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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秋季生产条件下，探讨不同的播种期对超甜玉米产量和品质相关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１）产量

影响：通过不同播种期各品种产量的多重比较，在福建适当迟播，可以提高产量；通过不同品种在不同播种期

的产量情况的多重比较，在试验设计的５个播种期中，早熟品种随着播种期的推迟，产量不断提高；中、晚熟

品种随着播种期的推迟，产量先增后略微减少；（２）品质影响：播种期对果皮厚度和含糖量的影响不显著，对

水分含量和皮渣率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晚播可以提高水分的含量，从而延长采收期，秋植超甜玉米最适采收期

平均可以达８ｄ，长于春播的２～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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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甜玉米是用于鲜食、罐头和速冻加工的经济

作物，在欧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已成为大众化食

品，超甜玉米因其籽粒可溶性糖含量远高于普甜和

加强甜玉米，且风味独特，故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

猛，对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近年来，超甜玉米需求量越来越大，占据着

新鲜蔬菜作物市场重要位置［１－２］，由于其营养丰

富，膳食纤维合理，被消费者视为高档保健食

品［２］。其食用质地、风味、香味、甜度和柔嫩度决

定籽粒的品质，尤其是甜度和柔嫩度更受消费者的

关注［３－７］。有研究结果表明甜玉米的籽粒柔嫩度与

果皮厚度呈显著负相关［７］。周淑海和李小琴［５］认为

果皮厚度和细胞壁成分决定柔嫩度。张士龙研

究［７］，在影响果皮柔嫩度的各因子权重排序中，纤

维素含量排在第１位，且不因甜玉米类型和季节变

化而改变，木质素含量的权重则随甜玉米类型和季

节的变化其地位有所变化；而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

的高低决定着皮渣率的高低。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鲜食玉米消

费和加工量较大，而且福建省有优越的光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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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发展春玉米，而且可以发展秋玉米［８］，甚

至部分地区可发展冬玉米，因此，充分利用市场和

光热等资源优势，发展秋玉米，可很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并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但是，福建秋播的时

期以及不同时期对不同生育期类型的超甜玉米产量

及品质的影响还不清楚。为此，本研究利用早、

中、晚熟类型品种，设计５个不同的播种时期，探

讨秋季不同播种期对超甜玉米产量及品质性状的影

响，以期为超甜玉米在福建省秋季的生产提供理论

和技术指导；同时，通过对超甜玉米品质相关性状

的分析，为品质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选用早熟类型品种厦甜１号 （７６．２ｄ）、中熟

类型品种粤甜１６ （７９．２ｄ，东南区试对照品种），

以及晚熟类型品种闽甜４号 （８５．０ｄ）和先甜９０

（８３．４ｄ）共计４个品种用于试验 （生育期数据来

源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福建省甜玉米新品种区域试

验总结）［９］。

１２　试验方法

产量试验：于２０１４年秋季在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作物研究所青口现代农业科教试验基地进行，试

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分５个播种期处理Ｂ１ （７

月１７日）、Ｂ２ （７月２３日）、Ｂ３ （７月３０日）、Ｂ４

（８月６日）、Ｂ５ （８月１３日），直播，重复２次，

双行区，行长６．６７ｍ，行距０．６ｍ，每行２１穴，

单株种植，密度５２５００株·ｈｍ－２，收中间１０穗计

鲜产量 （计产时保留２片苞叶）。田间管理同一般

大田生产。

品质试验：选择３个播种期处理，Ｂ１ （７月

１７日）、Ｂ３ （７月３０日）和Ｂ５ （８月１３日）用于

品质检测。３个处理的试验小区一行套袋授粉１６

株，为保证品种内取样果穗灌浆一致性，选长势一

致植株，吐丝前套袋，吐丝后２ｄ人工自交授粉，挂

牌标记。分８个采收期（１８、２０、２２、２４、２６、２８、３０、３２

ｄ），清晨８：００摘取挂牌果穗，用于品质性状测

定：水分、皮渣率、含糖量及果皮厚度。

皮渣率的测定［７］：按照农业部试行方法测定。

具体步骤为：称取适期采收的６０～１００ｇ鲜玉米籽

粒２份等重混匀，一份放入７０℃鼓风烘箱中烘干

直至恒重 （Ｍ１），另一份放入豆浆机高速打磨４～

５次，直至渣与浆分离，将磨碎的玉米浆、渣全部

转移到预先称好重量 （Ｍ２）的６０目分样筛中，用

细水流不断冲洗分样筛中的玉米皮渣，直至冲洗出

的水变清为止。将冲洗好的分样筛连同玉米皮渣放

入７０℃鼓风烘箱中烘干至恒重，取出放入干燥器

中冷却后称取重量 （Ｍ３）。皮渣率／％＝ （Ｍ３－

Ｍ２）×１００／Ｍ１。

果皮厚度测定［３］：对每份材料每次随机取２果

穗，每穗取中部１０粒在ＦＡＡ固定液固定２４ｈ，

然后分别随机取７粒籽粒切取籽粒胚面和胚背面的

果皮，置于甘油与水的比例为３∶１的混合液中浸

泡软化２０ｈ，然后置２７℃晾干２４ｈ，以保证果皮

含水量一致。分别用测微计对每块果皮测量２次，

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计算平均值。重复２次。

水分含量的测定：称取５０～６０ｇ鲜样品与烘

干箱于７０℃烘干至恒重，计算含水量；

含糖量测定：用糖度计测定。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ＤＰＳ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播种期对秋植超甜玉米品种产量性状的

影响

通过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品种间、不同播种期

之间都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表１）。通过不同播种

期各品种产量的多重比较 （表２），播种期处理Ｂ５

的平均产量最高、Ｂ４次之、Ｂ３位居第３，Ｂ１第４，

Ｂ２产量最低；Ｂ５极显著高于Ｂ１和Ｂ２，Ｂ４显著高

于Ｂ１和Ｂ２；Ｂ５、Ｂ４和Ｂ３之间差异不显著，Ｂ１

和Ｂ２两个播期间差异也不显著。结果表明，秋季

甜玉米适当迟播，有利于产量的提高。

通过不同品种在不同播种期的产量情况的多重

比较 （表３），中熟品种粤甜１６的平均产量最高，

其次是晚熟品种闽甜４号和先甜９０，早熟品种厦

甜１号最低，并且，粤甜１６、闽甜４号和先甜９０显

著高于厦甜１号。就不同熟期品种对不同播种期的

表现而言，各个品种变化规律不一样，早熟品种随着

播种期的推迟，产量不断提高，厦甜１号在播期处理

Ｂ５时最高，并且显著高于处理Ｂ２和Ｂ１；中熟和晚

熟品种的最高产量随着播种期推迟，产量并不会一

直增加，后期播种反而略微降低，中熟品种粤甜１６、

晚熟品种闽甜４号和先甜９０最高产量的播种期处

理都是Ｂ４，而不是播种期更晚的处理Ｂ５。

２２　不同播种期对秋植超甜玉米品质性状的影响

通过对各个品质性状的方差分析可知 （表４），

品种间各品质性状均有极显著的差异；不同的播种

期间水分和皮渣率达到极显著差异，含糖量和果皮

厚度均无显著差异，表明播种期对含糖量和果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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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较小；不同的采收期间，各品质性状均有

极显著的差异；品种与播种期以及品种与采收期的

互作，使品质性状中的水分、皮渣率和含糖量有极

显著的差异，而果皮厚度为显著差异；播种期与采

收期的互作，水分与皮渣率达到极显著差异，而含

糖量和果皮厚度无显著差异。

表１　产量方差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犪狉犻犪狀犮犲狅狀狔犻犲犾犱狊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犉值 犘值 显著性

区组间 ０．０７９６ １ ０．０７９６ １．１０２０ ０．３０７０

Ａ：品种间 ０．８７８８ ３ ０．２９２９ ８．８４８０ ０．００２３ 

Ｂ：播期间 １．６５５６ ４ ０．４１３９ １２．５０１７ ０．０００３ 

Ａ×Ｂ ０．３９７３ １２ ０．０３３１ ０．４５８５ ０．９１５４

误 差 １．３７２１ １９ ０．０７２２

总变异 ４．３８３４ ３９

注：表示差异极显著。表４同。

表２　不同播种期各品种产量多重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狀狔犻犲犾犱狊狅犳犮狅狉狀狊狊狅狑犲犱犪狋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狊

播期／

（月－日）
品种

Ｘ．ｊ．．±Ｓ．Ｅ．

及显著性

各类型品种均值ｘ

±Ｓ．Ｅ．及显著性

Ｂ１０７－１７ 厦甜１号 ２．０５±０．０５ｂＡ ２．４１±０．３７ｂＢＣ

粤甜１６ ２．７９±０．５３ａＡ

先甜９０ ２．３１±０．１１ａｂＡ

闽甜４号 ２．４６±０．２７ａｂＡ

Ｂ２０７－２３ 厦甜１号 ２．１０±０．１８ａＡ ２．２５±０．１６ｂＣ

粤甜１６ ２．２５±０．１３ａＡ

先甜９０ ２．３８±０．１３ａＡ

闽甜４号 ２．２６±０．１９ａＡ

Ｂ３０７－３０ 厦甜１号 ２．２５±０．３１ａＡ ２．５２±０．３０ａｂＡＢＣ

粤甜１６ ２．７７±０．３３ａＡ

先甜９０ ２．５０±０．４０ａＡ

闽甜４号 ２．５４±０．０９ａＡ

Ｂ４０８－０６ 厦甜１号 ２．３９±０．０４ａＡ ２．７４±０．３２ａＡＢ

粤甜１６ ２．９０±０．４０ａＡ

先甜９０ ２．８４±０．４１ａＡ

闽甜４号 ２．８２±０．２２ａＡ

Ｂ５０８－１３ 厦甜１号 ２．７０±０．０５ａＡ ２．７９±０．１９ａＡ

粤甜１６ ２．８２±０．１３ａＡ

先甜９０ ２．８４±０．４１ａＡ

闽甜４号 ２．８１±０．２２ａＡ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极显著（犘＜０．０１）或显

著（犘＜０．０５）水平。表３、５～７同。

表３　不同品种在不同播种期的产量多重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狀狔犻犲犾犱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狅犳犮狅狉狀狊狊狅狑犲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狊

品种
播期／

（月－日）
Ｘ．ｊ．．±Ｓ．Ｅ．

及显著性

各类型品种均值

ｘ±Ｓ．Ｅ．及显著性

Ａ１厦甜１号 Ｂ５０８－１３ ２．７０±０．０５ａＡ ２．３０±０．２７ｂＢ

Ｂ４０８－０６ ２．３９±０．０４ａｂＡ

Ｂ３０７－３０ ２．２５±０．３１ａｂＡ

Ｂ２０７－２３ ２．１０±０．１８ｂＡ

Ｂ１０７－１７ ２．０５±０．０５ｂＡ

Ａ２粤甜１６ Ｂ４０８－０６ ２．９０±０．４０ａＡ ２．７０±０．３５ａＡ

Ｂ５０８－１３ ２．８２±０．１３ａＡ

Ｂ１０７－１７ ２．７９±０．５３ａｂＡ

Ｂ３０７－３０ ２．７７±０．３３ａｂＡ

Ｂ２０７－２３ ２．２５±０．１３ｂＡ

Ａ３先甜９０ Ｂ４０８－０６ ２．８４±０．４１ａＡ ２．５８±０．３４ａＡＢ

Ｂ５０８－１３ ２．８４±０．４１ａＡ

Ｂ３０７－３０ ２．５０±０．４０ａＡ

Ｂ２０７－２３ ２．３８±０．１３ａＡ

Ｂ１０７－１７ ２．３１±０．１１ａＡ

Ａ４闽甜４号 Ｂ４０８－０６ ２．８２±０．２２ａＡ ２．５８±０．２７ａＡＢ

Ｂ５０８－１３ ２．８１±０．２２ａＡ

Ｂ３０７－３０ ２．５４±０．０９ａＡ

Ｂ１０７－１７ ２．４６±０．２７ａＡ

Ｂ２０７－２３ ２．２６±０．１９ａＡ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可以更清楚的解析不同品

种间、不同播种期间和不同采收期间各品质性状的

差异情况 （表５～７）。结果表明，品种间各品质性

状差异较大，粤甜１６水分含量极显著高于其他３

个品种，闽甜４号和厦甜１号皮渣率极显著低于粤

甜１６号和先甜９０，厦甜１号的含糖量极显著高于

粤甜１６号和先甜９０，厦甜１号和先甜９０的果皮

厚度极显著的低于闽甜４号和粤甜１６号，综合４

个品种的品质性状，厦甜１号皮渣率低、含糖量

高、果皮薄，水分含量适中，属于优质品种类型。

不同播种期对水分含量影响大，推迟播种有利于提

高含水量，进而延长采收期，这主要是水分含量受

环境影响 （主要是温度）大，后期温度低，水分自

然散失慢，从而采收期延长。通过授粉后不同采收

期对品质的影响的分析 （表７）进一步证实了这

点，授粉后２２～３０ｄ含水量均在较为适合的采收

期 （最适合的采收期含水量为６８％～７５％），４个

品种的平均采收期可达８ｄ，远长于春播的２～４ｄ；

尽管如此，通过表７可知，授粉后２４～２６ｄ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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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最佳，水分含量适中，皮渣率较低，含糖量较

高，果皮厚度适中。不同播种期对含糖量和果皮厚

度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对皮渣率有一定的影响，主

要是皮渣率、含糖量及果皮厚度为品种内在遗传控

制，而受环境影响较小。对不同采收期的多重比较

表明，不同的采收期内 （１８～３０ｄ），总体的规律

是：水分和含糖量逐渐降低，这是由于生理性逐渐

成熟，脱水和糖分逐渐转化的结果；皮渣率逐渐升

高，表明品质逐渐变差，主要是由于果皮细胞水分

降低并逐渐纤维化的结果；而果皮厚度的变化却是

由高逐渐降低的过程，这估计与果皮细胞水分含量

逐渐减少有关。

表４　各个品质性状方差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犞犪狉犻犪狀犮犲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犮狅狉狀狊犺犪狉狏犲狊狋犲犱

变异来源 自由度 水分 皮渣率 含糖量 果皮厚度

品种 ３ ４９．７３６４３．９２４３５．６２５ ２１．８８０

播种期 ２ １７２．４６４１５．００４ １．３７７ ０．０１４

采收期 ６ １２３．２０１６６．７６６ ７．６１２ ８．５７４

品种×播种期 ６ １４．６５２ ６．７１６ ２．０８７ ０．９１２

品种×采收期 １８ ４．４００ ３．３２２ ２．０８６ １．５３５

播种期×采收期 １２ ２．６０８ ２．２１５ ０．６３７ ０．６５５

误差 ３６

总和 ８３

表５　不同品种间品质性状多重比较

犜犪犫犾犲５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犮狅狉狀狊犪犿狅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品种 水分／％ 皮渣率／％ 含糖量／％ 果皮厚度／ｍｍ

闽甜４号 ７３．７３±３．０６ｃＣ ４．１５±１．２０ｃＣ １４．８８±１．６３ｂＡＢ ０．１８７±０．０２０ａＡ

厦甜１号 ７５．０２±１．７３ｂＢ ４．０４±１．４５ｃＣ １５．７９±１．８４ａＡ ０．１５７±０．１６７ｂＢ

粤甜１６号 ７６．５３±４．０９ａＡ ４．７３±１．５６ｂＢ １２．４５±１．０８ｄＣ ０．１９６±０．０３３ａＡ

先甜９０ ７４．９８±２．６８ｂＢ ５．５１±０．６９ａＡ １４．１７±１．０６ｃＢ ０．１６２±０．０２１ｂＢ

表６　不同播种期间品质性状多重比较

犜犪犫犾犲６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犮狅狉狀狊狊狅狑犲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狊

播种期

／（月－日）
水分／％ 皮渣率／％ 含糖量／％ 果皮厚度／ｍｍ

Ｂ１（７月１７） ７３．３６±２．３８ｃＣ ４．６５±１．６０ｂＡ １４．０５±１．７５ａＡ ０．１７６±０．０２１ａＡ

Ｂ３（７月３０） ７４．８２±２．３７ｂＢ ４．２５±１．１８ｃＢ １４．５２±１．７９ａＡ ０．１７５±０．０２４ａＡ

Ｂ５（８月１３） ７７．０２±３．４１ａＡ ４．９３±１．２９ａＡ １４．３９±２．１１ａＡ ０．１７５±０．０３８ａＡ

表７　不同采收期间品质性状多重比较

犜犪犫犾犲７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狋狉犪犻狋狊狅犳犮狅狉狀狊犺犪狉狏犲狊狋犲犱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狊

采收期

／ｄ
水分／％ 皮渣率／％ 含糖量／％ 果皮厚度／ｍｍ

１８ ７９．０５±２．８６ａＡ ２．８２±１．３２ｅＥ １５．２１±１．７８ａＡ ０．１９９±０．０３５ａＡ

２０ ７７．０８±３．１２ｂＢ ３．８４±１．０３ｄＤ １４．７９±２．０２ａｂＡ ０．１９５±０．０３０ａＡＢ

２２ ７５．７９±２．３８ｃＣ ４．１４±１．１１ｄＤ １５．００±１．７５ａｂＡ ０．１７７±０．０２７ｂＢＣ

２４ ７４．３９±１．９８ｄＤＤＥ ４．７３±０．８２ｃＣ １４．７１±２．２３ａｂＡＢ ０．１６６±０．０１２ｂｃＣ

２６ ７３．７４ｅ±１．８１ＤＥ ５．１０±０．８３ｃＢＣ １４．２１±１．６３ｂｃＡＢ ０．１６５±０．０２１ｂｃＣ

２８ ７２．９９±１．６８ｆＥＦ ５．５２±０．８１ｂＢ １３．４６±１．６６ｃｄＢＣ ０．１６５±０．０１９ｂｃＣ

３０ ７２．４２±１．７１ｆＦ ６．０９±０．６１ａＡ １２．８８±１．０３ｄＣ ０．１６０±０．０２６ｃＣ

３　讨论与结论

通过不同播种期各个品种产量的比较，发现适

当晚播，可以显著或极显著增加品种的产量，特别

是早熟品种增产极显著，对中熟和晚熟品种，当延

迟播种到一定时期时，产量不再增加，反而有所降

低。就其原因，主要是福建秋季前期温度高，早熟

品种很快就满足了其积温要求，因此很快转入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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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导致营养生长不够，因此产量偏低；而对

中、晚熟品种则因需要较高的积温，尽管营养生长

也会减少，但仍然能保证一定产量的营养体，因而

相对早熟品种具有一定的产量优势，但当继续延迟

播种后，后期高温天气减少后，早熟品种可获得更

多的营养生长的时间，而获得高产，中、晚熟品种

却因为后期温度的下降而影响结实灌浆，导致产量

不再增加，或略有减产。

对品质相关性状的分析表明，早熟品种厦甜１

号的４个品质指标均表现优异，因此是一个品质优

良的品种，由于它的熟期较早，适当晚播有利于获

得高产和优质的产品。通过播种期对品质的影响分

析，晚播可以保持品种较高的含水量，从而可以延

长收获期，并增加适口性，提高品种品质，与刘艳

玲等［１］研究一致。就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籽粒乳熟

期，由于温度较低，籽粒的脱水速度变慢，因此，

秋季生产超甜玉米可以延长采收期，进而可以避免

产品的集中上市，调节市场的供给关系，增加农民

的生产收益。

不同播种期对含糖量和果皮厚度的影响无显著

差异，对皮渣率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皮渣率、含

糖量及果皮厚度为品种内在遗传控制，受环境影响

较小。不同的采收期内 （１８～３０ｄ），总体的规律

是：水分和含糖量逐渐降低，与张士龙等［７］研究一

致，这是由于生理性逐渐成熟，脱水和糖分逐渐转

化的结果；皮渣率逐渐升高，柔嫩度变差，与周淑

海［５］、张士龙等［７］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主要是由于

果皮细胞水分降低并逐渐纤维化的结果；而果皮厚

度的变化却是由高逐渐降低的过程，这估计与果皮

细胞水分含量逐渐减少有关。

研究表明，福建秋季生产在授粉后平均２４～

２６ｄ的品质最佳，此时，水分含量适中，皮渣率

较低，含糖量较高，果皮厚度适中。相比春播最适

采收期延迟了６ｄ左右，这为超甜玉米的灌浆提供

了充足时间，避免了春播时，玉米生长后期的高温

逼熟，而降低品质。因此，福建秋季后期适宜的光

温生产条件，为超甜玉米产品品质提升提供了良好

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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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５－７８９．

［５］ＺＨＯＵＳＭ，ＬＩＸＱ．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ｅｒｉｃａｒｐ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ｎｓｗｅｅｔ

ｃｏｒｎ ［Ｊ］．Ｃｒｏｐｓ，２００３，（５）：４４－４６．

［６］董艺兰，黄初女，赵共鹏，等．玉米果皮研究概述 ［Ｊ］．玉米

科学，２０１１，（１）：１４６－１４７．

［７］张士龙．甜玉米籽粒果皮柔嫩度的形成机理研究 ［Ｄ］．广州：

华南农业大学，２００９．

［８］廖长见，王志纯，滕振勇，等．福建秋植玉米品种筛选及产量

相关性状的相关分析 ［Ｊ］．福建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２９ （５）：

４５－４６．

［９］刘萍，陆卫平，王凤格，等．超甜玉米品质差异及适宜采收指

标的研究 ［Ｊ］．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８

（１）：７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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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１第１２期 廖长见等：不同播期对秋植超甜玉米产量及品质性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