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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生理特性、产量及品质的影响，设置盐碱土、黑土、草甸黑钙土３种不同

类型，以比较不同土壤条件下黄瓜各项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相对于盐碱土，黑土和草甸黑钙土栽培下的黄

瓜叶片中的硝态氮、叶绿素、蔗糖含量均有效提高，硝酸还原酶、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也得到一定改善，黄瓜产量和品质也得到有效提高。黑土和草甸黑钙土是黄瓜生产上应用的相对适

宜的土壤类型，将为黄瓜高产栽培提供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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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是绝大多数园艺作物的生存因子，植物的

根系主要生存在土壤中，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取水

分和无机营养并固定在土壤中［１］。黑龙江省地区间

温度、水分条件差异大，土壤类型多。在众多的土

壤类型中，黑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土壤类型，也是

垦种指数较高、耕地比重大的一种土壤类型。黑龙

江省三大平原区黑土面积为４８７４７ｋｍ２，占全省土

壤总面积的１０．８８％
［２］。在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

上，分布着大面积的草甸黑钙土，尤其是在草甸草

原植被下形成的土壤，土壤肥力较好［３］。松嫩平原

也是我国盐碱化土壤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大庆市

位于松嫩平原中部，是我国北方土壤质量问题尤其

是盐碱化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４］。不同土壤类型对

大豆［５］、水稻［６］、烤烟［７］生长的影响均有报道，而

土壤类型对黄瓜生理活性和产量的影响报道较少。

本研究拟以东农８０８为试材，设置不同土壤类型，

通过分析黄瓜在结果期叶片生理活性物质、产量和

品质的变化规律，研究土壤类型对黄瓜的影响效

应，以期为高丙醇二酸黄瓜高产优质栽培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黄瓜品种为东农８０８。供试土壤类型分别

福建农业学报３１（６）：５８６～５９０，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ｎｙｘｂ．ｃｎ

犉狌犼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０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３８４．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６



为盐碱土、黑土、草甸黑钙土，分别于２０１５年取

自黑龙江省肇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东北农业大

学阿城实验实习基地和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宏伟

乡，０～２０ｃｍ耕层土壤基本性质见表１。

１２　试验设计与试验实施

试验地为黑龙江省大庆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农学院实验基地。

试验采用盆栽随机区组设计，设置３个处理即

盐碱土 （Ｔ１）、黑土 （Ｔ２）、草甸黑钙土 （Ｔ３）。每

个处理设置１８桶，３次重复。小区内部桶之间间

隔设为３０ｃｍ，各个重复之间间隔距离为７０ｃｍ。

盆栽的塑料桶产自河北乾元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塑

料桶上口径３０ｃｍ，下口径２７ｃｍ，高度３０ｃｍ，

容积为２０Ｌ。将比例为１∶２ （Ｖ／Ｖ）的沙土混合

物１５ｋｇ装入塑料桶中 （距离上口边缘７ｃｍ），同

时每桶均匀混入１．５ｇ磷酸二胺、４．５ｇ硫酸钾、

７．５ｇ尿素，将土肥混拌均匀并压实。按照每６６７

ｍ２ 地２０ｃｍ耕层的土壤重量１５００００ｋｇ计，相当

于每６６７ｍ２ 土地的施肥量为１５ｋｇ磷酸二胺、４５

ｋｇ硫酸钾、７５ｋｇ尿素。于４月１５日塑料大棚内

播种，每个盆播１２粒催芽后的黄瓜种子，出苗后

５ｄ内浇水，每３ｄ浇灌１次，以保持湿润为宜。

二叶一心期，每桶留２株幼苗。正常田间管理，及

时吊蔓，单蔓整枝，防治病虫害。

表１　供试土壤基本性质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狋犲狊狋犲犱狊狅犻犾狊

土壤类型
有机质／

（ｇ·ｋｇ－１）

碱解氮／

（ｍｇ·ｋｇ－１）

速效磷／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

（ｍｇ·ｋｇ－１）
ｐＨ

盐分总量

／％

Ｔ１ １３．３ ４２．２ １３．８ １７６．１ ８．３５ ０．１５

Ｔ２ ３０．１ ９３．２ ３１．８ １４３．７ ６．８６ ０．０９

Ｔ３ ３１．２ １０３．７ ２１．４ １８９．６ ７．８８ ０．１２

１３　取样时期与方法

正常开花坐瓜后５ｄ开始取样，每５ｄ取样１

次，共取样５次，每次每个处理随机选６株植株，

利用叶片混合样品测定黄瓜结果期各项生理指标。

果实收获后，每个处理随机选取５个果实，利

用果实混合样品测定品质指标；每个处理随机选取

１０个果实，进行果实横径、纵径、单瓜重和产量

的测定。

叶片生理指标的测定：叶绿素含量，采用丙酮

乙醇法测定［８］；硝态氮含量，采用酚二磺酸法［９］；

硝酸还原酶活性，采用活体分光光度法［１０］；蔗糖

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１１］；过氧化 氢酶

（ＣＡＴ）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测定
［１２］；超氧

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测定采用氮蓝四唑法
［１３］。

果实品质指标的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采

用手持折光仪测定；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

法测定［１１］；Ｖｃ含量，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１４］；可溶性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

染色法测定［１５］；硝酸盐含量，采用酚二磺酸法［９］；

丙醇二酸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１６］。

黄瓜果实横径、纵径的测定：每个处理各测定

５个瓜，利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黄瓜平均单果重

和产量的测定：每个处理各测定５个瓜，利用精度

为０．０１ｇ的电子天平称重，按照每个小区１８桶计

算小区产量，并按照每６６７ｍ２地栽培３０００株黄瓜

计算其理论产量。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图表制作，用ＤＰＳ７．０５

软件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进行数据显著性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生理指标的

影响

２１１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硝态氮含

量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硝态氮

含量的影响如图１所示，在开花之后５～２５ｄ，各

处理黄瓜叶片硝态氮含量均呈现先逐渐升高再缓慢

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开花后２０ｄ，各处理黄瓜叶片

硝态氮含量均达到最高值。开花后５～１５ｄ，Ｔ２处

理下的黄瓜叶片硝态氮含量显著高于Ｔ３，Ｔ３显著

高于Ｔ１。开花后２０～２５ｄ，Ｔ２与Ｔ３黄瓜叶片硝

态氮含量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Ｔ１。

２１２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绿素含量的影

响如图２所示，在开花之后５～２５ｄ，各处理黄瓜

叶绿素含量均呈现先逐渐升高再缓慢下降的变化趋

势。在开花后２０ｄ，各处理黄瓜叶绿素含量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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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土壤类型对黄瓜硝态氮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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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土壤类型对黄瓜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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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开花后５～１５ｄ，Ｔ２黄瓜叶绿素含量显著

高于Ｔ３，Ｔ３显著高于Ｔ１。开花后２０～２５ｄ，Ｔ２

与Ｔ３黄瓜叶绿素含量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

于Ｔ１。

２１３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硝酸还原

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硝

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开花后５～２５ｄ，

各处理黄瓜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均呈现先逐渐升高

再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最高值均出现在开花后

２０ｄ。开花后５～１５ｄ，Ｔ２黄瓜叶片硝酸还原酶活

性显著高于Ｔ３，Ｔ３显著高于Ｔ１。开花后２０～２５

ｄ，Ｔ２与Ｔ３黄瓜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之间差异不

显著但均显著高于Ｔ１。

２１４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蔗糖含量

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蔗糖含量

的影响如图４所示，开花后５～２５ｄ，各处理叶片

图３　土壤类型对黄瓜叶片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犻犾狋狔狆犲狅狀狀犻狋狉犪狋犲狉犲犱狌犮狋犪狊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

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犾犲犪狏犲狊

图４　土壤类型对黄瓜叶片蔗糖含量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犻犾狋狔狆犲狅狀狊狌犮狉狅狊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犮狌犮狌犿犫犲狉

犾犲犪狏犲狊

蔗糖含量均呈现先逐渐升高再缓慢下降的变化趋

势，最高值均出现在开花后２０ｄ。开花后５ｄ，Ｔ２

黄瓜叶片蔗糖含量显著高于 Ｔ３和 Ｔ１，Ｔ３与 Ｔ１

之间差异不显著。开花后１０～２０ｄ，Ｔ２黄瓜叶片

蔗糖含量显著高于Ｔ３和Ｔ１，Ｔ３显著高于Ｔ１。开

花后２５ｄ，Ｔ２与Ｔ３黄瓜叶片蔗糖含量之间差异

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Ｔ１。

２１５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过氧化氢

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过

氧化氢酶 （ＣＡＴ）活性的影响如图５所示，各处

理叶片ＣＡＴ活性均呈现先逐渐升高后快速下降的

变化趋势，最高值均出现在开花后２０ｄ。开花后

５～１０ｄ，Ｔ２黄瓜叶片ＣＡＴ活性显著高于 Ｔ３和

Ｔ１，Ｔ３显著高于Ｔ１。开花后１５～２５ｄ，Ｔ２与Ｔ３

黄瓜叶片ＣＡＴ活性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

于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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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土壤类型对黄瓜叶片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犻犾狋狔狆犲狅狀犮犪狋犪犾犪狊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

犾犲犪狏犲狊

２１６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片超氧化物

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结果期叶

片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的影响如图６所

示，开花后５～２５ｄ，各处理叶片ＳＯＤ活性均呈现

先逐渐升高后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最高值均出现

在开花后２０ｄ。开花后５～１０ｄ，Ｔ２黄瓜叶片

ＳＯＤ活性显著高于 Ｔ３和 Ｔ１，Ｔ３显著高于 Ｔ１。

开花后１５～２５ｄ，Ｔ２与Ｔ３黄瓜叶片ＳＯＤ活性之

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Ｔ１。

２２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品质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品质的影响如表２所示，

黄瓜果实中可溶性糖、Ｖ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

为Ｔ２最高，但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黄瓜果实中

可溶性蛋白质、丙醇二酸含量均为黑土最高，Ｔ２

与Ｔ３之间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显著高于 Ｔ１。黄

瓜果实中硝酸盐含量Ｔ１最高，其显著高于Ｔ２和

Ｔ３，Ｔ２和Ｔ３之间差异不显著。

图６　土壤类型对黄瓜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６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犻犾狋狔狆犲狅狀狊狌狆犲狉狅狓犻犱犲犱犻狊犿狌狋犪狊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犾犲犪狏犲狊

２３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

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影

响如表３所示，黄瓜果实横径、果实纵径、单瓜

重、小区产量、６６７ｍ２产量均以 Ｔ２最高，Ｔ２与

Ｔ３之间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显著高于 Ｔ１。Ｔ２、

Ｔ３黄瓜横径分别比 Ｔ１高出９．７６％和６．９７％；

Ｔ２、Ｔ３ 黄 瓜 纵 径 分 别 比 Ｔ１ 高 出 ６．０９％ 和

５．１１％；Ｔ２、Ｔ３ 黄瓜单瓜 重 分 别 比 Ｔ１ 高 出

１５．８３％和１１．８２％；Ｔ２、Ｔ３小区产量和亩产量分

别比Ｔ１高出６．５５％和５．７０％。

表２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品质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犻犾狋狔狆犲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狊

处理
可溶性糖含量

／（ｍｇ·ｇ－１）
ＶＣ含量

／（ｍｇ·ｋｇ－１）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ｍｇ·ｋｇ－１）

硝酸盐含量

／（ｍｇ·ｋｇ－１）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丙醇二酸含量

／％

Ｔ１ ３１．７４±０．７６ａＡ １４５．３２±２．８３ａＡ ２１２．９１±１２．２７ｂＢ １６３．６５±２．６７ａＡ ４．８７±０．７６ａＡ ０．５４±０．０６ｂＢ

Ｔ２ ３２．６７±１．３２ａＡ １５１．１１±１．６７ａＡ ２４１．６５±１８．９８ａＡ １２７．４８±７．３２ｂＢ ４．９１±０．６６ａＡ ０．６４±０．０９ａＡ

Ｔ３ ３１．２１±０．９７ａＡ １４７．７８±２．７８ａＡ ２３６．７７±１４．２１ａＡ １３４．４５±８．４６ｂＢ ４．８１±０．２１ａＡ ０．６１±０．０６ａＡ

注：表中数值代表平均值±标准差，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０．０１和０．０５水平显著，下表同。

表３　不同土壤类型对黄瓜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狅犻犾狋狔狆犲狅狀狔犻犲犾犱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狊

处理
果实横径

／ｃｍ

果实纵径

／ｃｍ

单瓜重

／ｇ

小区产量

／ｋｇ

每６６７ｍ２产量

／ｋｇ

Ｔ１ ２．８７±０．８７ｂＢ １６．２５±０．５４ｂＢ １０２．５３±２．４４ｂＢ ５８．７７±４．６７ｂＢ ４８９７．７８±４５．９８ｂＢ

Ｔ２ ３．１５±０．６４ａＡ １７．２４±１．５４ａＡ １１８．７６±３．８７ａＡ ６２．６２±１１．５４ａＡ ５２１８．５５±８７．６５ａＡ

Ｔ３ ３．０７±０．７７ａＡ １７．０８±１．１２ａＡ １１４．６５±２．１１ａＡ ６２．１２±３．９８ａＡ ５１７６．７６±５６．８７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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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黄瓜犆狌犮狌犿犻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属于葫芦科甜瓜属１

年生攀援草本植物［１７］。黄瓜根系浅，对深层土壤

养分和水分吸收能力差，所以黄瓜对土壤质地极其

敏感［１８］，生产上选择不同类型土壤对其产量和品

质影响较大。

作物生产中土壤类型不同，对栽培作物所产生

的生理效应也不同。崔玉军等［１９］通过对不同土壤

类型中元素含量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松嫩平

原南部的黑土类土壤中主要营养元素含量较丰富，

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盐渍土资源是重要的中低产

土壤资源之一，盐渍化土壤含有大量盐分，可引起

一系列土壤物理性质的恶化，对作物毒害很

重［２０－２２］。草甸黑钙土在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总

面积近２００万ｈｍ２，其成土母质为碳酸盐粘质湖积

物，垦前植被多为茅草，覆盖度６０％以上，现在

基本为耕地［２３］。这与本研究的黑土和草甸黑钙土

栽培条件下，黄瓜结瓜期叶片生理活性物质含量及

各种保护性酶活性均得到有效提高、产量和品质也

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的研究结果存在一致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黄瓜开花后５～２５ｄ，盐

碱土、黑土、草甸黑钙土条件下黄瓜叶片硝态氮、

叶绿素蔗糖含量均呈现 “∧”型变化趋势，同时硝

酸还原酶、ＣＡＴ、ＳＯＤ活性也呈现同样的变化趋

势。而开花后２０ｄ，叶绿素、硝态氮、蔗糖含量最

高，硝酸还原酶、ＣＡＴ、ＳＯＤ活性最强，进而提

高黄瓜光合能力和生理代谢水平，提高黄瓜果实横

径和纵径，提高单果重和小区产量。其中黑土处

理，对黄瓜生理代谢和产量形成促进作用最强，是

较适宜的土壤类型；草甸黑钙土栽培条件下，黄瓜

产量和品质性状与黑土条件下差异不显著，也是相

对比较适宜的土壤类型；而盐碱土栽培则会产生一

定的抑制效应。通过研究盐碱土、黑土、草甸黑钙

土对黄瓜结果期生理特性、产量和品质指标影响，

确定了黄瓜生产上应用的最佳土壤类型，将为黄瓜

高产栽培提供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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