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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棻灡 万旚椈总产值达到棻棻棸椂灡棽亿元的历史新高椲棻椵暎
然而棳数据同样显示棳我国茶叶平均单产水平继续

下降暎按茶园面积计算棳全国茶叶平均产量椃棾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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旊旂暏旇旐棴棽棳同比下降棾旊旂暏旇旐棴棽椈按采摘面积计

算棳全国平均产量椆椃棽旊旂暏旇旐棴棽棳在去年下降棾椆
旊旂暏旇旐棴棽的基础上棳又下降了棻椄旊旂暏旇旐棴棽椲棻椵暎
形成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重规模暍轻

质量棳重扩大面积暍轻提高单产和品质暎尤其是长

期以来棳我国茶农普遍对成龄茶园采用粗放型耕

作棳用地与养地相脱节棳加上盲目超量施用化肥

棬以氮肥为主棭棳而有机肥投入严重不足棳导致茶园

土壤日益酸化棳土壤理化性状变差棳有机质含量

低棳茶树生长不良棳茶叶产量和品质下降等问题日

趋严峻椲棽棴棾椵棳已严重阻碍了茶园土壤的可持续利

用性暎
土壤调理剂是指加入土壤中用于改善土壤的物

理暍化学和棷或生物性状的物料棳用于改良土壤结

构暍降低土壤盐碱危害暍调节土壤酸碱度暍改善土

壤水分状况或修复污染土壤等椲棿椵暎腐植酸和风化煤

是目前来源广泛暍容易获取暍价格低廉的棽类土壤

调理剂暎其中棳腐植酸是动植物残体经过微生物的

分解暍合成暍转化及地球化学等一系列过程而形成

和积累起来的一类成分复杂的天然有机物质椲棴椂椵棳
它在改良农田土壤暍提高养分利用率暍促进作物增

产和提高农产品品质等方面也被有关试验结果所证

实椲椃棴棻棻椵暎风化煤在我国各地煤矿区广泛分布且储

量达棻棸棸棸亿旚之巨椲棻棽椵棳若处置不当对环境将产生

巨大污染和破坏暎但风化煤含有丰富的再生腐植酸

类物质和多种活性基团棳如羧基暍羟基暍酚羟基暍
醌基等棳因而具有吸附暍络合和交换等性能棳是一

种天然的良好的土壤调理剂椲棻棾椵暎
腐植酸和风化煤作为土壤调理剂对农田土壤改

良 和 作 物 增 产 提 质 方 面 的 研 究 已 有 较 多 的 报

道椲椃棴棻棾椵棳但是在茶园上的应用效果研究报道尚少棳
尤其是腐植酸暍风化煤及其与化肥的合理配施对茶

园土壤理化性状暍茶叶产量和品质等方面的研究报

道更少暎本课题组采用田间小区试验方法棳在测土

配方推荐施用化肥基础上棳研究分别添加腐植酸暍
风化煤及二者各半混施对茶叶产量暍品质及茶园土

壤基本理化性状的影响棳以期为腐植酸和风化煤作

为土壤调理剂应用于茶叶生产提供科学依据棳同时

为目前我国茶园普遍存在的土壤酸化暍理化性状变

差暍茶叶单产和品质下滑等阻碍茶园土壤可持续利

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镇茶叶生产基

地棳土壤类型为山地红壤棳土壤质地类型为壤土棳
土 壤 基 本 理 化 性 状椇旔斎灡棻棻棳 有 机 质 棻椃灡棻棽
旂暏旊旂棴棻棳全氮棸灡椂 旂暏旊旂棴棻棳全磷棸灡棿椄旂暏旊旂棴棻棳
全钾棽棸灡棻旂暏旊旂棴棻棳碱解氮 棸灡棾棿旐旂暏旊旂棴棻棳速

效磷棿灡棽棻旐旂暏旊旂棴棻棳速效钾棻棾棽灡棻棻旐旂暏旊旂棴棻棳
容重棻灡棽椆旂暏斻旐棴棾棳孔隙度棿椂灡棻棽棩暎
棻灡棽暋试验设计

试验设 棿 个处理棳即椇 棬棻棭化肥 棬斘棻棸棾
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暍斝棽斚棾棿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和 斔棽斚
棾棿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棳下同棳对照棭棳 棬棽棭化肥棲腐

植酸 棬棽棸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棭棳棬棾棭化肥棲风化煤

棬棻 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棭棳棬棿棭化肥棲腐植酸棬棻棸棸棸
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棭棲风化煤棬椃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暏斸棴棻棭椈
分别用斆斊棳斆斊棲斎斄棳斆斊棲斆斄和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表示暎每个处理重复棿次暎每个试验小区面积棽棸
旐棽棳随机区组排列暎供试化肥分别用尿素暍磷酸

铵和氯化钾棳腐植酸系福建省诏安县绿洲生化有限

公司生产棳风化煤由福建超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暎
供试茶树品种为黄观音棳树龄棿斸暎试验期为棽棸棻棸
年棾月至棽棸棻棽年棻棻月暎试验各处理除施用化肥或

土壤调理剂不同外棳其他田间种植及管理措施均完

全一致暎每年进行棻次施肥棳施肥时间为棾月中

旬棳将各小区所需的化肥及土壤调理剂混匀并条施

棬宽和深各棽棸斻旐棭于供试小区茶树行间棳施肥后

及时覆土暎
试验期间棳每年记载各试验小区的茶青产量暎

茶青采摘时间为每年的春季 棬棿月下旬棭暍夏季 棬椃
月上旬棭和秋季 棬棻棸月上旬棭棳分棾次开展棳棾次

采收产量累计作为当年茶青总产量暎于棽棸棻棽年棿
月棽椂日在各试验小区内按 暟斢暠形线路多点采集一

芽二叶春茶茶青样品棳供茶叶的茶多酚和水溶性浸

出物含量测定用暎棽棸棻棽年棻棻月棾日棳分别于各试

验小区内按 暟斢暠形线路多点采集茶园表层 棬棸暙
棽棸斻旐棭土壤棳充分混匀后取 棸棸旂棳作为该小区的

分析测试土样暎
棻灡棾暋分析测定方法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指标测定采用常规分析方

法椲棻棿椵椇旔斎 值用电位法 棬土水比棻暶棽灡 棭椈有机质

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椈全氮用半微量开氏法椈全磷用

钼蓝比色法测定椈全钾用火焰光度法椈碱解氮用碱

解扩散法椈速效磷用棸灡棸 旐旓旍暏斕棴棻 斘斸斎斆斚棾提

取暍钼蓝比色法测定椈速效钾用火焰光度法椈比重

用比重瓶法椈容重用环刀法椈土壤孔隙度 棬棩棭椊
棻棸棸暳 棬棻棴土壤容重棷土壤比重棭暎茶叶茶多酚含量

用 斍斅棷斣椄棾棻棾灢棽棸棸棽暍水浸出物用 斍斅棷斣椄棾棸灢棽棸棸棽暍

椂棻棸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椆卷



咖啡碱用 斍斅棷斣椄棾棻棽灢棽棸棸棽暍可溶糖用 斍斅棷斣椄棾棸灢
棽棸棸棽等国家标准方法测定暎
棻灡棿暋数据处理

采用 斖旈斻旘旓旙旓旀旚斉旞斻斿旍棽棸棸棾办公软件进行试验

数据处理棳斢斝斢斢棻棸灡棸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显

著性检验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树鲜茶青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 棬图棻棭表明椇与 斆斊处理相比棳其

他棾种添加不同土壤调理剂处理均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 茶 树 鲜 茶 青 的 产 量棳年 产 量 提 高 幅 度 为

棾灡棻椆棩暙棻棿灡棽棿棩棳提高值为棻棻棽暙 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暎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棳对茶树鲜茶青产量的提高效果

以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处理 佳棳显著高于 斆斊 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棳但与 斆斊棲斎斄 和 斆斊棲斆斄 处理间的

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椈斆斊棲斎斄暍斆斊棲斆斄 与

斆斊处理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暎
棽灡棽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试验结果 棬表棻棭显示椇与 斆斊处理相比棳其

他棾种土壤调理剂处理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茶叶

的茶多酚暍水浸出物暍咖啡碱和水溶糖的含量棳提

高 幅 度 分 别 为 灡棽棻棩 暙 棻棸灡椃棾棩暍棽灡椂棻棩 暙
椃灡棽棿棩暍棸灡棸棸棩暙棽灡棾椂棩和棻灡棸椃棩暙椂灡椂棿棩暎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棳对茶叶茶多酚含量的提高效果以

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和 斆斊棲斎斄 处理较好棳显著优于

斆斊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椈而 斆斊棲斆斄 处理与 斆斊处理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椈而对茶叶水浸出

物暍咖啡碱和水溶糖含量的提高效果棳不同处理间

的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暎

图棻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树鲜茶青产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旈旍斻旓旑斾旈旚旈旓旑斿旘旙旓旑旚斿斸旟旈斿旍斾
注椇图中数据后面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 棬 椉
棸灡棸 棭暎

表棻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棻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旈旍斻旓旑斾旈旚旈旓旑斿旘旙旓旑旚斿斸旕旛斸旍旈旚旟

处 理
茶多酚 水浸出物 咖啡碱 水溶糖

含量棷棩 与对照相比棷棩 含量棷棩 与对照相比棷棩 含量棷棩 与对照相比棷棩 含量棷棩 与对照相比棷棩
斆斊 椆灡椂棸斺 棴 棸灡棻棻斸 棴 棾灡椄棻斸 棴 棿灡椂椃斸 棴
斆斊棲斎斄 棻棸灡棻斸 椆灡棿椄 棽灡棿棸斸 棿灡椃 棾灡椄椆斸 棽灡棻棸 棿灡椆椄斸 椂灡椂棿
斆斊棲斆斄 棻棸灡棻棸斸斺 灡棽棻 棻灡棿棽斸 棽灡椂棻 棾灡椄棻斸 棸灡棸棸 棿灡椃棽斸 棻灡棸椃
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棻棸灡椂棾斸 棻棸灡椃棾 棾灡椃棿斸 椃灡棽棿 棾灡椆棸斸 棽灡棾椂 棿灡椄斸 棾灡椄

注椇同列数据后面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棳下同暎

棽灡棾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园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试验结果 棬表棽棭表明椇与 斆斊处理相比棳其

他棾种土壤调理剂处理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壤

的基本物理性状暎其中棳对土壤容重降低幅度为

椃灡棽棽棩暙棻灡棿棿棩椈而对土壤孔隙度的提高幅度为

椄灡棽棿棩暙棻椄灡椂棽棩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棳对土壤容

重的降低效果以 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和 斆斊棲斎斄 处理

较好棳显著优于斆斊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椈而斆斊棲斆斄
处理与斆斊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暎对

土壤孔隙度的提高效果棳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处理

好棳显著优于 斆斊棲斆斄 和 斆斊 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棳
但与斆斊棲斎斄 处理间的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椈

斆斊棲斎斄 处理土壤孔隙度也显著高于斆斊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棳但与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暎而对土壤比重的变化影响棳不同处理

间的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暎
棽灡棿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园土壤基本化学性状的

影响

试验结果 棬表棾棭表明椇与 斆斊处理相比棳其

他棾种添加不同土壤调理剂处理均能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土壤的基本化学性状棳茶园土壤的旔斎暍有机

质暍全氮暍全磷暍全钾暍碱解氮暍速效磷和速效钾

分别提 高 棽灡椆椃棩 暙棻椄灡椂棻棩暍椄灡椄椂棩 暙棽椃灡棽棽棩暍
椆灡椄棸棩暙棿灡棻棸棩暍椂灡棻棽棩 暙棿棸灡椄棽棩暍棿灡棽棩 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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棿棸灡棻椂棩暍椄灡椄棻棩暙棿灡椃 棩暍棸灡椂棽棩暙椂椃灡 棩和

灡椂棩暙棾椂灡棸椆棩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椇斆斊棲斎斄
处理对提高土壤的有机质暍全氮暍全磷暍全钾暍有

效磷和速效钾含量的效果 佳棳可极显著优于 斆斊
处理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并显著优于 斆斊棲斆斄 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棳但对土壤旔斎暍碱解氮含量的影响不明

显 棬 椌棸灡棸 棭椈斆斊棲斆斄处理对提高土壤旔斎 值的

效果相对 佳棳可显著优于 斆斊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棳
但与斆斊棲斆斄和斆斊棲斎斄棲斆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棬 椌棸灡棸 棭椈而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处理对提高土壤碱

解氮含量的效果相对 佳棳可极显著地优于 斆斊棲
斎斄和斆斊处理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并显著优于斆斊棲斆斄
处理 棬 椉棸灡棸 棭暎

表棽暋不同调理剂对茶园土壤容重暍比重和孔隙度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棽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旈旍斻旓旑斾旈旚旈旓旑斿旘旙旓旑旜旓旍旛旐斿灢旝斿旈旂旇旚棳旙旔斿斻旈旀旈斻旝斿旈旂旇旚斸旑斾旔旓旘旓旙旈旚旟旓旀旙旓旈旍斸旚旚斿斸旔旍斸旑旚斸旚旈旓旑

处理
容重 比重 孔隙度

数值棷棬旂暏斻旐棴棾棭 与对照相比棷棩 数值 与对照相比棷棩 数值棷棩 与对照相比棷棩
斆斊 棻灡棾棸棽斸 棴 棽灡棾椆棿斸 棴 棿灡椂棻斻 棴
斆斊棲斎斄 棻灡棻棸棻斺 棴棻灡棿棿 棽灡棾椆椆斸 棸灡棽棻 棿灡棻棻斸 棻椄灡椂棽
斆斊棲斆斄 棻灡棽棸椄斸斺 棴椃灡棽棽 棽灡棾椄椂斸 棴棸灡棾棾 棿椆灡棾椃斺斻 椄灡棽棿
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棻灡棻棾棻斺 棴棻棾灡棻棾 棽灡棾椃斸 棴棻灡 棽灡棸棽斸斺 棻棿灡棸棾

表棾暋不同土壤调理剂对茶园土壤基本化学性状的影响

斣斸斺旍斿棾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旙旓旈旍斻旓旑斾旈旚旈旓旑斿旘旙旓旑斻旇斿旐旈斻斸旍旔旘旓旔斿旘旚旈斿旙旓旀旙旓旈旍斸旚旚斿斸旔旍斸旑旚斸旚旈旓旑

处理

旔斎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数值
与对照
相比棷棩

含量棷
棬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含量棷
棬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含量棷
棬旐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斆斊 灡棸 斄斺 棴 棻灡椄斅斺 棴 棸灡棻斅斺 棴 棿椃灡椂斅斻 棴
斆斊棲斎斄 灡棽棸斄斸斺 棽灡椆椃 棽棸灡棻斄斸 棽椃灡棽棽 棸灡椃棿斄斸 棿灡棻棸 棻灡椄斅斺斻 椄灡椄棻
斆斊棲斆斄 灡椆椆斄斸 棻椄灡椂棻 棻椃灡棽斄斅斺 椄灡椄椂 棸灡椂斄斅斺 椆灡椄棸 灡椆椄斄斅斺 棻椃灡棿椄
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灡椂椆斄斸 棻棽灡椂椃 棻椆灡棾斄斅斸 棽棽灡棻 棸灡椂椄斄斅斸 棾棾灡棾棾 椂椆灡棿 斄斸 棿灡椃

处理

全磷 速效磷 全钾 速效钾

含量棷
棬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含量棷
棬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含量棷
棬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含量棷
棬旐旂暏旊旂棴棻棭

与对照
相比棷棩

斆斊 棸灡棿椆斅斺 棴 棿棻灡椄斅斺 棴 棻椆灡棽斅斺 棴 棻椄棸灡棽棻斅斺 棴
斆斊棲斎斄 棸灡椂椆斄斸 棿棸灡椄棽 椃棸灡棻棽斄斸 椂椃灡 棽椂灡椆椄斄斸 棿棸灡棻椂 棽棿灡棽棿斄斸 棾椂灡棸椆
斆斊棲斆斄 棸灡棽斅斺 椂灡棻棽 棿棽灡棻棻斅斺 棸灡椂棽 棽棸灡棻棽斅斺 棿灡棽 棻椆棸灡棽棾斅斺 灡椂
斆斊棲斎斄棲斆斄 棸灡椂 斄斸 棾棽灡椂 椂椄灡棸棻斄斸 椂棽灡棻 棽棾灡棻棿斄斸 棽棸灡棽棻 棽棸棾灡棿 斄斸 棻棽灡椆棸

注椇表中同列数据后面不同大暍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棬 椉棸灡棸棻棭和显著水平棬 椉棸灡棸 棭

棾暋讨论与结论

棾灡棻暋土壤调理剂对茶园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影响

关于施用腐植酸类肥料 棬土壤调理剂棭对茶园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影响研究报道较少暎陈学涛

等椲棻 椵在铁观音茶园上施用腐植酸肥的试验结果表

明棳土壤 旔斎 值 随 腐 植 酸 肥 用 量 棬椃 暙棻棽棸棸
旊旂暏旇旐棴棽棭的增加而提高棳提高幅度为棿灡棸棩暙
棻棿灡棻椆棩棳与对照差异显著椈而施用腐植酸肥对茶

园土壤有机质暍碱解氮暍速效磷暍有效钾含量与对

照差异不显著棳这可能与腐植酸肥施用时间短有关

棬椉棻斸棭暎本研究通过近棾斸的田间小区试验棳结果

表明棳在氮磷钾肥平衡施用基础上棳添施腐植酸类

土壤调理剂 棬腐植酸和风化煤棭可较好地改善茶园

土壤的基本物理化学性状棳与对照 棬化肥处理棭相

比棳降低土壤容重椃灡棽棽棩暙棻灡棿棿棩棳提高土壤孔

隙度椄灡棽棿棩暙棻椄灡椂棽棩椈提高土壤的旔斎棽灡椆椃棩暙
棻椄灡椂棻棩暍有机质椄灡椄椂棩暙棽椃灡棽棽棩暍全氮椆灡椄棸棩
暙棿灡棻棸棩暍全磷椂灡棻棽棩暙棿棸灡椄棽棩暍全钾棿灡棽棩
暙棿棸灡棻椂棩暍碱 解 氮 椄灡椄棻棩 暙 棿灡椃 棩暍速 效 磷

棸灡椂棽棩暙椂椃灡 棩和速效钾 灡椂棩暙棾椂灡棸椆棩棳取

得了较好的土壤改良效果暎

椄棻棸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椆卷



施用腐植酸类肥料 棬土壤调理剂棭可有效改良

茶园土壤棳究其主要原因有椇棬棻棭腐植酸是含有多

种含氧活性官能团的高分子有机胶体棳具有弱酸

性暍吸水性暍离子交换性暍络合性暍缓冲性暍氧化

还原性以及作用于植物的生理活性等特点椲棻椂棴棻椃椵椈
同时棳腐植酸中富含形成土壤腐殖质的胡敏酸和富

里酸等组分棳其直接影响土壤的保肥性暍保水性暍
缓冲性暍可耕性暍通气状况和温度等椲棻椄椵暎因此棳
施用腐植酸类肥料 棬土壤调理剂棭可明显改善土壤

物理性质棳提高土壤调节水肥气热的自调能力棳为

茶叶的增产提质营造良好土壤生态环境暎棬棽棭腐植

酸可活化土壤养分棳提高土壤养分的生物有效性暎
腐植酸盐类及硝基腐植酸盐类都不同程度地抑制土

壤对磷的固定椈腐植酸施入土壤后棳可以对难溶性

元素起到增溶的作用棳同时通过螯 棬络棭合物作

用棳增加土壤中无机和有机养分含量棳促进植物对

营养元素的吸收椲棻椃椵暎 棬棾棭腐植酸可提高化肥的利

用率暎首先棳腐植酸具有明显硝化抑制和促进作物

对氮素吸收的作用椲棻椂椵棳从而增加作物对氮肥的有

效利用椈其次棳腐植酸对铁暍铝暍钙等离子的亲和

力强棳在速效磷肥中添加腐植酸后棳可以明显抑制

土壤对磷素的固定棳提高磷肥的利用率椲棻椂椵椈同样棳
化学钾肥施入含粘土矿物较多的土壤中棳钾容易固

定到微晶高岭石等胶粒的晶格里棳成为缓效钾或无

效钾棳施入砂性土壤中则容易流失棳将这些肥料与

腐植酸类物质混合施用棳可防止钾离子被固定和流

失棳从而有效地提高钾肥的利用率椲棻椂椵暎 棬棿棭施用

腐植酸类肥料可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繁殖棳调节土壤

微生物的群体结构棳提高土壤中各种微生物酶的活

性棳促进了微生物对有机暍无机成分的分解与合

成棳提高了土壤养分的转化和供应能力椲棻椄椵暎
棾灡棽暋土壤调理剂对茶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腐植酸是大多数土壤中的重要有机部分棳按其

来源可分为泥炭暍褐煤暍风化煤等类腐植酸椲棻椆椵暎
已有试验结果表明棳施用腐植酸类肥料 棬土壤调理

剂棭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暎杨净云

等椲棽棸椵的研究结果表明棳在树龄椂斸的茶树上喷施含

腐植酸水溶肥料 棬含腐植酸钠椄棩棭可比对照 棬喷
清水棭提 高 茶 叶 产 量 椄灡椆棩棳提 高 茶 叶 氨 基 酸

棻棽灡棸棩暍咖啡碱椂灡椆棩暍水浸出物 灡椆棩暎陈学涛

等椲棻 椵在铁观音茶树上施用腐植酸肥的试验结果表

明棳茶 青 产 量 随 腐 植 酸 肥 用 量 棬椃 暙棻 棽棸棸
旊旂暏旇旐棴棽棭的增加而增加棳增产幅度为棿灡棾棽棩暙
棻棽灡椂棽棩棳且施用腐植酸肥可增加茶树的芽头密度

和百芽重暎彭志对等椲椵的试验表明棳在茶叶上淋施

腐植酸肥料 棬棸棸倍液棭可提高茶青产量椂灡 棩暙
棻椄灡椄棩棳且以 棽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用量的增产效果较

好椈并可显著提高夏茶和秋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椈
淋施黄腐酸比腐植酸钾更有利于茶叶的增产和品质

的提高暎本试验结果也表明棳在氮磷钾肥平衡施用

基础上棳添施腐植酸类土壤调理剂 棬腐植酸和风化

煤棭可增加茶青产量棾灡棻椆棩暙棻棿灡棽棿棩棳提高茶叶

的茶多酚 灡棽棻棩暙棻棸灡椃棾棩暍水浸出物棽灡椂棻棩暙
椃灡棽棿棩暍 咖 啡 碱 棸灡棸棸棩 暙 棽灡棾椂棩 和 水 溶 糖

棻灡棸椃棩暙椂灡椂棿棩棳从而有效地促进茶叶产量和品质

的提升暎腐植酸主要系由 斆暍斎暍斚暍斘暍斢等元

素组成的一类天然有机大分子椲棻椆椵棳经过自然矿化

及微生物分解后可为茶树生长提供丰富的营养元

素棳为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奠定必要的营养基础暎
综上所述棳从本试验的结果可以得出棳在氮磷

钾肥平衡施用基础上棳添施腐植酸类土壤调理剂

棬腐植酸和风化煤棭可明显改善我国南方红壤区茶

园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棳并较好地促进茶叶产量和

品质的提高暎其中棳以化 肥 棲 腐 植酸 棲 风 化煤

棬斆斊棲斎斄棲斆斄棭处理对提高茶叶产量暍茶多酚以

及土壤碱解氮含量的效果 佳椈而以化肥棲腐植酸

棬斆斊棲斎斄棭处理对降低土壤容重暍增加土壤孔隙

度暍提高土壤的有机质暍全氮暍全磷暍全钾暍有效

磷和速效钾含量的效果 佳椈而化肥 棲 风化煤

棬斆斊棲斆斄棭处理对提高土壤旔斎 值的效果 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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