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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火龙果斝旈旚斸旟斸是仙人掌科三角柱属

植物棳原产哥斯达黎加暍尼加拉瓜暍墨西哥暍古巴和越

南等地棳目前有棽棸多个国家将其作为新兴果树加以

发展椲棻棴棽椵暎火龙果耐贫瘠暍干旱和高温棳适应性极强棳
在多种生态环境下均可种植椲棾棴 椵暎

为了探寻沿海盐碱地的高效利用途径棳充分利

用火龙果生态适应性强的特点棳于棽棸棸椃年开始在

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废弃盐场试种火龙果棳并获得

成功棳生产出的火龙果果实大暍口感好棳普遍优于

普通红黄壤土地栽植的火龙果暎对此棳测定分析了

盐碱环境下火龙果生长过程中果实干暍鲜重的变化

规律及果肉果皮对干物质暍水分的需求与分配棳为探

寻火龙果在盐碱环境中高效优质栽培提供参考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供试品种

棽个供试火龙果品种分别为红皮白肉型 暜双
龙暞和红皮红肉型 暜银龙暞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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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灡棽暋土壤条件

盐碱地改良土棳棽棸斻旐 土层有机质含量棻棿灡
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棳旔斎值椄灡棻棽棳含氮棻灡棻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棳
磷棻灡棻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棳钾棿灡棽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棳
钙椃灡棽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棳镁棿灡棽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棳
钠椆灡椄旂暏旊旂棴棻暏斈斪棴棻暎
棻灡棾暋试验方法

于棽棸棻棸暍棽棸棻棻年椄月至椆月分别在福建省莆

田市新闽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江口废弃盐场火龙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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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火龙果各棽棸棸株棳每株

选择当天开放的花各棻朵棳共棽棸棸朵棳疏除三菱柱

中未开放的花蕾棳并挂牌标记暎 斾取果棻次棳每

次随机取果棻棸个棳每年各取椃次棳采样时间在

棻椃椇棸棸暙棻椄椇棸棸暎
以单果为分析对象暎测水分时棳用不锈钢刀及

调羹快速分离果皮与果肉棳分别用精度为棸灡棸棻旂
的天平称鲜重棳然后快速置于鼓风电热恒温干燥箱

中棳在棻棸 曟下杀酶棽棸旐旈旑棳再在椃棸曟下烘干至恒

重棳取出称重暎
果实日增加量椊椲第旑次果实测定量棴第棬旑棴

棻棭次果实测定量椵棷
干重日增加量椊椲第旑次干重测定量棴第棬旑棴

棻棭次干重测定量椵棷
水分日增加量椊椲第旑次水分测定量棴第棬旑棴

棻棭次水分测定量椵棷
棻灡棿暋数据分析

数据为棽年的平均值棳使用 斈斝斢椂灡 对测定

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火龙果果实鲜重变化

盐碱环境条件下棳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

长过程中果实单果重变化曲线均呈双 暟斢暠形 棬图
棻暍棽棭棳单果重均有棽次增长高峰暎第棻次增长高

峰在花后椂暙棻 斾棳暜双龙暞单果重从椄棽灡椂 旂增加

至棾椆椂灡椄旂棳平均每天增重棾棻灡棾椆旂椈暜银龙暞单果

重从 椃棾灡棿 旂 增 加 至 棾棸棻灡棿椂旂棳平 均 每 天 增 重

棽棽灡椄棸旂暎第棽次增长高峰在花后棽椂暙棾棸斾棳 暜双
龙暞单果重从棿棾椃灡椆 旂增加至椂棸椄灡椃棿旂棳平均每

天增重棾棿灡棻椂旂椈 暜银龙暞单果重从棿棸椂灡棸旂增加

至 棸椂灡棽旂棳平均每天增重棽棸灡棸棸旂暎果实在花后

暍棻椂暙棽 暍棾棻暙棾 斾棳单果重增长较为缓慢暎在

观测的整个生长期间棳 暜双龙暞果实单果重均重于

暜银龙暞棳在棾 斾时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单果

重分别达到了椂棾棾灡棽棸和 棽椆灡椂棸旂暎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肉鲜重变化曲线与果实鲜重变化相似棳
果皮鲜重在花后棻 斾达到 高值后棳在花后棻椂暙
棾 斾处于下跌趋势暎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的可食率

在整个生长阶段棳一直稳步上升棳在棾 斾时达到

高值棳分别为椂棻灡棻椆棩和椂灡棾 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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斊旈旂灡棻暋 斊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旓旀斢旇旛斸旑旂旍旓旑旂 旔旈旚斸旟斸 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
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图棽暋 暜银龙暞果实鲜重变化

斊旈旂灡棽暋斊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旓旀斮旈旑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棽灡棽暋火龙果果实干重变化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过程中果实干重

含量变化曲线均呈双 暟斢暠曲线 棬图棾暍棿棭棳均有棽
次增长高峰暎第棻次增长高峰在花后椂暙棻 斾棳第

棽次增长高峰在花后棽椂暙棾棸斾暎果实干重含量在花

后 暍棻椂暙棽 及棾棻暙棾 斾棳增长较为缓慢暎在棾 斾
时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干重含量分别达到了

椆椂灡棽椃和椄棽灡椄旂暎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过

程中果肉干重含量变化与果实近似棳增长高峰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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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棽棻暙棾棸斾棳在棾 斾时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肉

干重含量分别达到了椃棽灡椆 和椂棾灡椂椄旂暎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过程中棽个火龙果品种果皮干重

含量变化曲线可划分为棾个阶段椈第棻阶段棳为花

后棻 斾内棳果皮干重含量呈增长趋势椈第棽阶段棳
在花后棻椂暙棽 斾内棳果皮干重呈下降趋势椈第棾
阶段棳为花后棽椂暙棾 斾棳果皮干重缓慢增长棳并在

棾 斾时达到 高值棳在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中分

别为棽棾灡棾棻和棻椄灡椆棸旂暎

图棾暋 暜双龙暞果实干重变化

斊旈旂灡棾暋斈旘旈斿斾旀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旓旀斢旇旛斸旑旂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
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图棿暋 暜银龙暞果实干重变化

斊旈旂灡棿暋斈旘旈斿斾旀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旓旀斮旈旑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
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棽灡棾暋火龙果果肉与果皮干物质的累积与分配

从图 和图椂中可看出果肉干重在花后棽棸斾
前增速缓慢棳在花后棽棻暙棽 斾速度开始逐渐加快棳
在棽椂暙棾棸斾的干重增加量达到 快棳在 暜双龙暞
和 暜银龙暞中分别为 灡椃棿和棿灡棻椄旂暏斾棴棻棳在花后

棾棻暙棾 斾果肉干重增速迅速降低暎果皮干重在花

后棻 斾前保持较快增加迅速棳在花后棸暙 斾达到

高值棳在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中分别为棻灡棻暍
棻灡棽椆旂暏斾棴棻棳在花后棻椂暙棽 斾果皮干物质逐渐转

移棳在花后棽棻暙棽 斾的转移速度达到 快棳在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中分别为棸灡棾棿暍棸灡棿旂暏斾棴棻暎
这说明了在火龙果果实的棽次生长高峰阶段棳果皮

干物质的迅速增加对果实干重第棻次生长高峰阶段

起着主要作用棳果肉中干物质的迅速增加对果实干

重第棽次生长高峰阶段起着主要作用暎

图 暋 暜双龙暞果实干重增加速度

斊旈旂灡 暋斈旘旈斿斾旀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旘斸旚斿旓旀斢旇旛斸旑旂旍旓旑旂
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图椂暋 暜银龙暞果实干重增加速度

斊旈旂灡椂暋斈旘旈斿斾旀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旘斸旚斿旓旀斮旈旑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
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棽灡棿暋火龙果果实水分变化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过程中果实水分

含量变化曲线均呈双 暟斢暠曲线 棬图椃暍椄棭棳均有棽
次增长高峰暎第棻次增长高峰在花后椂暙棻 斾棳第

棽次增长高峰在花后棽椂暙棾棸斾暎果实水分含量在花

后 暍棻椂暙棽 暍棾棻暙棾 斾棳增长较为缓慢暎在棾 斾
时 暜双 龙暞 和 暜银 龙暞 果 实 水 分 含 量 分 别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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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椂灡椆棾暍棿棿椃灡棸棽旂暎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

过程中果肉水分含量变化曲线均呈单 暟斢暠曲线棳
增长高峰在花后棽棻暙棾棸斾棳在棾 斾时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肉水分含量分别达棾棻棿灡棿椃暍棽椄棽灡棿棻旂暎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过程中果皮水分含量

变化曲线可划分为棽个阶段棳第棻阶段为花后棻 斾
内棳果皮含水量呈增长趋势棳在棻 斾时达到 高

点棳在 暜双 龙暞 和 暜银 龙暞 中 分 别 为 棽棿灡棿暍
棽棸椆灡椂棿旂椈第棽个阶段为花后棻椂暙棾 斾棳果皮含水

量呈缩减趋势暎

图椃暋 暜双龙暞果实水分变化

斊旈旂灡椃暋 斖旓旈旙旚旛旘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斢旇旛斸旑旂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
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图椄暋 暜银龙暞果实水分变化

斊旈旂灡椄暋斖旓旈旙旚旛旘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旀旘旛旈旚旙旓旀斮旈旑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
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棽灡 暋火龙果果肉与果皮水分的需求与分配

从图椆和图棻棸中可看出果肉水分在花后棽棸斾
增加缓慢棳在花后棽棻暙棽 斾速度开始逐渐加快棳
在棽椂暙棾棸斾水分增速达到 快棳在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中分别为棽棻灡棸棿暍棻椂灡椂棾旂暏斾棴棻棳在花后

棾棻暙棾 斾果肉水分增速迅速降低暎果皮水分在花

后棻 斾内增重迅速棳在花后椂暙棻棸斾达到 高值棳
在 暜双 龙暞和 暜银 龙暞中 分 别 为 棽棽灡棻棿暍棻椂灡椄棸
旂暏斾棴棻棳在花后棻椂暙棾 斾果皮开始逐渐进入失水

阶段棳在花后棽棻暙棽 斾的失水速度达到 快棳在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中分别为棻棸灡棿棿暍棿灡椄棸旂暏斾棴棻暎
这说明了在火龙果果实的棽次生长高峰阶段棳果皮

中水分的迅速增加对果实第棻次生长高峰阶段起着

主要作用棳果肉中水分的迅速增加对果实第棽次生

长高峰阶段起着主要作用暎

图椆暋 暜双龙暞果实水分增加速度

斊旈旂灡椆暋斊旘旛旈旚曚旙旐旓旈旙旚旛旘斿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旘斸旚斿旓旀斢旇旛斸旑旂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
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图棻棸暋 暜银龙暞果实水分增加速度

斊旈旂灡棻棸暋斊旘旛旈旚曚旙旐旓旈旙旚旛旘斿旈旑斻旘斿斸旙斿旘斸旚斿旓旀斮旈旑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
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棽灡椂暋火龙果果实干物质水分比变化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果实生长过程中果肉干物

质水分比变化趋势可分为棽个阶段 棬图棻棻暍棻棽棭暎
第棻个阶段为迅速上升期棳暜双龙暞这个阶段较短棳
从花后椂暙棻 斾棳暜银龙暞迅速上升期较长棳从花后

椂暙棽棸斾椈第棽阶段为平稳期棳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
果肉干物质水分比均在花后棾棸斾达到 高值棳分

别为棸灡棽棾棿和棸灡棽棽椃暎果皮干物质水分比变化曲线

呈近 暟斨暠型棳 暜双龙暞 低值出现在花后棻 斾棳

棾棾棾第棿期 林旗华等椇盐碱环境火龙果生长过程中果实干鲜重及水分的动态变化研究



为 棸灡棸椃椂棳 而 后 缓 慢 上 升棳 在 棾 斾 时 达 到 了

棸灡棻棸 椈暜银龙暞 低值于花后棽 斾棳为棸灡棸椂椄棳而后

迅速上升棳在棾 斾时达到了棸灡棻棻 棳超过了暜双龙暞暎

图棻棻暋 暜双龙暞果实干物质棷水分变化

斊旈旂灡棻棻暋斈旘旈斿斾旀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曚旙旐旓旈旙旚旛旘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
斢旇旛斸旑旂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图棻棽暋 暜银龙暞果实干物质棷水分变化

斊旈旂灡棻棽暋斈旘旈斿斾旀旘旛旈旚灢旝斿旈旂旇旚斸旑斾旀旘旛旈旚曚旙旐旓旈旙旚旛旘斿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
斮旈旑旍旓旑旂旔旈旚斸旟斸旛旑斾斿旘旙斸旍旈旑斿旇斸斺旈旚斸旚旙

棾暋讨暋论

盐碱环境下火龙果生长规律与其他种植条件下

的火龙果基本一致棳单果重变化均呈双 暟斢暠型棳
有棽次生长高峰期棳但由于品种及气候不同棳本研

究中棽个火龙果品种生育期与其他研究椲椂棴椄椵相比长

棾暙椂斾暎 暜双龙暞和 暜银龙暞火龙果果实与果肉的

鲜重及干物质积累值在棾 斾果实完全成熟时达到

大值棳在完熟时进行采摘既可以使其果实达到

大平均单果重棳而且风味较好暎但是笔者研究发现

在果实生长末期 棬棾棻暙棾 斾棭棳暜银龙暞较易出现裂

果棳暜双龙暞裂果较少棳这与李红斌等椲椆椵的研究基

本一致棳故认为红肉品种 暜银龙暞应在棾棸暙棾棽斾
及时采摘棳白肉品种 暜双龙暞可以适当延长棻暙
棽斾棳在棾棽暙棾棿斾时采摘暎

在暜双龙暞和暜银龙暞果肉生长过程中水分的 大

增速期在花后棽椂暙棾棸斾棳在果皮和果实生长过程中

水分的 大增速期均在花后椂暙棻棸斾棳这说明在果实

前期生长过程中棳适当增加水分的供给量可获得较

高产量椈在果实生长后期棳虽然果肉生长需水量较

大棳但同期果皮处于需水较少阶段棳如果水分供给量

过大棳往往造成因果肉迅速膨大而导致裂果的现象棳
这个阶段应保证水分的供给但不宜过量暎

暜双龙暞和暜银龙暞果实干物质水分比在发育中后

期棬花后棻棻暙棾 斾棭保持上升趋势棳这说明虽然同期

果实水分一直保持上升趋势棳但这个阶段果实累积

干物质的速度超过了水分的增速棳生产上在每年的

暙棻棸月开花结果期棳应该及时补充营养肥料棳可在

每批果采收后进行棻次根外追肥棳还可用有机叶面

肥棳并加入适量的镁和钾及时施肥暎同时火龙果作

为连续结果型果树棬在莆田市涵江地区结果期在

暙棻棸月棭棳每椂椂椃旐棽年产量通常可达棽棸棸棸旊旂以上棳
需肥量较大棳每年棻棻月后应重施采果肥棳以有机肥

为主棳这对提高果实品质和产量有明显的作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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