皮后榨汁棳用过滤

后的汁液测定相关品质指标椇用手持折光仪测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椈斐林氏容量法测总糖含量椈酸碱滴

定法测总酸含量椈棽棳椂灢二氯靛酚滴定法测维生素

斆含量暎以上各指标均重复测定棾次暎
将八成熟棬椃月棻椂日棭采摘的夏黑葡萄果穗连

同纸质果袋放入棿曟冰箱保存棬每处理随机选择椄
穗果棭棳隔天测定棻次果穗失水率及好果率椇失水

率棩椊棬最终重量棴初始重量棭棷初始重量暳棻棸棸棩椈
好果率棩椊棬总果数棴腐果数棭棷总果数暳棻棸棸棩暎

数据分析采用斿旞斻斿旍和斈斝斢椃灡椀软件统计分析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肉硬度的影响

葡萄是一种较不耐贮藏的水果棳果肉硬度大有

利于延长其采后贮藏时间和货架期棳增加经济效益暎
由图棻可见棳随着果实的不断成熟棳夏黑葡萄果肉硬

度逐渐减小棳这是由于随着果实不断成熟果肉逐渐

变软的缘故暎流体钙处理的夏黑葡萄果肉硬度明显

高于对照棳果实发育多个阶段的果肉硬度均较对照

有所增加椈高活性多元钙肥效果次之棳说明施钙处理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葡萄果实硬度棳适度延缓了果

实成熟过程中硬度的下降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棬表
棻棭棳流体钙与高活性多元钙肥与对照差异显著但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棳硝酸钙处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暎

图棻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实硬度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旇斸旘斾旑斿旙旙旓旀斬旈斸旇斿旈
旀旘旛旈旚旙

表棻暋施钙处理对夏黑葡萄果实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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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果肉硬度

棷棬旊旂暏斻旐棴棽棭
可溶性固形物

棷棩
总糖

棷椲旂暏棬旇旐斕棭棴棻椵
总酸

棷椲旂暏棬旇旐斕棭棴棻椵
维生素斆

棷椲旐旂暏棬旇旐斕棭棴棻椵 固酸比

硝酸钙 棸灡棾棿椄斺斅 棻椄灡棾斺斅 棻椄灡棻棾椃斺斅 棸灡椀棻棽斺斅 棻灡棿椆棽斻斆 棾椂灡椂椃斺斄斅
流体钙 棸灡棾椂椂斸斄 棻椆灡棾斸斄 棻椆灡棻棿椂斸斄 棸灡棿椂椃斻斆 棻灡椃棾椄斸斄 棾椄灡棽棸斸斄

高活性多元钙肥 棸灡棾椄椂斸斄 棻椄灡椀斺斅 棻椄灡棽椄椂斺斅 棸灡棿椃椀斻斆 棻灡椂棿棻斺斅 棾椂灡棸棿斺斅
对照棬斆斔棭 棸灡棾棾椀斺斅 棻椂灡棽斻斆 棻椀灡椄椂棽斻斆 棸灡椀椂椀斸斄 棻灡棿椆棽斻斆 棾棿灡棻棸斻斆

注椇栙数据为夏黑葡萄椄月棻棾日测定数据椈栚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棻棭和显著水平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

棽灡棽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

影响

葡萄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高低决定了葡萄的

口感和品质暎从图棽可以看出棳随着果实的不断成

熟棳夏黑葡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呈先上升后下

降趋势棳在椃月棾棸日达到峰值后又逐渐开始下降暎
说明夏黑葡萄在椃月棾棸日达到良好的生理成熟状

态暎处理间比较棳在试验初期棳各施钙处理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基本一致棳后期流体钙处理的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高于其他处理棳表明流体钙处理对提高果

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作用明显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棬表棻棭棳各施钙处理均显著提高了夏黑葡萄果实的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说明试验处理对

提高葡萄成熟过程中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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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用暎同时棳处理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椃月

棾棸日达到最大值棳对照果在椄月椂日达到最大值棳
说明施钙处理能适度提早果实成熟和加速营养物质

积累暎

图棽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旙旓旍旛斺旍斿旙旓旍旈斾旙斻旓旑旚斿旑旚
旓旀斬旈斸旇斿旈旀旘旛旈旚

棽灡棾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总糖含量的影响

糖分是构成葡萄风味的主要成分椲椄椵暎从图棾可

以看出棳暜夏黑暞果实中总糖含量变化与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棳也呈现先升高达到峰

值后略有下降的变化趋势暎各处理间以流体钙处理

果实总糖含量较高棳果实品质相对较好暎这可能是

由于采前施钙增加了果实中含糖量且减少了贮藏过

程中糖消耗的缘故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棬表棻棭棳
各处理果实总糖含量均明显优于对照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
说明施钙处理显著提高了葡萄果实中总糖含量且延

缓了果实中糖含量的降低速率暎

图棾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实总糖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旚旓旚斸旍旙旛旂斸旘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
斬旈斸旇斿旈旀旘旛旈旚

棽灡棿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总酸含量的影响

可滴定总酸是植物品质的重要构成性状之一棳

是影响果实风味品质的重要因素椲椄椵暎从图棿可以看

出棳随着葡萄果实的不断成熟棳 暜夏黑暞果实中酸

含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棳这是由于随着果实成熟酸度

逐渐减退的缘故暎对照果含酸量在各阶段均比施钙

处理的果实酸含量高棳表明施钙处理对加速果实酸

降解棳加强果实营养物质积累具有一定作用暎从图

棿可以看出总酸含量为椇流体钙椉高活性多元钙肥

椉硝酸钙椉对照棳表明施钙处理对降低果实酸含量

有一定作用暎方差分析结果看出 棬表棻棭棳各施钙

肥处理 果 实 中 酸 含 量 均 极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棬 椉
棸灡棸棻棭棳施钙效果显著暎

图棿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实总酸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棿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旚旈旚旘斸旚斸斺旍斿斸斻旈斾斻旓旑旚斿旑旚
旓旀斬旈斸旇斿旈旀旘旛旈旚

棽灡椀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斨斆含量的影响

维生素斆 棬以下简称 斨斆棭是果品营养价值的

主要组成部分暎从图椀可以看出棳随着果实的不断

成熟棳 暜夏黑暞果实中 斨斆含量先上升棳在椃月棾棸
日达到峰值后又缓慢下降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棬表
棻棭棳流体钙和高活性多元钙肥处理果实 斨斆含量均

极显著高于对照棳说明棽种施钙处理对提高果实中

斨斆含量棳加速其在果实中的累积及保持果实营养

价值均有一定作用椈硝酸钙处理果实中 斨斆含量与

对照差异不显著暎
棽灡椂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固酸比含量的影响

果实固酸比是反映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棳
固酸比值越高棳说明果实品质越好暎各施钙处理果

实固酸比值较对照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且以流体钙处

理效果最佳暎从时间上看棳各处理果实固酸比值均

在椃月棾棸日达到峰值棳此时夏黑葡萄果实达到最

佳成熟度和适宜采摘时间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棬表
棻棭棳各施钙处理果实固酸比值均明显高于对照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说明钙施处理对提升葡萄果实品质具有

显著作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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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椀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实 斨斆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椀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斨斆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斬旈斸旇斿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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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椃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贮藏性的影响

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棳各处理果实含水量均呈

下降趋势暎棿曟贮藏条件下棳各处理失水率由低到

高依次为椇流体钙椉高活性多元钙肥椉硝酸钙椉对

照棳好果率则呈相反的变化趋势 棬表棽棭暎综合分

析棳流体钙处理失水率最低棳好果率最高棳对提高

葡萄采后贮藏期品质作用明显暎
从贮藏时间来看棳各处理 暜夏黑暞果实采摘后

棿曟冰箱保鲜贮藏时间长短依次为椇流体钙 棬棾棸斾棭
椌高活性多元钙肥 棬棽椄斾棭椌硝酸钙 棬棽棿斾棭椌对

照 棬棽棸斾棭 棬以果实贮藏后干缩严重棳风味褪变棳
失去贮藏价值时计为最终贮藏时间棭 棬表棽棭暎施钙

处理夏黑葡萄贮藏保鲜时间均较对照延长棳这可能

是由于补钙对维持细胞壁结构和功能有一定作用棳
从而起到防止果实软化的作用暎

图椂暋施钙处理对 暜夏黑暞果实固酸比的影响

斊旈旂灡椂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旙旓旍旈斾斸斻旈斾旘斸旚旈旓旓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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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暋施钙处理对果实贮藏性能影响棬棿曟棭
斣斸斺旍斿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斻斸旍斻旈旛旐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旀旘旛旈旚旙旚旓旘斸旂斿棬棿曟 棭 棬单位棷棩棭

处理
棽棸斾 棽棿斾 棽椄斾 棾棸斾

失水率 好果率 失水率 好果率 失水率 好果率 失水率 好果率

硝酸钙 棿椄灡棸 椀椄灡椀 椀椂灡椀 椀棽灡棾 椂棽灡椃 棿椃灡椂 椂椄灡椆 棿棻灡棽
流体钙 棻棿灡椀 椆椂灡棾 棻椂灡棽 椆棿灡椀 棽棸灡棽 椄椄灡椂 棽椀灡棿 椄棾灡椀

高活性多元钙肥 棽棿灡棿 椄棸灡棸 棽椄灡椄 椃棿灡棽 棾椀灡椂 椂椄灡棿 棿棸灡棽 椂棻灡椂
对照棬斆斔棭 椂棽灡棸 棾棾灡棾 椂椃灡椆 棽椄灡椃 椃椀灡棾 棽棾灡椀 椄棽灡棻 棻椃灡椆

棾暋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棳采用不同施钙处理均能显著提高

夏黑葡萄成熟过程中果实的硬度暍可溶性固形物暍
总糖及 斨斆含量棳延长果实采后保鲜时间棳降低失

水率等棳对提高葡萄果实品质及耐贮藏性作用明

显暎这与车玉红等椲椆椵采前喷钙处理明显改善了贮藏

过程中红地球品质暍延长果实保鲜时间的结论相一

致暎翟忠琴椲棻棸椵通过对几个葡萄品种根外追施钙肥

的连续棽年研究及测定也认为施钙对提高果实含糖

量暍延长贮藏时间效果明显暎本研究从葡萄花后棽
周至采果前棳每隔棻棸斾喷施棻次钙肥处理棳起到

良好的提高果实品质的作用暎这与刘松忠椲棻棻椵等认

为葡萄花后棻暙棽周是补钙重要时期的结论相一致暎
温明霞等椲棻棽椵研究也认为在锦橙幼果期喷钙能改善

果实品质棳延长果实贮藏保鲜期暎
综合比较各施钙处理对夏黑葡萄成熟过程中果

实品质及贮藏性的影响棳流体钙肥在提高果实硬

度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暍降低果实酸度及延长采后

贮藏时间等多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处理棳这可能与液

态钙肥良好的吸收性能有关暎该结论与罗东华椲棻棾椵

喷施可溶性有机钙肥可显著改善设施油桃果实品质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暎
本试验研究结果对提高 暜夏黑暞果实品质和贮

藏性棳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积极意义棳这对延长

夏黑葡萄鲜果市场供应棳满足消费者多季节需求及

椀椀棽棻第棻棽期 刘鑫铭等椇施钙处理对夏黑葡萄成熟过程果实品质及贮藏性的影响



适度调控市场等均有一定影响暎本研究为针对棻个

品种进行的棻年试验结果棳因此钙素营养在提高葡

萄果实品质与贮藏性方面的合理运用有待进一步研

究暎今后棳还将在对葡萄园微量元素分析的基础

上棳加深不同补钙方式对葡萄营养元素含量暍钙素

积累及品质变化的影响研究以及补钙后对葡萄产

量暍病虫害暍落花落果暍裂果等多方面的研究椲棻棿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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