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
水
农
业
科
技

L
ishuiA

griculturalS
cienece

andT
echnology

(

季

刊
）

主 办

浙 江 省 丽 水 农 业 局

浙江省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农 学 会

《丽水农业科技》编辑委员会

主 任：任淑女

副主任：金爱武 廖永平 姜 波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春 叶玉琪 吴为民

曾高平 洪宝如 施碧清

徐向春 谢秋鸣 潘金发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目 录

畲药山当归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 吕群丹，徐金标(1)

不同负载量对“春美”桃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范芳娟，柳旭波，周慧娟(8)

栽培模式对吊瓜生长发育的影响

…………………………………… 吉庆勇，华金渭（12）

不同施肥方式茶园试验效果

……………………………………………… 郑生宏（14）

果粮混酿法制柑桔果醋糖化工艺研究

……………………………………………… 曹鹏飞（17）

小麦材料抗赤霉病性鉴定

……………………………………………… 陈正道（26）

调查与思考

试 验 研 究



“红豆生南国”的“红豆”到底是什么植物？

……………………………………… 方 洁，程科军（37）

技 术 交 流

科 普 专 题

南方山羊舍饲养殖发展前景和技术特点

………………………………………………… 周天星（29）

茭白单季茭-双季茭（夏茭）轮作栽培与技术

……………………………… 丁潮洪，王来亮，王 斌（31）

桃简化整形新模式——两主枝开心形

……………………………… 柳旭波，范芳娟，周慧娟（34）

2016年第3期

（总第164期)

主 编：金爱武

副 主 编：程文亮 程苏亮

责任编辑：周 婧 吴华芬

编辑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潮洪 陈国宝 刘南祥

华金渭 吴全聪 何卫中

何伟民 陈金华 林军明

高 跃 程科军 潘建义

编辑出版：《丽水农业科技》编辑部

地 址：浙江省丽水市丽阳街827号

邮 编：323000

电 话: (0578)2028091 2028092

E - mail：lsnkykjc@163.com

或农民信箱至责任编辑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印刷单位：丽水文汇印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0578）2562666

准 印 证：浙内准字第浙内准字第KK008008号号

封面：浙江省第二十七次市级农业科学研究院科技

交流座谈会（丽水）

封二：省、市各级领导和专家考察指导我院工作

封三：省、市各级领导和专家考察指导我院工作

封底：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3期 ·调查与思考·

畲药山当归是伞形科（Umbelliferae）当归属

（Angelica）植物紫花前胡 Angelica decursiva (Miq.)

Franch. et Sav.的根或全草，又名陌生草、大香头或大

猫脚趾。据畲医药典籍记载其主要功效为降气化

痰，散风清热，主要用于感冒、头痛、化痰咳喘等疾病

的治疗[1,2]，其功效与当归相似，在历史上曾被长期用

作当归的替代品使用[3]，故有山当归之名。值得注意

的是，紫花前胡曾被归为前胡属，拉丁文名为Peuce-

danum decursivum，至1972 年的《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仍采用这一观点[4]，因此紫花前胡曾与前胡属的

白花前胡（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一同列

入前胡的正品应用多年[3]。后期研究认为紫花前胡

畲药山当归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吕群丹，徐金标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作者简介：吕群丹（1981-），女，浙江永康人，博士，副研究员，从事药材研究。联系电话：0578-2028390。

摘 要：畲药山当归指伞形科植物紫花前胡Angelica decursiva (Miq.) Franch. et Sav.的根或全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降

气化痰、散风清热的功效，主要用于感冒、头痛、化痰咳喘的治疗。研究表明山当归中含有丰富的香豆素类和挥发油类化合物，

具有抗癌、抗炎、抗氧化、神经保护等药理活性。本文就山当归（紫花前胡）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其进一

步的研究开发及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山当归；紫花前胡；化学成分；药理活性

Review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Angelica decursiva

LV Qun-dan，Xu Jin-biao

(Lishu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Lishui 323000，Zhejiang，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SHE Medicine named Shan dang gui means the perennial herb Angelica decursiva

(Miq.) Franch. which belongs to Umbelliferae family. It has the effects of discending Qi and eliminating phlegm,

dispelling heat and it is often used in the treatment for colds and headaches，coughing and asthma and phlegm-re-

ducing. It demonstrated that A. decursiva has various types of coumarin derivatives and essential oils and many of

these compounds have been reported to possess numerou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tumor, anti-oxi-

dant and anti-inflammatory and neuroprotective activities. The progresses in the research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review and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itation of A. decursiva.

Keywords：Shan dang gui, Angelica decursiva,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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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胡属有较大区别，应归为当归属。故在《中国植

物志》中[5]将紫花前胡归为当归属，目前从形态学、分

子生物学以及新兴的DNA条形码技术分析 [6-8]亦支

持这一观点。可见，虽然紫花前胡和白花前胡名字

相近，但两者差异较大，应加以严格区分。相对于白

花前胡和当归属其它药材而言，紫花前胡的研究相

对较少。本文对畲药山当归（紫花前胡）的化学成分

以及药理活性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畲药山当归进

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山当归化学成分研究

目前的研究表明山当归中的主要的化学成分是

香豆素类化合物和挥发油类化合物，此外还有少量

的甾类化合物等。

1.1 山当归香豆素类化学成分

目前已经鉴定分离的香豆素类化合物有数十

表1 山当归（紫花前胡）中已分离的香豆素类化合物

Table1 Coumarins isolated from Shan dang gui (A. decursiva)

化合物名称化合物名称

紫花前胡苷 (nodakenin)

紫花前胡素(decursin)

紫花前胡次素(decursidin)

Decursinol (前胡醇)

3,4-dihydro- decursinol

AD-I [3'(S)-angeloyloxy-4'(R andS)-isovaleroyloxy-3'4'-dihydroxanthyletin]

AD-II[3'(S)-angeloyloxy- 4'(R)- senecioyloxy-3', 4'-dihydroxanthyletin]

Andelin (4'-angeloyloxy-3'-senocioyloxy-3',4'

-dihydxopyrono-5',6':6,7-香豆素)

异佛手柑内酯(isobergapten)

佛手柑内酯(bergapten)

茴芹内酯(pimpinellin)

异茴芹内酯(isopimpinellin)

二氢欧山芹醇乙酯(columbianetin acetate)

牛防风素(sphondin)

前胡香豆素E(qianhucoumarin E)

花椒毒素(xanthotoxin)

甲氧基欧芹酚(osthole)

补骨脂素(psoralen)

3'(S)-hydroxy-4'(R)-angeloyloxy-3', 4'-

dihydroxanthyletin

3'(S)-acetoxy-4'(R)-hydroxy-3', 4'-

dihydroxanthyletin

部位部位

根

根

全株

全株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全株

全株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4]

[15]

[17]

[18]

[19]

[19]

[15]

[15]

[20]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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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cetoxy-4'(R)-angeloyloxy-3', 4'-

dihydroxanthyletin

Pd-C-IV

Pd-C-II

(+)-3′S-Decursinol

(+)-trans-Decursidinol

二氢欧山芹醇当归酸酯 (columbianadin)

伞形酮(umbelliferone)

umbelliferone 6-carboxylic acid

紫花前胡苷元 (nodakenetin)

edulisin II

Pd-C-III

4-hydroxy Pd–CIII

Pd-C-I

3'-angeloyloxy-4'-hydroxy-3',4'-dihydroxanthyletin

cis-3′-acetyl-4′-angeloylkhellactone

3′(R)-O-acetyl-4′(S)-O-tigloylkhellactone

para-hydroxybenzoic acid

根

根

根

全株

全株

根

根

全株

根

全株

全株

根

全株

全株

根

全株

全株

根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全株

[22]

[22]

[22]

[17]

[18]

[22]

[22]

[17]

[10]

[11]

[12]

[10]

[23]

[11]

[10]

[11]

[12]

[10]

[17]

[18]

[17]

[18]

[17]

[17]

[18]

[18]

[12]

[12]

[12]

种，其中线型呋喃香豆素的紫花前胡苷（Nodakenin，

NDK）含量最高，为山当归的主要化学成分[9]。目前

已鉴定分离的香豆素类化合物名称及其来源部位列

于表1中。

1.2 山当归挥发油类化学成分

挥发油为多种类型成分的混合物，其基本组成

为脂肪族、包括烃、醇、醛、酮和酯等，芳香族和萜类

化合物。山当归中目前已经分离鉴定的挥发油种类

多达上百种。表2列出的为目前已分离鉴定的山当

归的各种挥发油类化学成分。

1.3 山当归其他类化学成分

除上述提及的香豆素类和挥发油类化合物，山

当归根中还分离到甾类化合物β-谷甾醇和其他类

化合物阿魏酸 [21]，Zhao等人分离到了香草酸 [11]等

化合物。

2 山当归（紫花前胡）的现代药理活性

研究
在山当归的现代药理活性研究方面，国外学者

研究的较多，国内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药理活性

研究表明山当归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抗血小板凝

集等药理活性。

2.1 抗癌活性

目前山当归的抗癌活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其

醇提物的细胞毒活性研究。Cho 等[25]研究证实山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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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名称化合物名称

正己醛( Hexanal)

异壬烷( Isononane)

壬烷( Nonane)

α-蒎烯( α-Pinene)

莰烯( camphene)

(-)-β-蒎烯 [(-)-β-Pinene]

β-水芹烯 (β-Phellandrene)

桧烯 (Sabinene)

β-月桂烯 (β-Myrcene)

α-水芹烯 (α-Phellandrene)

3-蒈烯 ( 3-Carene)

对聚伞花素( m-Cymol)
D-柠檬烯 (D-Limonene)

柠檬烯 (Limonene)
β-顺式-罗勒烯 (β-cis-Ocimene)

γ-萜品烯(γ-Terpinene)

正癸醇 (1-Decanol)
2,3,3-三甲基辛烷 (2,3,3-trimethyl- Octane)

萜品油烯(Terpinolene)

正十一烷 (Undecane)

十六烷 (Hexadecane)
4 -松油醇 ( 4 -Terpineol)

4-( 异丙基) -2-环己烯-1-酮
α-松油醇 ( α-Terpineol)

百里香酚甲醚 ( methyl thymyl ether)
乙酸龙脑酯( Bornyl acetate)

十五烷 (Pentadecane)
甘香烯 (Elixene)

环异洒剔烯( Cycloisosativene)
依兰稀( Ylangene)
古巴烯( Copaene)

β-波旁烯(β- Bourbonene)
( - ) - β - 榄香烯 [( - ) -β - Elemene)]

石竹烯 (caryophyllene)

β -荜澄茄油萜 (β -Cubebene)
大牻牛儿烯 ( germacrene D)

α-石竹烯 (α-Caryophyllene)

佛术烯 (eremophilene)
衣兰油烯(α-Muurolene)

β-葎草烯/蛇麻稀(β-Humulene)
α-愈创木烯(α-Guaiene)
花侧柏烯( cuparene)

大根香叶烯D ( Germacrene D)

部位部位

根

根

根
根，花
根

根，花
根

根，花
根

根，花
根

根，花
根

根，花
根，花
根

根，花
根

根

根

根

根，花

根，花

花
根，花
根

花

根
花
根

根

根

花

根，花

根，花

根，花

根，花

根，花

根

花

根

根，花

花

根，花

花
根，花
根

根，花

根，花
根，花
根

根

根，花

花

花

根，花

根，花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24]

[16]

[24]
[24]
[16]
[24]
[16]
[24]
[16]
[24]
[16]
[24]
[16]
[24]
[24]
[16]

[24]
[16]

[24]

[16]

[24]
[24]
[24]
[24]
[24]
[16]
[24]
[24]
[24]
[16]

[24]

[16]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16]
[24]
[24]
[24]
[16]
[24]
[24]
[24]
[24]
[24]
[24]

表2 山当归（紫花前胡）中已分离的挥发油类化合物

Table 2 Essential oils isolated from Shan dang gui (A. decursiv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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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杜松烯(δ-Cadinene)
异喇叭烯( Isoledene)

α-花柏烯(α-Chamigrene)
α-依兰烯(α-Ylangene)

氧化石竹烯( Caryophyllene oxide)

斯巴醇( Spathulenol)
库贝醇( Cubenol)

正戊醇( 1-pentadecanol)
α-杜松醇(α-Cadinol)

2-萘甲醚( Oxacyclotridecan-2-one)
桧脑/杜松脑

六甲基乙烷 (Hexamethylethane)
2,4一二甲基己烷 (2,4一Dimethylhexane)

降茨烷(Norbornane)
庚醛 (Heptanal)

乙醛羊脂酸 (Caprylic aldehyde)
2-蒈烯 ( 2-Carene)

O-甲基异丙基苯(O-IsoProPyltoluene)
甲基-5-(1-甲乙烯基卜环己烯

[Cyelohexene, l-methyl-5-(l-methyletheyl-]
反-β-罗勒烯(trans-β-Oeimene)

壬醛 (Nonanal)
α-龙脑烯醛(α-CamPholenal)

(1S,3R,5S)-(-)-2(10)-蒎烯-3-醇
顺式马鞭草烯醇(cis-Vethenol)
冰片基氯 (Bornyl chloride)

4-萜品醇 (4-Terpineol)
α-萜品醇 (α-Terpineol)
马鞭草烯酮 (Verbenone)
顺式香芹醇 (cis-Carveol)
2-异丙基-5-甲基-苯甲醚

2-异丙基-1-甲氧基-4-甲苯 (2-isopropyl-1-methoxy-4-methylbenzeze)
反-2-癸烯醛

4-羟基-3-甲基-乙酰苯 (4-Hydroxy-3-methylacet-ophenone)
E,E-2,4-癸二烯醛

(Z)-β-金合欢烯

大根香叶烯

(S)-1-甲基-4-(5-甲基-1-次甲基-4-己烯基)-环己烯

棕榈酸甲酯

棕榈酸 (Hexadecanoic acid)
8,11-亚油酸甲酯

油酸甲酯 (Oleic acid, methyl ester)
9,12-亚油酸甲酯

二十一烷

根，花

花

根，花

花
根，花
根

根，花

花

根

花

根

花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24]
[24]
[24]
[24]
[24]
[16]
[24]
[24]
[24]
[24]
[24]
[24]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归的醇提物（ethanol extract of Angelica decursiva，

EEAD）能增加诱导细胞凋亡，抑制C6细胞（大鼠胶

质瘤细胞）增殖。EEAD还能通过诱导细胞程序性死

亡抑制人癌细胞如人成骨肉瘤Saos2细胞和人口腔

癌KB细胞的增殖，其抑制作用强弱与醇提物的浓度

相关。且EEAD在诱导癌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同时不会

对正常细胞产生明显影响[26,27]。可见，山当归提取物

尤其是其醇提物能够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抑制多种癌

细胞增殖，具有细胞毒活性，具有开发成抗癌药物的

潜力。

2.2 抗炎抗氧化活性

研究发现山当归该提取物以及从该提取物中分

离的紫花前胡苷、紫花前胡苷元、伞形酮和 umbellif-

erone 6-carboxylic acid（UMC）以及香草酸（vanillic

acid）共五种化合物均可以抑制脂多糖（lipopolysac-

charide；LPS）诱导的RAW264.7炎症模型细胞内NO的

生成，并可以在体外清除DPPH、ABTS、NO以及过氧亚

硝基阴离子。其中，香草酸和UMC表现出相对较强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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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和抗氧化能力[11]。韩国学者Islam等人也证实

了UMC对LPS诱导的RAW264.7的细胞康炎抗氧化作

用，另外UMC还能够抑制角小鼠的叉藻聚糖诱导的足

水肿现象。可见UMC为山当归发挥其抗炎活性的其

中一种重要物质[23]。除此之外，山当归中其它成分

如edulisin II、 紫花前胡次素、Pd-C-III 、3′-

angeloyloxy- 4′- hydroxy- 3′,4′-dihydroxan-

thyletin、 Pd- C- I 和 Pd- C- II 也具有抗炎作

用[17,18]。另有研究表明山当归根提取物能够抑制

LPS诱导的小鼠肺炎，并发现其中分离得到的二氢欧

山芹醇当归酸酯具有很强的抗炎活性并具有开发成

治疗炎性肺疾病的潜力[10]。国内学者还发现山当归

中主要成分紫花前胡苷能够显著抑制过敏性哮喘鼠

气道炎性反应[28]。综上所述，山当归具有抗炎抗氧

化活性，其含有的多种化合物尤其是含量丰富的香

豆素类化合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其他活性

药理活性实验结果表明山当归提取物以及该提

取物中分离的紫花前胡苷、紫花前胡苷元、伞形酮、

cis-3′-acetyl-4′-angeloyl-khellactone 、3′(R)-O-acetyl-4′

(S)-O-tigloylkhellactone、isorutarine 和 para-hydroxy-

benzoic Acid等七种化合物对α-葡萄糖苷酶、蛋白酪

氨酸磷酸酶-1B、大鼠晶状体醛糖还原酶、乙酰胆碱

酯酶、丁酰胆碱酯酶和淀粉样前体蛋白β位点裂解

酶1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前三者与糖代谢或与

胰岛素结合其受体相关，后三者与乙酰胆碱或淀粉

样前体蛋白剪切分解相关，说明山当归对糖尿病和

阿兹海默氏症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12]，具有开发成

治疗糖尿病和阿兹海默氏症药物的潜力。

山当归含丰富的香豆素类化合物，此类化合物

已报道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如紫花前胡苷具有祛痰

的功效[29]；前胡醇和紫花前胡素具有保护神经的作

用[30]；紫花前胡素、花椒毒素（xanthotoxin）和补骨脂

素（psoralen）具有抗血小板凝集作用[31]，可见山当

归还具有上述多种药理活性，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

3 总结与展望

山当归为重要的畲药，富含香豆素类化合物和

挥发油类化合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但迄今为

止山当归的化学成分以及相关的药理活性研究不

多。有必要对山当归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进行系

统深入的研究，阐明主要的活性物质基础和药理作

用机制，结合畲药与现代药学研究技术，为畲药用药

提供理论指导，为有效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山当归

资源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常用畲药的

发展，扩大畲药在全国民族药中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雷后兴, 李建良等 . 中国畲药学[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2014:176-177.

[2] 程文亮,李建良,何伯伟等 . 浙江丽水药物志[M]. 北京:中国

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451

[3] 单锋, 郝近大, 黄璐琦 . 2010 年版《中国药典》中“紫花前

胡”功效描述的商榷[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2): 2464-

2469.

[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第 2 册[M].

补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1060．

[5] 单人骅, 佘孟兰 . 中国植物志 . 第 55(3)卷[M].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1992. 55(3):28.

[6] 乞超, 陈振江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鉴别紫花前胡与白

花前胡及其伪品[J].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14(2): 30-

32.

[7] 刘春生, 王朋义, 陈自泓, 等 . 紫花前胡分类位置修订的分

子基础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06, 31(18): 1488-1490.

[8] 侯典云, 宋经元, 杨培, 等 . 基于 ITS2 序列鉴别前胡和紫花

前胡药材及其混伪品 [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21):

4186-4190.

[9] 周婵, 罗建光, 孔令义 . HPLC 法测定紫花前胡中紫花前胡

苷的含量[J]. 药学与临床研究, 2010, 18(3): 253-255.

[10] Lim H J, Lee J H, Choi J S, et al. Inhibition of airway in-

flammation by the roots of Angelica decursiva and its constit-

6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3期 ·调查与思考·

uent, columbianadin[J].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14,

155(2): 1353-1361.

[11] Zhao D, Islam M N, Ahn B R, et al. In vitro antioxidant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of Angelica decursiva[J]. Ar-

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2012, 35(1): 179-192.

[12] Ali M Y, Jung H A, Choi J S. Anti- diabetic and anti- Al-

zheimer’s disease activities of Angelica decursiva[J]. Ar-

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2015: 1-12.

[13] Hata K, Sano K. The constitution of decursin, a new cou-

marin isolated from the root of Angelica decursiva FR. et

SAV.(umbelliferae) [J]. Tetrahedron Letters, 1966, 7(14):

1461-1465.

[14] Hata K, Sano K. [Studies on coumarins from the root of An-

gelica decursiva FR et SAV. I. The structure of decursin and

decursidin][J]. Yakugaku zasshi: Journal of the Pharmaceuti-

cal Society of Japan, 1969, 89(4): 549-557.

[15] Kiyonori S., Itiro Y., Isao K.. Stereostructures of decursin,

decursidin, and a new coumarin isolated from Angelica decur-

siva[J].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1973, 21(9):

2095-2097.

[16] 刘宇婧 . 白花前胡和紫花前胡的生药学研究[D]. 湖南中

医药大学, 2010.

[17] Ishita I J, Nurul I M, Kim Y S, et al. Coumarins from An-

gelica decursiva inhibit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nitrite ox-

ide production in RAW 264.7 cells [J]. Ar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2015. 78(6):727-730.

[18] Jung H A, Ishita I J, Islam M N, et al. Coumarins from An-

gelica decursiva Inhibit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in RAW 264.7 Cells[J]. The FASEB Jour-

nal, 2015, 29(1 Supplement): LB475.

[19] Kiyonori S., Itiro Y., Isao K.. Studies on coumarins from

the root of Angelica decursiva FR. et SAV. II. Sterostructures

of decursin, decursidin, and other new pyranocoumarin deriv-

atives[J].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1975, 23(1):

20-28.

[20] Avramenko L G, Nikonov G K, Pimenov M G. Andelin-A

new dihydropyranocoumarin from the roots ofAngelica decur-

siva[J].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1970, 6(2): 186-

189.

[21] 孙希彩, 张春梦, 李金楠, 等 . 紫花前胡的化学成分研究

[J]. 中草药, 2013, 44(15): 2044-2047.

[22] 姚念环, 孔令义 . 紫花前胡化学成分的研究[J]. 药学学

报, 2001, 36(5): 351-355.

[23] Islam M N, Choi R J, Jin S E, et al. Mechanism of anti-in-

flammatory activity of umbelliferone 6-carboxylic acid isolat-

ed from Angelica decursiva[J].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

gy, 2012, 144(1): 175-181.

[24] 鲁曼霞, 李丽丽, 李芝, 等 . 紫花前胡花和根挥发油成分分

析与比较[J]. 时珍国医国药, 2015, 26(1): 74-76.

[25] Cho S H, Kim D K, Kim C S, et al. Induction of apoptosis

by Angelica decursiva extrac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s in glioma cells[J]. 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for Applied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9, 52(3): 241-246.

[26] Lee S Y, Kim C S, Cho S H, et al. The effects of Angelica

decursiva extract in the inhibi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

the induction of apoptosis in osteogenic sarcoma cells[J].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2009, 3(4): 241-245.

[27] Lee M H, Kim M M, Kook J K, et al. Ethanol extracts of

angelica decursiva induces apoptosis in human oral cancer

cel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Biology, 2010, 35(4):

215-220.

[28] 熊友谊, 时维静, 俞浩, 等 . 紫花前胡苷抑制哮喘小鼠气道

炎性反应和 NF-κB 信号传导通路[J]. 基础医学与临床,

2014, 34(5): 690-694.

[29] 刘元, 李星宇, 宋志钊, 等 . 白花前胡丙素和紫花前胡苷祛

痰作用研究 [J]. 时珍国医国药, 2009, 20(5): 1049-1049.

[30] Kang S Y, Lee K Y, Sung S H, et al. Four New Neuropro-

tective Dihydropyranocoumarins from Angelica gigas[J].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2005, 68(1): 56-59.

[31] Chen, Y.C., P.Y. Chen, C.C. Wu, et al. Chemical constitu-

ents and anti- platelet aggregation activity from the root of

Peucedanum formosanum[J].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

ysis, 2008, 16(3): 15-2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吉庆勇）

7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3期·调查与思考·

不同负载量对“春美”桃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范芳娟，柳旭波，周慧娟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本研究以3年生“春美”桃为试材开展桃不同负载量试验，通过疏果对桃树进行负载量多、中、少3个处理，研究结果

显示，随着负载量的减少，平均单果重、优果率会随之显著增加，株产量则会显著降低，而不同处理间硬度和可溶性固形物差异

不显著。同时，减少负载量会促进果实成熟，提早上市时间，提高经济收益。综合产量、品质、市场价格等因素，负载量中等的处

理，即目标亩产1000 kg，每株树目标产量25 kg，挂果约200只，具有最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春美桃；负载量；优果率；经济效益

作者简介：范芳娟（1988-），女，浙江庆元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果树园艺研究。联系电话：0578-2028277。

桃（Amygdalus persica L.）是蔷薇科桃属落叶小

乔木，原产于中国。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

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桃面积1166万亩（占世界的

50.54%），产量1195万吨（占世界的55.24%），产值

434.67亿元（占世界的55.24%）。当前，部分桃产区

仍存在栽培管理水平低、果实品质档次较低等问

题[1-4]。负载量是影响水果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

树体合理负载是提高桃果实品质和优果率的重要途

径。此前，人们就果树合理负载开展了相关研究，在

苹果[5-6]、桃[7-8]、葡萄[9-10]、草莓[11]等水果上开展大量

试验，研究结果均显示过高的负载量会降低果实品

质，不利于优质果生产。

“春美”桃[12]是一个早熟桃优良品种，结果枝数

量多，成花容易，花芽量大，自然坐果率高，成龄树会

因开花坐果过多，导致果实小、品质差、树势衰弱，且

会削弱当年新梢生长势，减少树体贮藏营养，降低花

芽分化水平，影响下一年桃果产量和质量；反之，若

座果不足或过量疏果，树体挂果偏少，则会影响当年

产量和经营收益。因此，通过研究其合理负载量，实

现连年丰产稳产具有重要意义。

本试验旨在通过研究“春美”桃不同负载量对其

产量、果实品质、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影响，筛选出其

适宜的果实负载量，为其优质、高效、可持续生产奠

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及其处理

本试验地点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瑶畈村果

园，供试品种为“春美”桃，3年生树龄，选取长势相当

的健康桃树9株，通过疏花疏果，进行不同负载量

（多、中、少）处理，每个处理3株树，并做好编号标

记。该桃园采用三主枝自然开心形整形，定植密度

为40株/亩。①负载量多处理：目标亩产1300 kg，

每株树目标产量32.5 kg，挂果约270只；②负载量

中处理：目标亩产1000 kg，每株树目标产量25 kg，

挂果约200只；③负载量少处理：目标亩产700 kg，

每株树目标产量17.5 kg，挂果约150只。

负载量计算：根据单株产量和平均单果重推算

单株果数，再增加5%作为病虫果、落果等损耗，最后

确定单株负载量。再根据全树主枝数目、大小、强

弱，以及枝组类型、数量、果枝数，逐级确定主枝和果

枝负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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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单株负载量（只）＝ ×105%
每亩预期产量（kg）

每亩定植株数 ×平均单果重（千克/只）

平均单主枝负载量（只）＝
平均单株负载量（只）

主枝个数

1.2 结果枝结构调查

桃结果枝包括长果枝、中果枝、短果枝和花束状

结果枝，以“长果枝长度在40 - 70 cm，中果枝长度

在15 - 40 cm，短果枝长度在5 - 15 cm，花束状结

果枝长度在5 cm以下”为标准，调查这9株树的结果

枝类型，并作好记录。

1.3 果实采收及其品质分析

果实成熟后，分批采收，分级（详见表1）检测，测

定单果重、果形指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硬度等果

实品质指标，计算优果率。其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和硬度分别用便携式数显糖度仪（ATAGO，日本）和数

显式水果硬度计GY-4（托普）测定，每个果实测定两

个值，取平均。

优果率（%）＝ ×100%
一级果量（只） +二级果量（只）

总果量（只）

表1“春美”桃分级标准

等级

单果重（g）

一级

>130

二级

100-130

三级

<100

1.4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使用SPSS分析软件进行显著性差异分

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春美”桃结果枝结构分析

调查“春美”桃结果枝结构（详见表2），结果显

示，“春美”桃以长果枝为主，达85.82%；短果枝次之，

达7.32%；中果枝最少，为6.81%，无花束状结果枝。

全枝组结构与结果枝组结构相似，仍是以长枝为主，

中枝和短枝相当。

表2“春美”桃枝类结构表

全部枝组

结果枝组

总枝数量

70.89±3.93

63.44±4.16

长枝数量

54.56±3.79a

54.33±3.88a

比重（%）

77.05±3.32A

85.82±3.05A

中枝数量

6.56±1.15b

4.22±0.93b

比重（%）

9.48±1.79B

6.86±1.63B

短枝数量

9.78±1.85c

4.89±1.64b

比重（%）

13.48±2.27C

7.32±2.39B

2.2 不同负载量处理对“春美”桃果实品质影响

分批采收成熟的果实，进行分级，测定其平均单

果重、可溶性固形物、硬度等指标，计算优果率。如

表3所示，减少负载量可以提早上市时间，负载量中

和负载量少处理比负载量多处理可以提早一批上市

时间（2天）。同时，减少负载量会降低株产量（负载

量少处理株产量为16.57 kg/株，显著低于负载量多

处理的30.67 kg/株），但负载量中处理较负载量多

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枝型间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枝型数量间显著性差异，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枝型比重间显著性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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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降幅显著小于负载量少处理较负载量中处理

的降幅。这是由于随着负载量的减少，果实平均单

果重显著增加（详见表4），降低了负载量减少对单株

产量的影响。如表4所示，负载量减少可以提高优果

率，其中，负载量少处理优果率为94.39%，显著高于

负载量多处理的优果率为69.23%。优果率的提高对

提高整体销售价格、增加经济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不同负载量处理对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和硬

度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而，要综合考虑不同负载

量对优果率、产量的影响，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表3 不同负载量处理“春美”桃果实采收分布表

负载量

多

中

少

株产量（kg）

第一批

18.32±1.25
10.77±0.68

第二批

14.77±0.47
8.90±1.16
5.80±0.30

第三批

15.40±0.26

第四批

2.70±0.36

合计

32.87±0.90a
27.22±2.33b
16.57±0.53c

降幅

0.22±0.11b
0.64±0.05a

注：降幅指的是按多、中、少的顺序，各处理较上一处理的降低幅度。

不同字母表示负载量处理间显著性差异，p<0.05。

表4 不同负载量处理“春美”桃果实品质表

负载量

多

中

少

分级果比重/%

一级果

17.71±0.02c

51.05±0.03b

64.49±0.03a

二级果

51.48±0.00a

36.94±0.03b

29.91±0.02c

三级果

30.96±0.01a

12.01±0.01b

6.76±0.01c

优果率

/%

69.23±1.48c

87.99±1.06b

94.39±2.87a

平均单果重

/N

110.4±1.19c

136.4±1.34b

145.8±3.33a

可溶性固形物

/%

9.08±0.19a

9.39±0.19a

9.35±0.17a

硬度

/N

94.32±1.45a

93.37±1.64a

95.10±0.97a

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负载量处理间显著性差异，p<0.05。

2.3 不同负载量处理对“春美”桃销售收入影响

“春美”桃的上市时间以及果实等级对其销售价

格影响较大（见表5）。成熟早、分类等级高的果实价

格高，最高为3.8元/斤，而成熟晚、分类等级低的则

销售价格低，最低只有0.8元/斤。

以2015年“春美”桃销售价格为准，计算不同负

载量处理的株销售价格（见表6）。结果显示，中等负

载量处理的销售价格最高（161.45元/株），负载量多

处理次之（123.07元/株），负载量少处理最低，只有

106.92元/株。

表5 2015年“春美”桃销售价格表

单位：元/斤

一级果

二级果

三级果

第一批

3.8
2.0
1.0

第二批

3.8
2.0
1.0

第三批

3.0
1.8
1.0

第四批

2.0
1.5
0.8

表6 不同负载量处理“春美”桃销售收入表表6不同负载量处理“春美”桃销售收入表

负载量

多

中

少

销售价格/元

第一批

110.31±6.42
73.75±5.82

第二批

66.99±1.72
51.15±5.87
33.17±1.78

第三批

57.25±1.10

第四批

7.04±0.74

合计

131.28±2.31b
161.45±12.18a
106.92±4.47c

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负载量处理间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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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合理负载是果实生长季树体库——源关系调控

的重要途径，而整枝修剪是非果实发育期树体库

——源关系调控的重要手段。“春美”桃长枝在全枝

组和结果枝组里均占很大比重，分别达到77.05% 和

85.82%，且长枝几乎都是结果枝。因而，在树体整形

修剪时应遵循“长枝修剪为主，长短枝修剪相结合”

的原则。

本试验结果显示负载量增加会降低优果率，而

负载量降低则会导致产量下降，影响经济收益。此

外，不同负载量还会对桃树体营养分配产生重大影

响。过高的负载量会透支树体营养，影响花芽分化，

影响来年产量，促进树体早衰；而过低的负载量则会

使树体营养较大程度分配在营养生长上，树势旺，发

梢多，树体内部郁闭，通风透光差，导致产量下降，果

实品质不佳。

此外，史祥宾等[13]研究施肥量和负载量对葡萄

品质、产量和贮藏营养的影响，结果显示，果实单穗

重随负载量的增大逐渐减小，随施肥量增加而增大；

产量随负载量的增加显著提高，随施肥量的增加呈

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且丁宁等[14]研究显示，对

苹果进行疏果（1/3负载量和2/3负载量）会显著降

低株产量，但可以改善果实品质，提高氮肥利用率。

因而，在生产实践中应注重合理施肥与合理负载相

结合，关注树体反应，及时调整水肥管理方案，实现

连年丰产稳产。本试验中供试植株为3年生初投产

果树，若在成年盛产果园，不同等级负载量应相对应

增加50%，即最佳负载量（负载量中等）为目标亩产

1500 kg，每株树目标产量37.5 kg，挂果约300只。

“春美”桃属早熟桃类品种，上市时间是影响经

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适当疏果，合理负载可以

将树体营养集中在相对少量的果实中，促进其成熟，

提早上市时间，为生产者提供更大的盈利空间。

参考文献：

[1]杨静,刘丽娟,李想 . 我国桃和油桃生产与进出口贸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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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模式对吊瓜生长发育的影响

吉庆勇,华金渭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开展相同肥水管理下,吊瓜棚架式和篱架式2种栽培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篱架式栽培模式吊瓜植株叶面积大，光合

效率高，全生育期长，单株结果数比棚架式高17%，果形指数高，单株产量高15%，亩产达249 kg，亩增产23%，且栽培设计简单，操

作方便。

关键词：吊瓜；棚架栽培；篱架栽培

作者简介：吉庆勇，（1979-），男，四川绵竹人，高级级农艺师，从事中药材育种、栽培。联系电话：0578-2028395。

吊瓜，亦称栝楼，属葫芦科多年生草质藤本植

物，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药用植物，其根、果、皮、种

子历来就作为药材使用。吊瓜种植效益好，发展势

头良好，已成为丽水农民致富的好途径。为了探索

丽水山区气候条件下吊瓜更高产量和效益的栽培模

式, 我们于2012年进行了不同栽培模式试验，现将

试验结果做如下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自然环境

试验地位于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丁宫村，海拔

325 m，常年平均气温18.18 ℃，年均降水量1360 -

1660 mm，无霜期265 d，基地旁边为瓯江支流，灌溉

方便，土壤为砂壤土，土层厚75 cm，pH值为6.8。供

试吊瓜品种为丽水本地种，于2010年3月定植苗木，

株行距3 × 4 m，授粉品种为本地多年选育出品种，

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比例为10 : 1[1]。试验设两个

处理:A1为篱架式栽培，双蔓整枝方式，先在斜面形

成生长区，在将藤蔓引导到棚顶部，棚架为南北走向

（图1）；B1为棚架式栽培, 单蔓整枝直接将藤蔓引导

到棚顶部（图2）。小区实验面积120 m2，种植18株。

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在植株的生长期，观察吊

瓜在2种栽培方式下的植物学性状、经济性状、果实

经济现状、单株个数、产量、单产等, 并进行统计分

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栽培方式吊瓜对生长的影响

由表1可见，篱架式栽培植株生长势强，叶片形

成速度快、数量多，4月20日观察，篱架式栽培叶片

数比棚架式栽培约增4.7片，但是始花期稍微延后。

篱架式栽培植株生育期更长，瓜期更长，叶片枯黄期

延后。

2.2 不同栽培方式对吊瓜的产量的影响

篱架式栽培单株平均接果数为237个，比棚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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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多39个，高17%。单株产量比棚架栽培高15%，

平均亩产量提高23%左右。虽然篱架式栽培始花期

稍晚，但斜面形成更大的叶面积及生育期比棚架长

15 d，营养物质供应更充分，商品果比例大，产量较

高，详见表2。篱架式栽培采用的是双蔓整枝，在

3 - 5叶后摘心后，藤蔓首先在斜面形成营养生长

区，再逐步引导至棚顶部，棚架式栽培采用的是单蔓

上架，一直将蔓引导至棚顶部，蔓生长周期长，叶面

表1 不同栽培方式主要植物学性状比较

栽培模式 不同日期(月-日)叶片 始花期 枯叶期 始收期 全生育期

4-20 4-25 4-30 5-05 5-10 （月/日） （月/日） （月/日） (d)

篱架式 12.3 17.6 22.7 26.4 33.5 4/25 11/29 8/09 256

棚架式 7.6 10.7 14.3 16.8 22.6 4/27 11/20 8/05 241

积相对少，枯叶期提前。

2.3 不同栽培方式吊瓜果实性状

由于篱架式栽培形成的叶面积大，生育期长，植

株叶片的受光面增大及受光时间增加，对果实营养

积累有利。篱架式栽培的单果重、单果粒数与棚架

式接近，而篱架式栽培千粒重比棚架式栽培高20 g，

优质瓜率达到95.6%，而棚架式栽培为86.7%,果实纵

横径比率高，见表3、4。

2.4 经济效益比较

表3 2种栽培方式下的产量构成性状比较

栽培模式 单株结果数（个） 单株产量（千克） 平均单产（千克/亩）

篱架式 237 5.3 249

棚架式 198 4.6 203

篱架式栽培比棚架式栽培设施投资稍大，栽培

成本会提高，每亩材料费、人工额外投入约400-500

元，但篱架式栽培优质瓜率高、千粒重高、产量高、内

在品质佳，经济效益更高，见表5。

3 讨论

表4 2种栽培方式下的果实性状比较
栽培模式 单果重(g) 单果粒数 千粒重（g） 纵横径比率（%） 优质瓜率（%）

篱架式 261.2 187 325 78.9 95.6

棚架式 263.1 179 317 62.3 86.7

3.1 适宜的栽培模式能改善吊瓜所需的生长条件

试验结果表明，吊瓜采用篱架式栽培，植株性状

好、植株长势旺盛，全生育期长，更有利于植株的光

合作用，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

3.2 篱架式栽培能提高单株产量

优质果率高于棚架式栽培，亩产量提高23%，经

表5 不同栽培方式经济效益比较
栽培模式 产值(元) 设施费(元) 人工费(元) 总成本 净产值(元)

架式 8715 1200 1000 3200 5515

棚架式 7105 1000 800 2300 4805

济效益提高14.7%。

3.3 篱架式栽培具有一定的技术性

大面积种植前建议学习掌握相关技术要点。

参考文献：

[1] 吉庆勇，华金渭，程文亮，等 .吊瓜“花山 1号”在丽水的引

种试验[J].浙江农业科学，2013（1）97-113.

[1] 吴道龙 .山区吊瓜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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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童培银，付金松，陈华夫 .大粒吊瓜优质高产栽培技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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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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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方式茶园试验效果

郑生宏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本试验以人工开沟施肥、人工撒施和机械犁耕施肥为基础，设4个不同施肥处理，对茶叶新梢发芽密度、百芽重以及

鲜叶产量和主要生化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采用人工开沟施基肥和追肥处理的春茶新梢具有较好长势，其春梢发芽密度

和鲜叶产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4种施肥方式对新梢百芽重和鲜叶生化成分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茶园；施肥；发芽密度；鲜叶产量

作者简介：郑生宏，（1985-），男，安徽怀宁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茶叶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联系电话:18157812839。

茶叶生产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

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从业人员

的数量急剧减少和从业人员的年龄老龄化明显，茶

园管理粗放，严重影响茶产业可持续发展。为解决

劳动力短缺问题，茶园操作机械开始发展应用。

施肥作为茶叶生产的重要环节，以往研究多侧

重于肥料种类和施肥技术的研究[1-6]，当前随着茶园

耕作机械的大力开发和应用，茶园施肥也在逐步走

向机械化和省力化，然而这种施肥方式的改变能否

给茶叶生产尤其是山区茶叶生产带来明显的增产提

质效应，值得研究。本文利用南京农机所研制的

3CG - 45型茶园耕作机搭配人工进行不同施肥方式

比较试验，以期得到最优施肥方式，并就山区茶园机

械施肥可行性进行初步评估。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在莲都区绿

宝园茶叶有限公司试验基地进行。供试茶园为6年

生安吉白茶种，双行条栽，大行距 1.8 m，小行距

40 cm，株距30 cm，长势整齐。试验土壤为黄棕壤、

砂质，土壤肥力较好。茶园三面环山，雨量充沛。

1.2 方法

1.2.1 试验设4个处理，其中处理1个为对照，具体设

置如下：T1，人工在茶行中间开沟施基肥和春茶追

肥，深10 cm（对照）；T2，机械在茶行中间犁耕施基肥

（深10 cm），人工在茶行中间开沟施春茶追肥（深10

cm）；T3，机械在茶行中间犁耕施基肥和春茶追肥，深

10 cm；T4，机械在茶行中间犁耕施基肥（深10 cm）,

人工撒施春茶追肥；每小区为双行、40米长茶行，实

际面积为120 m2，3次重复。供试肥料为硫酸钾型复

合肥，使用量为750 kg/hm2。肥料于2014年10月20

日施入，2015年3月2日选用尿素追施春茶催芽肥1

次，使用量为5.5 kg/小区，2015年 6月试验结束。

试验期间，茶园其他农事操作均保持一致。

1.2.2 取样时间：新梢采样于2015年4月8日进行，取

一芽二叶，微波杀青、干燥，磨成茶叶粉末，分析其中

的茶多酚和氨基酸等2种主要生化成分。同时，分小

区对各处理进行发芽密度、新梢百芽重和春茶鲜叶

产量调查统计。发芽密度调查时选用0.01 m2的方

框在各小区随机取5个点，分别记录芽头数量，计算

平均发芽密度；百芽重调查于施肥处理后，采集茶树

新梢一芽一叶（初展）进行称重统计；鲜叶产量统计

按各小区面积和春茶鲜叶产量折算成每公顷产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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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茶多酚检测方法参照GB/T 8313 -

2008；氨基酸检测方法参照GB/T 8314 - 2002。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对发芽密度的影响

3月26日，对不同施肥方式处理的安吉白茶新

梢进行发芽密度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施肥方式对安吉白茶发芽

密度有一定的影响，以处理T1（人工开沟施基肥和追

肥）为对照，其他3种施肥方式所得发芽密度均有不

表1 不同施肥方式对安吉白茶发芽密度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发芽密度（个）

重复1

85.31
84.15
83.14
83.54

重复2

87.43
84.51
83.52
84.36

重复3

85.62
82.70
82.23
82.88

平均

（个）

86.12a±0.91
83.78ab±0.96
82.96b±0.66
83.59b±0.74

同程度下降，其中处理T3（机械施基肥、机械施追肥）

和处理4（机械施基肥、人工撒施追肥）下降最为明

显，分别下降了3.67%和2.93%，均显著低于处理1；

与处理T1相比，处理2（机械施基肥、人工开沟施追

肥）所得发芽密度未显著降低，但亦处于较低水平。

由此可见，茶园施肥仍以开沟覆土施肥效果最佳，机

械施肥虽有效率高、省力化等优点，但从试验效果上

看，仍无法取代人工开沟施肥。

2.2 对百芽重的影响

芽重是决定产量的另一个重要因子，当芽数达

到一定标准后，芽体重量对产量的影响表现较为突

出[7]。本研究中百芽重测量结果见表2。

不同施肥方式对春茶一芽一叶百芽重影响试验

结果（表2）显示：较之对照处理（人工开沟施基肥和

追肥），其他3个涉及机械施肥的处理结果略高，但均

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机械施肥的介入仍未对新梢

百芽重有明显改善。

2.3 鲜叶产量统计

2013年春茶期间，分别对各施肥方式处理小区

进行了鲜叶产量统计，其结果如表3。

表2 不同施肥方式对安吉白茶茶树新梢百芽重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百芽重（g）

重复

5.56
5.80
5.53
5.42

重复2

5.78
5.43
5.67
6.13

重复3

5.64
6.12
5.91
5.65

平均

(g)

5.66a±0.11
5.78a±0.34
5.70a±0.19
5.73a±0.36

结果显示，以处理T1（人工开沟施基肥和追肥）

为对照，其他各处理所得春茶鲜叶产量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其中以处理3（机械施基肥、机械施追肥）

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3.8%，显著低于处理1，处理2

表3 各施肥方式2015年春茶鲜叶产量统计表
处理处理

T1

T2

T3

T4

春茶春茶（（kg/ha)kg/ha)

2585a±144

2444ab±252

2228b±257

2348ab±268

相对产量相对产量%%

100.0

94.6

86.2

90.8

（机械施基肥、人工开沟施追肥）和处理4（机械施基

肥、人工撒施追肥）下降幅度分别为5.4%、9.2%。该

试验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于试验茶园，以人工开

沟施肥（基肥和追肥）效果最好，机械施肥（基肥和追

肥）效果最差，这可能是由于试验茶园行间距较窄，

耕作机难以行走，导致耕作效果较差，肥效较之人工

开沟大打折扣，最终导致春茶产量下降。

2.4 鲜叶品质成分分析

对2015年4月2日采摘的春茶新梢样，分别进行

多酚和氨基酸含量检测，同时计算各样品的酚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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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施肥方式新梢品质成分分析

以此为依据，分析鲜叶品质基础。结果如下表4。

茶多酚和氨基酸作为茶树鲜叶，尤其是新梢内

的主要化学物质，其含量及比例（酚氨比）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成茶品质的好坏，是衡量茶鲜叶品质的

处理

T1
T2
T3
T4

游离氨基酸%
4.26a±0.26
4.24a±0.20
4.10a±0.40
4.19a±0.19

茶多酚%
23.51a±1.21
24.37a±2.07
23.01a±1.93
25.55a±0.88

酚氨比

5.53a±0.38
5.74a±0.31
5.65a±0.76
6.10a±0.32

重要指标[8]。检测结果表明，不同施肥方式所得到的

新梢中茶多酚含量基本相当，介于23.01% - 25.55%

之间。不同施肥方式所得到的新梢中氨基酸含量也

基本相当，最高的处理1人工开沟施肥（基肥、追肥）

为4.26%。4个处理所得到的新梢酚氨比均相当，且

偏低，最小的为处理1，其酚氨比为5.53%。该试验结

果与所选茶树品种为安吉白茶关系密切；同时，也表

明4种不同施肥方式对鲜叶品质基础影响较小。

3 讨论与结论

茶园施肥作为茶叶生产重要农事操作之一，伴

随茶叶生长的规律性和季节性变化，贯穿于全年不

同时间段，通常施肥包括一基三追（即一次基肥三次

追肥），施肥方式最常见的有蓬面撒施和开沟覆土施

肥两种，前者具有省时省力、节工省本等优点，但肥

效偏低且易造成浪费等弊端；而后者则恰好相反，肥

效高但费时费力。为此寻求一种兼顾二者优点的施

肥方式就成为当务之急，而随着茶园机械的不断推

广和应用，机械耕作施肥恰好可以实现便捷高效施

肥操作。基于此，本研究考察了四种不同施肥方式

对茶叶生长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施肥方式

处理所得到的发芽密度、百芽重、鲜叶产量及品质成

分均以人工开沟覆土施肥（包括基肥和追肥）效果最

佳，而机械施肥的介入并未使上述指标达到理想的

改善程度，究其原因可能与所选机械的适应性有密

切关系，一方面，丽水本地山区茶园多呈现行间距较

窄，加之长期的不合理施肥，使得园地土壤板结，机

械难以操作；另一方面，所选耕作机宽幅太大，动力

不足，导致操作时行走困难，效果不佳。今后应在园

地规划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发和选用适宜不同

立地条件和不同类型的茶园耕作机械，从而逐步实

现正真意义上的茶园耕作机械化和规模化。

综合以上新梢发芽密度、百芽重、春茶鲜叶产量

的统计结果以及鲜叶主要内含物分析结果，结合丽

水茶园耕作基础，施肥方式以人工开沟施（基肥和追

肥）效果最好。对于准备应用机械耕作和施肥的茶

叶从业者，应立足茶园实际，选择合适的操作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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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粮混酿法制柑桔果醋糖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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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柑桔果醋的产酸速率和产酸量，改善纯果汁液体发酵品质欠佳的缺陷，本实验采用果粮混酿法，以曲为糖

化剂对柑桔果醋糖化工艺进行初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最佳果粮比例为3 : 1，糯米糖化最佳加曲比例黑曲:红曲为3 : 1，最佳

糖化温度为60 ℃，最佳糖化时间为2.5 h。在该条件下，糯米糖化后的还原糖含量为146.43 mg/ml，发酵后发酵液的酒精含量为

6％，氨基酸态氮含量为0.44 mg/ml，产酸量为3.1 g/L，该工艺的果醋在感官和理化指标等方面都优于纯果汁酿造的果醋。

关键词：果粮混酿; 糖化; 酒曲; 柑桔果醋

柑桔果醋是以新鲜、成熟的柑桔类水果为原料，

经酒精发酵和醋酸发酵工艺生产所得[1]。它不单具

有人们喜爱的水果味，而且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和维

生素，具有生津止渴、驱除萎靡、美容养颜、增加食

欲、解酒保肝，防腐杀菌等保健功效，适用于多种疾

病的食疗，尤其是对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

血管疾病具备良好的治疗和预防功能，是新一代发

酵食品[2]，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柑桔等水果中

糖份含量较少、酸度较大，纯果汁酿制醋存在风味、

质量欠佳、酒精度低等缺陷。为了改善果醋的品质，

许多研究者采用果粮混酿法酿制果醋，用粮食糖化

液代替白砂糖以满足发酵对起始糖度的要求，改善

产品风味，丰富口感。

以粮食糖化液代替白砂糖来改善果醋的风味品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saccharification of citrus fruit

by fruit grain mixed fermentation

Cao Pengfei1

（1Lishui Institute of Agrictural Science; Lishui 32300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ate of acid production and acid yield of citrus vinegar, and improve its the

quality fermented with fruit juice liquid, in this paper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saccarification were studied by

fruit-grain mixed fermentation with distiller's yeast as saccharification ag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 the best fruit

grain ratio was 3:1, the best proportion of Aspergillus and Monascus was 3:1, optimum saccharification temperature

was 60 ℃, and the best saccharification time was 2.5 h.Under the optimum saccharification conditions, the reduc-

ing sugar content of glutinous rice after saccharification was 146.43 mg/ml,after fermentation the content of alcohol

was 6%, the content of amino nitrogen was 0.44 mg/ml, and the acid yield was 3.1 g/L. The sensory and physio-

chemical indexes of the citrus by this process were better than brewed with the pure juice.

Keywords：Fruit grain mixed fermentation; Saccharification; distiller's yeast; Citrus vin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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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关键在于粮食糖化液的制备。糖化液制备主要

有加酶糖化和加曲糖化两种方法。加酶糖化指是利

用淀粉酶、糖化酶、单宁酶、果胶酶、蛋白酶等来制备

粮食糖化液[3]。制备糖化液的另一方法是在糖化过

程中添加酒曲，酒曲含有多种微生物，能分泌淀粉

酶、糖化酶和蛋白酶等多种催化酶类[4]，可加速谷物

中的淀粉，蛋白质等转变成糖、氨基酸。并且酒曲本

身含有淀粉和蛋白质，也是酿酒的原料。酒曲中酶

的多样性，不仅使酒体中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且

能促进酒体中各种香味物质的生化合成，最终使酒

精品质提高[5,6]。总之，糖化过程是促进糖类、蛋白质

等发生水解，以提供更多的营养物质供酵母菌发酵

利用，并且在营养上弥补纯水果果醋的不足。因此，

糖化阶段在果醋酿造的酒精发酵过程中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

近年来，关于柑桔果醋酿制工艺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酒精发酵和醋酸发酵两个阶段，而关于其糖化

工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果粮混酿制柑桔果醋发

酵过程中加曲糖化的研究更是鲜见报道。本文以曲

为糖化剂，对果粮混酿制柑桔果醋的糖化工艺条件进

行优化，为酿造出品质优良、出品率高的柑桔果醋提供

技术保障，为其他果醋糖化工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柑橘原材料：新鲜的丽水椪柑，要求无腐烂变

质，香气浓郁，甜度和酸度适中。糯米：市售。

1.2 供试菌株

酵母菌：安琪活性干酵母，市售。糖化曲：黑曲

和红曲，市售。

1.3 培养基

酵母菌培养基：5 °Be′ 麦芽汁琼脂1 L，琼脂

15.0g，pH自然。

酵母菌活化培养基：液体培养基和处理过的糯

米椪柑培养液2 : 1混合均匀，121 ℃高压灭菌20

min，冷却备用。

1.4 主要试剂

碳酸钠、NaHSO3、NaOH、(NH4)2SO4、甲醛、乙酰丙

酮、乙酸钠、CaCl2、MgCl2等，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果胶酶( > 2000 u/g，上海蓝季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5 主要仪器

723C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新茂仪器有限公

司)；WYT-4型手持糖度计(泉州中友光学仪器有限公

司)；2550 cence 湘仪离心机等。

1.6 原料处理

柑橘果汁的制备：人工去皮，尽量把桔子表面的

白色网状去掉 (含有很多纤维成分及苦味物质)。

柑桔果肉与含NaHSO3 0.01%的水溶液按1 : 1的比

例加入打浆机，以防止果汁被氧化及抑制杂菌的生

长。为提高出汁率，打浆后加入10%的麦芽粉和果胶

酶酶解(酶加入量0.04%，酶解温度60 ℃，酶解时间

60 min)[7]，酶解后分离果渣得柑桔汁。

糯米糖化液的制备：糯米冲洗2次，浸泡2 - 4

h。以2.5 : 1 (水 : 米) 比例磨浆，调浆至4 : 1

比例，加入CaCl2 、MgCl2各千分之一，用冰醋酸和碳

酸钠调pH至 6.2 - 6.4，加入1%的液化酶，加热至

90 - 95 ℃液化约 20 - 30 min 降温至 60 ℃，

121 ℃高压灭菌20分钟，冷却至室温调pH为4.5 -

5.0，按比例加入黑曲、红曲，保温糖化 (至碘显色反

应不再为蓝)，得糯米糖化液。

将得到的柑桔汁和大米糖化液混合，调整糖度

至11％，用柠檬酸调节pH 4.2左右，调整后的果汁

在85 ℃热水中杀菌15分钟以杀死其中杂菌，然后

冷却备用。

1.7 柑桔果酒发酵

1.7.1 酵母菌的扩大培养

将活性干酵母接种于150 mL活化培养基中，

28 ℃，180 r/min振荡培养约16 h备用。

1.7.2 酒精发酵

将经扩大培养的酵母 (菌体数量达108个/mL)

接种于已处理的椪柑糯米混合液 (装液量为容积4/

5) 中，接种量为10%，在28 ℃摇床培养16 h，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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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 1 factors and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于28 ℃的培养箱中静止发酵。

1.8 糯米糖化工艺优化

1.8.1 加曲比例确定

在经液化的糯米浆中按比例加入黑曲和红曲，

两者的试验比例为1 : 1、1 : 2、1 : 3、2 : 1、3 :

1、1 : 0和0 : 1，60 ℃水浴糖化2 h后，测定各糖

化液还原糖含量，并将处理的果汁和糯米糖化液按

1 ：1比例装入三角瓶 (4/5)，经酒精发酵4天之后

测定发酵液的酒精度、产酸量、氨基态氮含量。

1.8.2 糖化温度确定

在经液化的糯米浆中按最佳比例加入黑曲和红

曲，分别置于50 ℃、55 ℃、60 ℃、65 ℃、70 ℃保温

糖化2 h，测定糖化液的还原糖含量，以及酒精发酵

液的酒精度、产酸量、氨基态氮含量。

1.8.3 糖化时间

在经液化的糯米浆中按最佳比例加入黑曲和红

曲，于最适温度保温0.5、1、1.5、2、2.5、3 h，测定糖

化液的还原糖含量，以及酒精发酵液的酒精度、产酸

量、氨基态氮含量。

1.8.4 糯米糖化工艺优化的正交试验优化

为筛选出最适合果酒发酵粮食糖化条件，在单

因素的基础上，对粮食比例、糖化加曲比例、糖化时

间、糖化温度进行正交试验优化，其因素水平表如表

1所示。

1.9 各指标检测方法

还原糖含量测定：斐林试剂法[8]。

因素水平

1

2

3

A

(果粮比例)

1:1

2:1

3:1

B

(糖化加曲比例)

1:3

1:1

3:1

C

(糖化温度, ℃)

55

60

65

D

(糖化时间, h)

1.5

2

2.5

总酸测定：酸碱滴定法[8]。

酒精含量测定：酒精计比重法[8]。

氨基态氮含量测定：采用分光光度计法[9]。

2 结果与分析
2.1 糖化加曲比例的优选

糖化加曲比例对糖化后还原糖含量和柑桔果酒

表2 不同加曲比例对原酒品质的影响

Tab.2 Effec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Aspergillus and Monascus on wine’s quality

黑曲：红曲

1:1

1:2

1:3

2:1

3:1

黑曲

红曲

糖化后还原糖含量

(mg/ml)

107.66±0.85abcAB

103.36±1.02bcB

122.98±22.93abAB

128.13±1.03aA

118.16±1.65abcAB

99.20±1.65cB

99.36±1.24cB

氨基态氮含量(mg/

ml)

0.05±0.21dD

0.15±0.01cC

0.19±0.02bcBC

0.24±0.01aA

0.19±0bBC

0.25±0.02aA

0.23±0.16aAB

产酸量

(g/L)

1.05±0abAB

0.98±0.11bABC

1.2±0aA

0.75±0cC

1.05±0abAB

1.05±0abAB

0.95±0bcBC

酒精含量

(%)

5.1±0.26aA

3.53±0.42cC

4.47±0.31abABC

3.90±0.36cC

4.67±0.12aAB

3.83±0.32bcBC

3.7±0.20bcBC

感官评定

酒精味浓重，酒香一般

酒精味尚好，酒香较淡

酒精味一般，酒香较好

酒精味一般，酒香一般

酒精味浓重，酒香浓郁

酒精味一般，酒香一般

酒精味重，酒精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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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品质指标的影响如表3所示。方差分析表明，黑

曲红曲比例对糯米糖化之后还原糖含量、氨基酸态

氮、产酸量和酒精度都具有极显著影响（F = 7.368，

p < 0.01；F = 78.528，p < 0.01；F = 12.645，p <

0.01；F = 25，p < 0.01）。

不同比例混合曲糖化后产生的还原糖均高于单

一曲产生的还原糖，说明混合曲的糖化效果比单一

曲效果好。当黑曲:红曲为2 : 1时，还原糖含量最

高，为128.13 mg/ml。黑曲:红曲为1 : 1时，酒精

含量达到最高，黑曲 : 红曲为3 : 1次之。使用单

一黑曲或2 : 1黑曲红曲糖化时，产生的氨基酸态氮

含量最高，黑曲 : 红曲为3 : 1时，其氨基酸态氮含

量也较高。黑曲和红曲的比例为1 : 3糖化时，发酵

后的产酸量最高，为1.2 mg/ml。综合上述理化指标

分析，适用于糖化的黑曲:红曲分别为1 : 1、2 : 1、

1 : 3和3 : 1。而从感官评价上看，黑曲 : 红曲为

1 : 1、1 : 3和2 : 1时酒香一般，且比例为2 : 1

时酒香不浓郁，而黑曲 : 红曲为3 : 1时酒味浓郁，

酒香怡人。因此，果粮混酿制柑桔果醋时糯米糖化

的最佳黑曲红曲比例为3 : 1。

图1 不同糖化温度对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saccharification temperature on reducing sugar content

图2 不同糖化温度对原酒品质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saccharification temperature on wine’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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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糖化时间对还原含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saccharifying time on reducing sugar content

图4 不同糖化时间对原酒品质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different saccharifying time on wine’s quality

2.2 糖化温度的优选

糖化温度是果醋在酒精发酵工艺中非常重要的

指标之一。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导致混合曲中酶的活

性降低，从而使水解能力和酒精含量降低。不同糖化

温度对还原糖含量（F = 675.869，P < 0.01）、酸度

（F = 3.75，P < 0.01）、酒精度（F = 23.283，P <

0.01）、氨基酸态氮含量（F = 790.779，P < 0.01）都具

有极显著的影响。

由图1可知，当糖化温度为50 ℃ - 55 ℃时，

还原糖含量较低，糖化温度为55 ℃ - 60 ℃时，混

合曲的水解能力增加，还原糖含量升高，60 ℃时，还

原糖含量达到最高，为109.01 mg/ml，糖化温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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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原糖含量降低，说明混合曲产生的酶在

60 ℃时活性最高，水解能力最强。由图2可知，发酵

后，酒精含量、产酸量和氨基态氮含量均随温度的升

高逐渐增加，当温度到达60 ℃时，达到最大值，之后

随之下降。综合上述分析，糯米糖化的最佳温度为

60 ℃。

2.3 糖化时间的优选

不同糖化时间对还原糖（F = 381.806，P <

0.01）、产酸量（F = 90，P < 0.01）、氨基酸态氮含量

（F = 181.655，P < 0.01）都存在极显著的影响，对

酒精度（F = 3.542，P < 0.05）的影响差异显著。

由图3可知，糖化时间为0.5 - 2.0 h时，还原

糖含量增加迅速，糖化时间为2.0 - 3 h内达到最大

值，说明一定糖化时间范围内，糖化时间越久，还原

表3 正交试验结果

Tab. 3 The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A

1

1

1

2

2

2

3

3

3

B

1

2

3

1

2

3

1

2

3

C

1

2

3

2

3

1

3

1

2

D

1

2

3

3

1

2

2

3

1

还原糖

(mg/ml)

115.83±2.1fF

115.5±0.9fF

145.1±0.8dD

153.7±0.3cC

82.1±2gG

194.8±2.1aA

121.7±1.8eE

187.3±1.5bB

117.7±0.8fF

氨基酸态氮含量( mg/

ml )

0.36±0.01bB

0.35±0.01bcBC

0.37±0.02bB

0.43±0aA

0.34±0.02dC

0.34±0.02dC

0.44±0.01aA

0.31±0.02eD

0.36±0bB

产酸量

(g/L)

0.3±0gF

1.7±0.1eDE

1.95±0cdC

2±0.1cC

1.9±0.1dCD

1.95±0.2cdC

1.6±0.1fE

2.6±0aA

2.3±0.1bB

酒精含量

(％)

5.5±0fgEF

5.6±0.1efDEF

5.7±0.3deCDE

5.9±0.2cdCD

5.9±0cC

6±0bB

5.4±0.2gf

6.8±0.1aA

6±0.1cC

糖含量越高。由图4可知，糖化液经发酵后，随着糖

化时间的增加，酒精含量逐渐增加，在糖化时间为2

h时，达到最大值，为5.6%。而产酸量随着糖化时间

的增加先减小后升高，在糖化时间为2.5 - 3 h时，

其含量最大。产酸量增加的同时酒精含量降低，可

能是部分酒精转化为酸，从而使酸的含量增加。氨

基酸态氮含量随时间延长缓慢增加，2 - 2.5 h时达

到最大值，糖化时间大于2.5 h时其含量降低。综合

上述分析和感官分析评定，确定糯米糖化的最佳时

间为2.5 h。

2.4 果粮混酿法制柑桔果醋的最适糖化工艺

在以上单因素基础上，对果粮比例、糖化加曲比

例、糖化温度、糖化时间进行正交试验优化，正交试

验设计及结果表见表3，方差分析见表4，极差分析见

表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因素A（果粮比例）、因素B

（糖化加曲比例）、因素C（糖化温度）、因素D（糖化时

间）对还原糖含量影响极显著（F = 362.3902，P <

0.001；F = 643.3703，P < 0.001；F = 2384.6946，

P < 0.001；F = 3017.1652，P < 0.001）。由R值大

小比较可知，四个因素对还原糖含量的影响大小依

次为D > C > B > A，根据K值的大小得出优化的最

佳组合A2B3C1D3，即果粮比例为2 : 1、糖化加曲比例

为3 : 1、糖化温度为55 ℃、糖化时间为2.5 h。

因素A（果粮比例）对氨基酸态氮含量影响显著

（F = 3.7526，P < 0.005），因素B（糖化加曲比例）、

因素C（糖化温度）、因素D（糖化时间）对其具有极显

著影响（F = 159.8674，P < 0.001；F = 57.2711，

P < 0.001；F = 18.9933，P < 0.001）。由R值大小

比较可知，四个因素对氨基态氮生成影响的显著次

序为B > C > D > A，根据K值的大小得出优化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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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组合A1B1C2D2，即果粮比例为1 : 1、糖化加曲比例

为1 : 3、糖化温度为60 ℃、糖化时间为2 h。

因素A（果粮比例）、因素B（糖化加曲比例）、因素

C（糖化温度）、因素D（糖化时间）对产酸量都存在极

显著影响（F = 266.7，P < 0.001；F = 279.3，P <

0.001；F = 65.1，P < 0.001；F = 167.7，PD <

0.001）。由R值大小比较可知，四个因素对产酸量生

成的影响次序为A > B > D > C，根据K值的大小得

出优化的最佳组合A3B3C2D3，即果粮比例为3 : 1、糖

化加曲比例为3 : 1、糖化温度为60 ℃、糖化时间为

2.5 h。

因素A（果粮比例）、因素B（糖化加曲比例）、因素

C（糖化温度）、因素D（糖化时间）对酒精含量均存在

极 显 著 影 响（F = 44.6349，P < 0.001；F =

表6 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Tab. 6 The varianc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test

还原糖

氨基酸态氮

产酸量

酒精含量

变异

来源

区组

A

B

C

D

误差

总和

区组

A

B

C

D

误差

总和

区组

A

B

C

D

误差

总和

区组

A

B

C

D

误差

总和

平方和

0.3504

1825.786

3241.4136

12014.5133

15201.0122

40.3054

32323.381

0

0.0007

0.0279

0.01

0.0033

0.0014

0.0432

0.0012

3.3337

3.4913

0.8138

2.0963

0.1

9.8363

0.005

1.1717

1.4817

1.6517

0.6667

0.21

5.1867

自由度

2

2

2

2

2

16

2

2

2

2

2

16

2

2

2

2

2

16

2

2

2

2

2

16

均方

0.1752

912.893

1620.7068

6007.2567

7600.5061

2.5191

0

0.0003

0.0139

0.005

0.0017

0.0001

0.0006

1.6669

1.7456

0.4069

1.0481

0.0062

0.0025

0.5858

0.7408

0.8258

0.3333

0.0131

F值

362.3902

643.3703

2384.6946

3017.1652

3.7526

159.8674

57.2711

18.9933

266.7

279.3

65.1

167.7

44.6349

56.4444

62.9206

25.3968

P值

0

0

0

0

0.0461

0

0

0.0001

0

0

0

0

0

0

0

0

56.4444，P < 0.001；F = 62.9206，P < 0.001；F =

25.3968，P < 0.001）。由R值大小比较可知，四个因

素对产酸量的影响大小依次为C > B > A > D，根据

K值的大小得出优化的最佳组合A2B2C1D3，即果粮比例

为 3 : 1、糖化加曲比例为 3 : 1、糖化温度为

60 ℃、糖化时间为2.5 h。

对以上四个最佳组合验证后，选择A3B3C2D3为糖

化的最佳组合，即果粮比例为3 : 1、加曲糖化比例

为3 : 1、糖化温度为60 ℃、糖化时间为2.5 h。在

该最佳糖化条件下，糯米糖化之后的还原糖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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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3 mg/mL，发酵后发酵液的酒精含量为6％，氨

基酸态氮含量为0.44 mg/ml，产酸量为3.1 g/L。

3 讨论

柑桔果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具

有美容养颜和延缓衰老等功能，目前已广泛投入生

产。近年来柑桔果醋一般采用果汁加白砂糖进行酒

精发酵，再加入醋酸菌进行醋酸发酵制成，口感比较

单一，口味比较淡薄。采用果粮混酿进行果醋发酵

不但可丰富果醋的口感，同时增加了一定的营养价

值。粮食糖化是果粮混酿发酵生产果醋的重要环

节，而近年来，关于果粮混酿生产果醋的糖化工艺条

件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以曲为糖化剂，通过单因

素试验和正交试验优化果粮混酿生产柑桔果醋的糖

化工艺条件。

3.1 果粮比例对柑桔果醋原酒的影响

很多研究者在纯水果发酵酿制果醋的研究中发

现，纯果汁酿制存在水果酸度大、糖度低、香味较淡、

风味单薄等缺陷。而采用果粮混酿法可以解决纯果

汁酿制中存在的不足。果汁的糖度低，而添加一定

的粮食糖化液可以调节原发酵液的糖度。如董书

阁[10]研究苹果醋的酿造时指出最适的果粮比例为苹

果汁:大米=1 : 1，而本实验得到的最佳果粮比例为

3 : 1，该条件得到的果酒质量较好。果粮混酿的优

势不仅可改善纯果汁酿制酸度低，糖度低等缺陷，而

且通过粮食糖化液和果汁的混合，能够提高发酵液中

还原糖的含量，使发酵后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风味怡

人。

3.2 糖化工艺对柑桔果醋原酒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黑曲红曲比例对糖化效果影响

显著。如贾丽艳[11]等添加12％的红曲对黍米进行糖

化，发酵后测得的酒精含量为6％，而本实验采用混合

曲进行糖化，在黑曲和红曲比例为3 : 1时测得的平均

酒精含量为6％，且采用该比例获得的柑桔原酒的氨基

酸态氮含量相对较高，从而可增加果醋营养品质。糖化

温度是决定糖化能否顺利进行的条件，温度过高或者过

低都会降低酶的活性。郭健[12]等人以大米为原料，以小

曲为糖化剂，得出30 - 35 ℃的糖化温度最佳，此条件

表7 正交试验极差分析

Tab.7 The rang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test

还原糖

氨基酸态氮

产酸量

酒精含量

K1

K2

K3

R

K1

K2

K3

R

K1

K2

K3

R

K1

K2

K3

R

A

125.474

143.5451

142.215

18.0711

0.3623

0.3704

0.3741

0.0118

1.325

1.95

2.15

0.825

5.6

6.05

6.0333

0.45

B

130.4074

128.3011

152.5256

24.2244

0.4112

0.3353

0.3593

0.0769

1.3

2.05

2.075

0.775

5.5666

6.1

6.0167

0.5333

C

165.996

128.9662

116.2719

49.7241

0.3418

0.3829

0.3822

0.0411

1.6

2.025

1.8

0.425

6.2333

5.8

5.65

0.5833

D

105.1853

143.9888

162.06

56.8747

0.355

0.3823

0.3693

0.0271

1.5

1.75

2.175

0.675

5.7833

5.7833

6.1167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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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酒精含量为6％。本实验得出的最佳的糖化温度

为60 ℃，与上述结果有一定的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

糖化的粮食以及所用的曲的种类不同造成的，而蒋益

虹[13]等人以糯米为原料制造杨梅果酒，得出最佳糖化温

度为60 ℃，此结论与本实验一致。糖化时间的周期决

定了后续的果酒发酵周期，糖化时间如果不足，则水解

产生的还原糖量偏少，产生的果酒达不到要求的酒精含

量和其他酒品指标，若糖化时间过长，则不利于工业生

产。张赟彬[14]等人在研究马铃薯用作啤酒辅料的糖化

工艺时指出，马铃薯作为辅料，在65 ℃下最佳的糖化

时间为60 min，郭建[12]等研究表明，在大米中拌入甜酒

曲，20 - 30 ℃下糖化36 h，而本实验添加混合曲，最

佳糖化时间为2.5 h，明显的缩短了糖化时间，降低了

成本。

综上所述，采用果粮混酿法可以改善纯果汁发酵

糖化低，风味淡薄的缺陷。本实验采用果粮混酿法，对

粮食糖化基本条件进行初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最佳

果粮比例为3 : 1，糯米糖化最佳加曲比例黑曲:红曲

为3 : 1，最佳糖化温度为60 ℃，最佳糖化时间为2.5

h。在该条件下，糯米糖化后的还原糖含量为146.43

mg/ml，发酵后发酵液的酒精含量为6％，氨基酸态氮含

量为0.44 mg/ml，产酸量为3.1 g/L。该工艺酿制的果

醋在感官和理化指标等方面都优于纯果汁酿造的果

醋。该试验研究为我市柑桔果醋酒精酿造工艺提供了

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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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材料抗赤霉病性鉴定

陈正道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小麦赤霉病是世界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广泛发生

的一种小麦主要病害，我国长江中下游、华南冬麦区

及东北春麦区东部赤霉病的危害较为严重，该病主

要是由禾谷镰刀菌引起，症状通常表现为茎腐和穗

腐［1］。据统计，我国小麦赤霉病的发生面积已超过

670万公倾，占小麦总种植面积的1/4，严重时小麦穗

发病率可达50％ ～ 100％，减产10％ ～ 40％，小

麦赤霉病的发生造成小麦产量和品质严重下降，而

且人畜食用病麦粒后会造成中毒［2，3］。本试验通过对

小麦抗赤霉病抗性的鉴定研究，对今后做好小麦赤

霉病的预报和抗病品种选育具有积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材料

供试小麦材料为：99 - 607（四川省农科院育成

的新品系，抗赤霉病性弱，属HS级）；101 - 3（四川农

业大学选育的新品系，赤霉病抗性较强，属MR级）；以

99 - 607为父本，101 - 3为母本进行杂交获得其重

组自交系（RIL）材料，利用RIL对赤霉病抗性进行鉴

定研究。

1.1.2 供试菌种

开花时用采集的赤霉病粒经室内菌种培养、分

离提纯、纯菌种扩繁培养后，于接种前水洗菌种制成

孢子悬浮液，孢子浓度以显微镜低倍镜（10 × 10）

下每视野内20 ～ 30个孢子数为标准［4］。

1.2 试验方法

1.2.1 田间接种

采用小穗单花滴注接种法：于小麦齐穗至始花

期选择尚未开花的麦穗，以5号针头注射器向麦穗中

部小穗注入10 ul培养好的子囊孢子悬浮液（每毫升

内含5000个孢子），两个亲本材料各接种6穗，重组

自交系材料因生长状况不一致，故每个株系接种

3 ～ 6穗。接种时间选在阴天下午4时以后，接种

时不断摇晃悬浮孢子液以保证菌液浓度相对一致，

接种后挂上标有日期的纸牌并套袋保湿。试验期间

遇晴天天气，早晨和傍晚需用喷雾器迷雾保湿，两周

后开始调查不同材料的病小穗数和总小穗数。

作者简介：陈正道（1989-），江西上饶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茶树标准化栽培和茶树资源保护利用研究，联系电话18767892778。

摘 要：供试小麦材料为赤霉病抗性级别为高感的品系99 - 607和具有稳定遗传性状且赤霉病抗性级别为中抗的新品系

101 - 3，再通过杂交获得重组自交系（RIL）材料。采用小穗单花滴注接种法对材料的抗赤霉病性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亲本的抗

性与历年观察一致，RIL 材料中抗性出现超亲现象，且偏向抗性亲本，其中 MR、MS 级抗性材料分别占总材料数的 65.3%和

26.1%，R、S级抗性材料所占比例均为4.3%，且RIL材料之间抗赤霉病性差异极显著，存在可遗传变异。

关键词：小麦；赤霉病；抗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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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抗性评价及其标准

田间病穗分级标准采用全国统一划分标准：

⑴病小穗率

病小穗率=（病小穗数/总小穗数）×100%。

⑵病穗分级

0级：无病；1级：发病小穗数占全部小穗数的1/

4以下；2级：发病小穗数占全部小穗数的1/4 ～ 1/2；

3级：发病小穗数占全部小穗数的1/2 ～ 3/4；4级：发

病小穗数占全部小穗数的3/4以上或全部枯死。

⑶病情指数

病情指数=各级病穗数级（0 ～ 4）×相应级别

的总和×100%/总穗数×最高病级。

⑷抗病类型

抗（R）：病情指数 ≤ 10；中抗（MR）：病情指数

10.1 ～ 25.0；中感(MS)：病情指数25.1 ～ 50.0；

感病(S)：病情指数50.1 ～ 70.0；高感（HS）:病情指

数70.1 ～ 100.0［5］。

3 结果与分析

3.1 小麦材料赤霉病抗性表现

表1为试验材料赤霉病抗性鉴定结果，其中亲本

材料99 - 607的病小穗率为84.17％，病情指数高

达87.5，严重度为4级，属于高感（HS）品种；101 - 3

材料的平均发病率为9.17％，病情指数为20.8，严重

度为1级，属中抗（MR）品种。RIL材料鉴定结果显示

表现抗的小麦品种病情指数为 5.0，病小穗率为

18.46％；表现中抗的小麦品种病情指数变幅为

20.0 ～ 25.0，病 小 穗 率 变 幅 为 7.92％ ～

15.53％；表现中感的小麦品种病情指数变幅为

30.0 ～ 40.0，病 小 穗 率 变 幅 为 13.64％ ～

24.49％；表现感的小麦品种病情指数为66.7，病小

穗率为60.33％。试验结果表明RIL材料抗性出现

超亲现象，可用于抗赤霉病性品种的筛选工作当中。

图1为 23份RIL材料各抗性级别所占比例：抗

表1 小麦材料赤霉病抗性鉴定结果表

株系

99-607
101-3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L16
L17
L18
L19
L20
L21
L22
L23
L24

病小穗数

101
11
18
15
9

16
12
26
24
19
24
11
16
15
5

10
13
73
28
16
23
8

21
16
16

总小穗数

120
120
121
116
70

103
88

139
130
125
98

101
119
115
58
119
101
121
115
117
112
101
104
126
105

病小穗率

84.2
9.2
14.9
12.9
12.9
15.5
13.6
18.7
18.5
15.2
24.5
10.9
13.5
13.0
8.6
8.4
12.9
60.3
24.4
13.7
20.5
7.9
20.2
12.7
15.2

抗性分级

0 1 2 3 4
0 1 0 0 5
0 6 0 0 0
0 6 0 0 0
1 4 0 0 0
0 3 0 0 0
0 4 1 0 0
0 3 1 0 0
0 4 2 0 0
0 5 1 0 0
0 6 0 0 0
0 3 1 1 0
0 5 0 0 0
0 5 1 0 0
0 6 0 0 0
0 3 0 0 0
0 6 0 0 0
0 5 0 0 0
0 2 1 0 3
0 4 0 2 0
0 6 0 0 0
0 3 3 0 0
0 5 0 0 0
0 4 1 0 0
0 6 0 0 0
0 5 0 0 0

病情指数

87.5
20.8
25.0
20.0
25.0
25.0
31.2
33.3
5.0
25.0
40.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66.7
33.3
25.0
33.3
25.0
30.0
25.0
25.0

抗病类型

HS
MR
MR
MR
MR
MR
MS
MS
R

MR
MS
MR
MR
MR
MR
MR
MR
S

MS
MR
MS
MR
MS
MR
MR

注:L2-L23代表重组自交系材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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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达R级的有1份，占重组自交系材料鉴定总数的

4.3％；抗性达MR级的有15份，占65.3％；抗性达MS

级的有 6 份，占 26.1％；抗性达 S 级的有 1 份，占

4.3％；HS级抗性的材料数为零。因此，赤霉病抗性

表现为中抗和中感的材料所占比例较大，两者占总

材料数的91.4％。

3.2 小麦RIL材料病小穗率统计分析

表2为重组自交系材料的病小穗率方差分析结

图1 RIL材料中各抗性级别所占比例

果。其中，株系间F值为 3.80 ＞ F0.01（22，99）＞

F0.05（22，99），故P ＜ 0.01，说明小麦重组自交系材

料间抗赤霉病性存在极显著差异。

变异来源

株系间

株系内（误差）

总变异

SS

14186.5

16800.6

30987.1

DF

22

99

121

MS

644.8

169.7

F

3.80**

显著性

F0.05 F0.01

1.66 2.03

表2 小麦RIL材料田间接种后病小穗率方差分析表

3 讨论

小麦对赤霉病的抗性一般分为类型Ⅰ（抗初侵

染）、类型Ⅱ(抗扩展)、类型Ⅲ（对DON毒素的抗性）、

类型Ⅳ（籽粒发育所表现出的抗性）、类型Ⅴ（耐病

性）5种类型［6］。目前有关抗初侵染方面的研究不

多，其受年份和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而抗扩展则有

一定的稳定性[7]。本研究所用小麦材料数量较少，且

仅以抗扩展作为鉴定赤霉病抗性的标准，这样会造

成一定的实验误差。因此，后续应加强对抗侵染情

况的研究，通过获得抗扩展与抗侵染相结合的方法

来鉴定赤霉病抗性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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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山羊舍饲养殖发展前景和技术特点

周天星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作者简介：周天星（1967-），男，浙江缙云人，高级畜牧师，从事动物科学研究。联系电话：0578-2028239。

1 发展前景

山羊肉以其肉质鲜嫩、味美、多汁，胆固醇低，营

养丰富等特点，一直深受人们喜爱，成为冬季滋补佳

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和营养需求，在消费市场

的比重也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而逐渐增加。目

前，我国羊肉产量仅占肉类总产量的4%左右，年人均

占有量不足2.5千克，与其他肉类相比具有很大的市

场潜力。

由于传统的山羊养殖方式以放牧为主，受放牧

条件的限制，规模化程度不高，人工成本高，养殖收

入低，同时，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等工程的

开展，山羊放牧饲养的空间已越来越少，山羊生产的

发展面临着挑战。山羊养殖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

转型期，即羊肉生产结构由成年羊肉转向羔羊肉，饲

养方式从粗放式经营逐渐转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

转变。因此，山羊舍饲养殖将成为实现山羊养殖转

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山羊舍饲养殖的优点：一是避免了由于放牧农

作物和植被的损害，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二是舍饲

饲养的山羊生长速度快，出栏周期短，且有利于羊舍

清洁卫生，疾病发生减少，提高羔羊成活率；三是实

现了养羊不再受地域、草场、天气等条件的制约，有

利于提高养殖规模和单位面积饲养量；四是充分利

用农作物秸秆等资源，提高秸秆利用率，减少资源浪

费，保护环境；五是可实现机械化和智能化养殖，提

高养殖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2 技术特点

山羊高床舍饲养殖技术是一项综合技术，包括

高床羊舍的设计与建造、羊品种选择、牧草种植和饲

料生产、饲养管理、疾病综合防治技术。

2.1 高床羊舍的建造

羊舍可建双列式羊舍和单列式羊舍，羊舍长度

根据饲养规模确定，一般羊舍长度可修15 ～ 30米，

墙高 4 ～ 5 米。羊舍所需面积 ：按每只公羊

1.5 ～ 2平方米，每只母羊1 ～ 2平方米，每只肉

羊0.6 ～ 0.8平方米确定，运动场面积为羊舍的

1.5 ～ 2倍。

羊床宜采用木条铺设，也可采用其他材料。木

条宽5厘米，厚4厘米。木条间隙小羊1.0 ～ 1.5厘

米，大羊1.5 ～ 2.0厘米。羊床离地面0.5 ～ 0.6

米。羊床下地面的坡度为10度左右，后接粪尿沟。

舍内地面用砖或水泥处理，运动场用全砖或半砖或

三合土处理。饲槽可采用水泥槽或木槽，槽上宽35

厘米，下宽30厘米，高20厘米。每个羊圈设一个饮

水位。双列式羊舍中间人行走道宽1.5 ～ 2.0米，

羊栏高度1.0 ～ 1.2米，窗户距羊床1.2米。每个

羊圈下面设出粪口，长2米，宽0.7米。粪尿沟宽35

厘米，深20厘米，粪尿沟也要有倾斜的坡度（5度）。

在羊舍低的一端修一个粪尿池或沼气池。

2.2 山羊品种选择

一是选择地方优良山羊品种如南江黄羊、黑山

羊以及本地山羊等，引进品种有波尔山羊、努比羊；

二是选择杂交种，包括两个或多个山羊品种杂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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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如波杂羊、黄杂羊、努杂羊等。

2.3 饲料来源

2.3.1 种植优良牧草

当前适合我国南方种植的主要牧草品种有甜象

草、紫花苜蓿、墨西哥玉米、黑麦草、高丹草等。

①甜象草喜温暖湿润气候，适应性很广，在气温

5 ℃以下时停止生长，8 ～ 10 ℃时生长受抑制，

12 ～ 14 ℃时开始生长，23 ～ 35 ℃时生长迅

速。年亩产鲜草12000千克以上。

②紫花苜蓿是世界上栽培最早，分布面积最大

的多年生豆科牧草品种。一年种植可利用6年以上，

南方年刈割4 - 5次，亩产鲜草4000 - 5000千克。

③墨西哥玉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遗传稳定，分

蘖力强，适应力和再生性好，高产优质，茎秆粗壮高

大，枝叶繁茂，质地松脆，味甜，是山羊极佳青饲料。

青饲亩产可达5000千克以上。

④冬牧70黑麦草具有越年生牧草，喜湿、耐寒、

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有广泛的适应性，抗病力、分

蘖力强，再生性好，是最好的冬季牧草之一。年刈割

3 - 4次，亩产鲜草4500 - 6500千克。

⑤高丹草是一年生禾本科牧草，喜温不耐寒，耐

旱怕霜冻，根系发达，株高2-3米，苗期生长缓慢，不

宜连作。年刈割3 - 4次，亩产鲜5000 - 6000千

克。

2.3.2 利用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废弃物

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种类多，产量大，例如水

稻秸秆、小麦秸秆、玉米秸秆、豆类秸秆、茭白叶、蕃

薯藤、笋壳等等；农产品加工废弃物如豆腐渣、酒糟、

药渣、菌糠等资源都可作为山羊的饲料来源。农作

物秸秆在具有粗蛋白质含量低，粗纤维含量高，含有

不易被家畜消化的木质素，无氮浸出物含量高，主要

是半纤维素和聚糖醛酸。有些秸秆质地粗硬，适口

性差，山羊采食率低，通过在对秸秆采用青贮、氨化、

生化发酵等方法处理后，降解了木质素，降低粗纤维

含量，提高营养价值和利用率、消化率，增强适口

性。在实践中，肉羊粗饲料处理，一般通过综合运用

物理处理、化学处理和生物处理等方法进行加工调

制，可有效提高其适口性、营养价值和消化率。农作

物秸秆的贮藏和加工方法是提高秸秆利用率和降低

饲料成本的关键技术。

2.4 饲养管理

采取全混合日粮饲喂方式，根据肉羊各生长阶

段的营养指标和需求，利用本地饲料资源，设计饲料

配方，为山羊提供全价饲料。优化配置供料供水，清

粪、饲料加工等设施，降低养殖管理成本。

2.5 疾病综合防治技术

在春秋两季注射羊三联四防苗、传染性胸膜肺

炎疫苗、口蹄疫疫苗和其他规定注射的疫苗。在春

秋两季采用丙硫苯咪唑、阿维菌素等药物对山羊进

行体内体外驱虫。羊舍及运动场经常保持清洁卫

生，定期对羊舍及用具消毒。常用消毒药品有3%来

苏水、2%烧碱水、10%石灰乳等，1 ～ 2周对羊舍等进

行一次消毒。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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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单季茭-双季茭（夏茭）轮作栽培与技术

丁潮洪1，王来亮1，王 斌2

（1.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323000；2.丽水市昊山峰果蔬菜专业合作社，浙江 缙云 321402）

作者简介：丁潮洪（1974-），男，浙江缙云人，高级农艺师，从事蔬菜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联系电话：0578-2028098。

浙江省是我国茭白种植面积最大的省，栽培面

积占全国40％强[1]。茭白按感光性和采收季节分单

季茭和双季茭两大栽培类[2]，单季茭一般于冬春定

植，7 － 9月采茭，一年采收一次，667 ㎡产量约

1800 ㎏。也有些地方如武汉进行单季茭延秋栽培，

7月定植，10 － 11月采收，取得了一定成效[3]；双季

茭一般于7月定植，10 － 11月采收秋茭，秋茭产量

1400 ㎏，再于来年4 － 6月采收夏茭，夏茭产量约

2000 ㎏ 从2014年开始，笔者分别在浙江省丽水市

缙云县的昊山峰果蔬专业合作社、麻虎强家庭农场

开展同一田块中双季茭（夏茭）—单季茭轮作栽培模

式的研究与示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将该模式的

主要技术作如下介绍，以飨读者。

1 双季茭（夏茭）—单季茭轮作模式优

势

1.1 品质提升

首先，6月中下旬种植单季茭并于10月采收茭

白，替代传统双季茭种植采收的秋茭，从茭白品质对

比，单季茭的茭体大且品质明显优于双季茭；其次，

该模式双季茭于10中下旬定植，翌年5月中下旬只

采收一季夏茭，该模式夏茭比传统双季茭种植的夏

茭由于较深土层芽萌动分蘖生成，茭肉厚实、滑嫩，

品质更优。

1.2 产量提高

与高山地区传统种植一季单季茭比，该模式增

加了一季双季茭夏茭的产量；与平原地区种植双季

茭相比，替代种植的单季茭产量略高于双季茭秋茭

一季的产量。

1.3 错开上市期

在浙江省丽水地区，采用该模式种植后，双季茭

夏茭上市时间相当，但单季茭上市时间早于传统种

植双季茭秋茭上市时间10天左右，此时高山单季茭

及平原单季茭“一季两茬”的二茬均已下市，刚好有

一个季节差。

1.4 效益提升

该模式在缙云县的昊山峰果蔬专业合作社、麻

虎强家庭农场示范结果表明，相对于传统一年采收

两次的双季茭种植，亩效益由1.1 ～ 1.2万元增加

至1.5 ～ 1.6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2 茬口安排

6月中下旬单季茭定植，9月底至10月上旬采收

单季茭一次；10月中下旬定植双季茭，翌年5月中下

摘 要：茭白按感光性、采收季节分为单季茭和双季茭两种栽培型，在浙江省主要茭白产区，单季茭与双季茭分别在山地与

平原地区栽种，其上市时间完全错开。本文主要总结了在浙江平原地区同一块田地进行茭白单、双季换茬轮作新模式，具体介

绍了该种植模式的技术要点，为各地茭白种植提供新的模式借鉴。

关键词：茭白；轮作；模式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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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采收双季茭（夏茭）一次。

3 单季茭栽培

3.1 假植育苗

在单季茭田中，选取上一年度结茭率高、肉质茎

形状佳、无雄灰茭、成熟期集中的茭墩作为种墩标

记，4月份将种墩分株假植至秧田，株行距30 ㎝ ×

30 ㎝。

3.2 定植

6月上中旬，双季茭夏茭采收完毕后，进行翻耕，

每667 ㎡施有机肥1000 ㎏、碳氨40 ㎏、磷肥25㎏

作为基肥。6月中下旬在单季茭秧田中起苗定植，定

植时将定植苗（茭杆）剪去上部叶片，保留叶鞘长30

㎝，减少蒸发，提高分株定植成活率。茭杆扦插定植

行距 70 ～ 80 ㎝，株距 25 ～ 28 ㎝，亩插茭杆

3600 ～ 3800株。

3.3 施肥

在移栽后10余d，茭苗开始返青后至8月上旬，

分3次进行追肥，前2次期施肥量略少，每667 ㎡施

尿素5 ～ 10 ㎏，第三次每667 ㎡施尿素10 ㎏、钾

肥15 ㎏。9月上旬待50％左右植株开始孕茭时施

孕茭肥，每667 ㎡施复合肥20 ㎏。待田间20％左

右茭白采收后再施一次孕茭肥，每667 ㎡施复合肥

20 ㎏。

3.4 水份管理

单季茭植株生长时期正值高温，有条件田块应

尽量加深水层，活水窜田，降低田间水温，有利于植

株生长。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放水搁田10余天，

增加土壤含氧量，以利植株根系深扎，增强植株抗台

防倒伏能力[4]。孕茭期应加深水层至10 ㎝以上。

3.5 病虫防治

常规种植单季茭在高山区域6 ～ 8月高温高湿

期，病虫害发生严重，而在单、双季茭换茬轮作种植

模式中由于单季茭生产期短、通风透光条件好，病虫

害发生相对较轻。重点做好二化螟、长绿飞虱等病

虫的防治，8月份以后加强锈病的防治，胡麻叶斑病、

纹枯病时有发生。茭白病虫害的防治应在农业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的基础上，结合化学防治进

行综合防控。

3.5.1 农业防治

及时去除茭株基部老、黄、病叶及无效分蘖，改

善株间透光条件，抑制病害发生。冬季齐泥面割除

茭白残株，集中销毁，降低虫口基数。结合茭白植株

生育进程灌深水杀蛹。根据土壤肥力和作物需肥特

性，注重平衡施肥[5]，增强抗性。

3.5.2 物理防治

杀虫灯对螟虫具有较好的诱杀作用，规模基地

每30亩安装1盏杀虫灯，架线不便的基地可安装太

阳能杀虫灯。

4 － 9月间利用性诱剂诱杀二化螟，每亩茭田

安装1套二化螟诱捕器，每个月更换诱芯，可较好地

控制二化螟危害。

3.5.3 化学防治

茭田发生较重病虫害有锈病、纹枯病、胡麻叶

斑、二化螟、长绿飞虱、蓟马等[4]。大田翻耕、平整时，

每667 ㎡撒施石灰50 ～ 100 kg，既可杀除土壤中

的病菌，又可调整土壤pH值。

锈病发生初期，用12.5%烯唑醇WP 3000倍液、

20%腈菌唑WP 2000倍液或10%苯醚甲环唑WG 2000

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 ～ 10 d喷一次，共喷2 ～ 3

次，不同药剂交替使用，每种杀菌剂在一个生长季节

最多使用2次。

胡麻叶斑病发病初期，用20%三环唑WP 800倍

液、10%苯醚甲环唑WG 2000倍液或80%代森锰锌WP

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 - 10 d喷一次，连续防

治2 ～ 3次。

纹枯病发病初期，用20%三环唑WP 500倍液、5%

井岗霉素WP 600倍液或50%多菌灵WP 800倍液喷雾

防治，每隔7 - 10 d喷一次，连续防治2 ～ 3次。

二化螟、大螟幼虫孵化高峰期，用20%氯虫苯甲

酰胺3000倍液或2%阿维菌素EC 1500倍液或苏云金

杆菌（BT粉剂）1000倍液或0.1%苦参碱SP1000倍液

喷雾，交替使用。

长绿飞虱、蓟马若虫低龄期，用10%吡虫啉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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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倍液或25%噻嗪酮WP 1500倍液或5%啶虫脒WP

1500倍液喷雾防治。

3.6 单季茭采收

9月中下旬，单季茭采收，至10月上旬基本采收

完毕。此时间段内高山单季茭及平原单季茭“一季

两茬”的二茬均已临近下市，品质也下降，同时，双季

茭秋茭还未上市，市场上茭白产品较少，市场价格相

对较高。按2014年、2015年的市场行情，单季茭市

场均价3.2元/㎏，比双季茭秋茭高0.8元/㎏。

4 双季茭栽培

4.1 假植育苗

选取常规双季茭种植已育好的种苗，于7月下旬

假植至秧田，株行距30 ㎝ × 50 ㎝，以备10月份

双季茭定植。也可在6月上中旬，双季茭夏茭采收完

毕后，选取茭墩，分株假植。

4.2 定植

10月上旬单季茭采收完毕后，亩用70 ㎏石灰进

行消毒，翻耕茭田，667 ㎡施有机肥1000 ㎏、碳氨40

㎏、磷肥25 ㎏作为基肥。采用宽窄行扦插定植，大

行距110 ㎝、小行距70 ㎝，株距40 ～ 50 ㎝，亩栽

1500 ～ 1600株，较常规双季茭种植密植。

4.3 施肥

10月份定植成活后，追肥一次，667 ㎡尿素10

㎏。翌年3月上旬至4月上中旬，进行2 － 3次追

肥，667 ㎡施尿素、复合肥各5 － 10 ㎏。待50％左

右植株开始孕茭时施孕茭肥，每667 ㎡施复合肥

20 kg。待田间20％左右茭白采收后再施一次孕茭

肥，每667 ㎡施复合肥20 kg。

4.4 水份管理

双季茭定植成活后，田间保持5 ㎝左右水层，稳

定土温，有利于入冬前植株生长发育，提高植株生长

量。进入12月后，保持茭田湿润越冬。翌年2月中

旬后，茭田保持2 － 5 ㎝左右浅水，促进茭田土层

回温。3月下旬定苗后，加深水层，控制分蘖。5月上

中旬进入孕茭采收期后，保持15 ㎝以上深水。

4.5 定苗

10月初双季茭定植后，一般有1个月半以上生

长期，当年可抽生分蘖10来苗，翌年可抽分蘖35 ～

40苗，生产中要控制好分蘖，一般每穴留有效分蘖

15 ～ 18苗。若定植期秋冬气温下降快，分蘖少，则

第二年春季夏茭抽苗过少，需要进行补苗。

4.6 病虫防治

双季茭夏茭病虫发生相对较轻，主要需做好胡

麻叶斑病、二化螟等病虫防治，防治方法可参考单季

茭病虫防治。

4.7 采收

双季茭夏茭露地栽培一般在5月上中旬开始采

收，至6月上旬采收结束。采用大棚栽培则可提前至

4月中旬采收，5月下旬采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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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简化整形新模式——两主枝开心形

柳旭波，范芳娟，周慧娟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针对桃树在南方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下顶端优势强、营养生长旺的生长发育特点，研究并推出了有别于Y型整形的桃

两主枝开心形，该树形通过在适度开张的两主枝上配置侧枝和结果枝组来调和树势，促进成花坐果。本文对桃两主枝开心形树

体结构、整形方法、树形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并阐明了桃两主枝开心形在浙闽丘陵山地桃区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桃；整形修剪；两主枝开心形；省力化

作者简介：柳旭波（1964-），男，浙江丽水人，研究员，从事水果技术研究及推广工作。联系电话:0578-2028893。

桃树是喜光树种，分枝力强，生长量大，如整形

修剪不合理，容易导致枝梢徒长，引起枯枝空膛，结

果部位外移，影响桃果产量和品质，因此，在桃树生

产管理上需要研究适合地域气候环境特点的树形。

我国桃生产中采用的主要树形是三主枝自然开心

形，该树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整形修剪技术相对复

杂，树冠成形较慢，进入丰产期后容易郁闭，致使树

体结果表面化，并使果园劳作环境变差。近几年来，

在南方部分桃园采用了桃主干形[1]整形方式，这种树

形适合北方温凉干燥的气候环境，成形快，投产早，

但在南方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下树势难以控制，容易

上强下弱，难以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的矛

盾。为此，近几年来，笔者开展了浙闽丘陵山地桃

区[2]桃简化整形修剪专题研究，在开展多项树体结构

参数对比试验的基础上，推出了桃两主枝开心形新

模式，该项整形技术克服了南方桃小角度高冠整形

会导致树体上强下弱、不易成花坐果的现实问题，已

在生产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1 桃两主枝开心形树体结构

该树形定干高度40 - 50 cm，树高2.2 - 2.5

m，最高不超过3.0 m，主枝两个，枝距10 - 15 cm，两

主枝间的水平方位夹角180度，主枝与中心线的垂直

夹角为基角35 - 40度、腰角50 - 60度、梢角40 -

50度，两主枝基部夹角70 - 80度，适当开张主枝角

度有利于缓和桃的顶端优势，树冠通风透光好，根据

行距宽窄，每主枝配置2 - 3个侧枝，有利于加大主

枝的尖削度，提高主枝负载量，第一侧枝距主干30 -

40 cm，侧枝与主枝的分枝角度50 - 60度，向外侧延

伸，侧枝在主枝上不要相互顶头，第二侧枝在主枝的

另外一侧，距第一侧枝40 - 50 cm，第三侧枝可以不

配置，若配置的距第二侧枝30 - 40 cm，与第一侧枝

同向，主枝和侧枝上配置结果枝组与结果枝，各枝组

向主枝两侧伸展或稍向背后，有利于调控结果枝方

位和角度。

2 桃两主枝开心形整形方法

2.1 定植当年

主要任务是促进主枝侧芽萌发生长并合理调控

枝梢方位。种植株行距一般为2 - 2.5 m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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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定干高度40 - 50 cm，当新梢长达30 - 40 cm

时，选留2个长势健壮、着生匀称、东西方向的新梢作

为主枝培养，并且两个主枝间距要错开10 - 15 cm，

其余剪除。主枝背上的直立枝，一般不保留，当主枝

上二次枝长到20 - 30 cm时，要选择生长中庸的

2 - 3个侧枝进行摘心处理，促发分枝，斜上生长的

副梢可以用拿枝软化办法调整枝梢角度。冬季修剪

时两主枝单轴延伸，保持主枝角度和生长势，主枝延

长枝留 60 - 70 cm 短截，剪口芽留外芽，其顶部

30 - 40 cm范围内不留竞争枝，对主枝中下部枝条

要求去旺留壮，去直留斜，保留中庸偏壮的斜生枝，

结果枝粗度为0.5 - 0.6 cm，采用长枝修剪方式。

2.2 定植第2年

定植后第2年开始少量挂果，进入初结果期。此

期主要目标是培养强壮的主枝，增加枝量，为下一年

丰产打好基础。要求及时抹去主枝背上枝和过密

枝，保留剪口下第一芽作为主枝延长枝，当延长枝长

达40 - 50厘米时进行摘心，促发副梢。在保证树冠

不郁闭和枝条不重叠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有限空

间，促进侧生枝萌发，培养生长势不太旺的中庸枝，

并利用拿枝软化技术抑制新梢加长生长。冬季修剪

主要以疏为主，疏除过密枝、过旺枝。结果枝的更新

采用长枝修剪法，即中长果枝结果后，随着果实重量

的增加，枝条逐渐下垂，其基部芽易抽生出新的枝

梢，冬季修剪时，选留长势中庸，姿势平斜的，留作预

备枝，把已结过果的母枝回缩到基部预备枝处。

2.3 定植第3年后

定植第3年后树体骨架基本形成，进入盛果期。

此时期主要目标是保持两主枝强壮的优势，平衡树

冠上部与下部的树势。盛果期树冠容易出现“上强

下弱”的现象，对树冠上部要进行疏除过密枝、过旺

枝，一般同侧新梢基部保持20 - 25 cm的间距，斜生

枝、侧生枝应控制旺长，及时摘心，促进上部多结果，

以果压势，削弱上部树势。对树冠下部可利用徒长

性结果枝或长果枝培养中、小型结果枝组，促进中、

短果枝形成，缓和枝梢生长势。桃树新梢年生长量

大，要控制侧枝加长生长，当相邻植株侧枝延长枝出

现交接时应回缩至前部有壮枝分叉处，使树体间距

保持在20 - 30 cm。冬季修剪方法基本上同上年一

样，以疏为主，果枝更新利用长放修剪法。对已超过

2.5 - 3.0 m高度的树，及时采取落头修剪措施。

3 桃两主枝开心形修剪方法

3.1 夏季修剪

夏季生长前期，要求抹除或疏删主枝和侧枝延

长枝的竞争枝、主枝和侧枝背上的强旺枝、树冠内膛

过密枝，保持树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夏季生长

后期，通过拉枝、拿枝等措施调整主枝、侧枝及结果

枝组延长枝的延伸方向，通过改变结果枝组发展空

间弥补树冠空缺部位。

3.2 冬季修剪

桃两主枝开心形以长枝修剪[3]为主，一般仅在结

果枝组配置或衰老枝组更新阶段结合使用短截、摘

心等方法，桃树长枝修剪是一种简化修剪技术，相对

于传统的短枝修剪技术而言，长梢修剪技术是一种

基本不使用短截，仅采用疏枝、回缩和长放的修剪技

术，中长果枝一般不剪截，只疏剪过密枝、病弱枝，但

短果枝、花束状果枝也是重要的结果枝。对主枝和

侧枝的延长枝一般留饱满芽处短截，剪口芽留外芽，

当主枝和侧枝延长枝因开张角度过大或生长过弱

时，在中后部强旺枝处进行回缩换头，以抬高梢角保

持生长势。

4 桃两主枝开心形树形特点

4.1 开角调势

在北方冷凉少雨气候环境下，桃树适宜采用主

枝小角度开张的Y型树形[4]，可以直接在主枝上配置

结果枝，但在南方高温高湿气候环境下，桃顶端优势

表现十分显著，枝梢若过度直立则成花难，桃两主枝

开心形通过适当拉大两大主枝开张角度和在主枝上

35



丽水农业科技2016年第3期·技术交流·

配置侧枝和结果枝组来调和树势并促进成花坐果。

4.2 省力高效

该树形骨架简单，分枝级次少，主枝尖削度大，

树体抗负载力强，采用宽行密株定植方式，方便整枝

修剪、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等管理作业，也有利于果

园机械通行，有效地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

率，促进了省力化栽培[5]。

4.3 提质转型

该树形适度开张，通风透光良好，能够充分利用

太阳光能，果实着色佳、品质好，由桃树——植被

——土壤构建了桃园微生态环境，不利于病虫滋生，

促进了绿色安全果品生产，同时，这种宽行密株定植

方式迎合了桃观光采摘园建设需求，方便游客深入

桃园开展赏花品果等观光体验活动[6]。

5 桃两主枝开心形应用前景

省力化栽培和标准化生产是现代果业发展的新

趋向，桃两主枝开心形是桃树简化、规范整形新模

式。桃两主枝开心形既是对桃三主枝自然开心形的

简化也是对桃小角度高冠Y型树形的改进，这种桃树

整形新模式根据南方温暖湿润地区桃生长发育特

点，操作简便，推广应用后对南方桃区桃业提质增效

和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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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生南国”的“红豆”到底是什么植物？

方 洁，程科军

（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提到红豆，就让人想到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

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

相思”。诗中借红豆来寄托相思之情，表达了对友人

的无限眷怀。现在，被称为“相思豆”的红豆也早已

成为情侣以及亲友间相互思念的一种信物。相传古

时有位男子出征，其妻朝夕倚于高山上的大树下祈

望。因思念边塞的爱人，常在树下哭泣。泪水流干

后，流出来的是粒粒鲜红的血滴。血滴化为红豆并

生根发芽，长成大树，结满了一树红豆，人们称之为

相思豆。日复一日，春去秋来，大树的果实伴着姑娘

心中的思念，慢慢地变成了地球上最美的红色新型

种子-相思豆。那王维诗中提到的“红豆”到底是什

么植物呢？民间说法不一，主要包括相思子、赤豆、

红豆杉、海红豆和红豆树。

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又名鸡母珠，为豆科

蝶形花亚科相思子属的植物。攀援灌木，枝细弱，产

于中国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山地疏林中。含有相

思子碱、胆碱、胆甾醇等物质，具有清热解毒，祛痰和

杀虫的功能，主治腮腺炎，风湿骨痛。相思豆的叶、

根和种子均有毒，其中毒症状表现为食欲不振，恶

心，呕吐和腹痛等，严重者可能会呈现呼吸性窒息而

死亡。相思子的种子为椭圆形，平滑具光泽，上部约

2/3为鲜红色，下部1/3为黑色。这表明相思子为灌

木，而不是树木，这与传说中的大树不符。从唐代诗

句“江头学种相思子，树成寄与望乡人”中也可看出

红豆为树木。从美观上看，全红色似乎比半红半黑

色更美。因此，尽管其名为相思子，却并非我们所指

的相思红豆。

赤豆（Phaseolus angularis (Willd.) W. F. Wight.），

俗称红豆、小豆，为豆科豇豆属植物，一年生、直立或

缠绕草本。原产于亚洲，我国南北均有栽培。种子

通常暗红色或其他颜色，长圆形，两头截平或近浑

圆，种脐不凹陷。因富含淀粉、蛋白质、糖类和氨基

酸等营养物质，常被作为粮食和副食品。红色赤豆

作者简介：方 洁（1989-），女，浙江丽水，实习研究员，从事中药材生理生化与繁育工作研究。联系电话：1586922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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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药可治水肿脚气、泻痢、痈肿，并为缓和的清热解

毒药及利尿药，被收录于2015版药食同源药材中。

赤豆与“红豆”不仅有草本、木本的区别，其功能也完

全不同，怎能混为一谈？

红豆杉（Taxus chinensis (Pilger) Rehd），又名紫

杉，为红豆杉科红豆杉属的植物，常绿乔木，耐阴树

种。中国特有树种，在中国南北各地均适宜种植，具

喜阴、耐寒、抗寒的特点。红豆杉的根、茎和叶都可

以入药，含有紫杉醇、紫杉碱、双萜类化合物等物质，

可以治疗尿不畅、消除肿痛，也具有抗癌功能，并对

抑制糖尿病和治疗心脏病也有一定的作用。红豆杉

的种子被鲜红色杯状肉质假种皮所包围，上部开口，

卵圆形种子露出，种子基部有圆形种脐。虽为木本

植物，但其种子与我们常见的“红豆”性状不相符，因

此也并非所说的相思红豆。

海红豆（Adenanthera pavonina），又名孔雀豆、红

豆和相思豆，为豆科海红豆属植物，落叶小乔木。在

我国分布于福建、台湾、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多生

于山沟、溪边、林中或栽培于庭园。含有甾豆醇、蛋

白酶抑制剂、查尔酮等多种物质，其根有催吐、泻下

作用，叶具有收敛作用，可用于止泻。疏风清热，燥

湿止痒，润肤养颜。海红豆之名源于唐时著作《海药

本草》。其种子近圆形至椭圆形，鲜红色，有光泽。

从种子全红美丽且是树木来看，王维笔下的红豆极

有可能是该种植物。

红豆树（Ormosia hosiei Hemsl. et Wils.），又名何

氏红豆、江阴红豆，为豆科红豆属植物，常绿或落叶

乔木。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地，为长江以

南较广分布。红豆树味苦，有小毒，含有N-甲基金雀

花碱、红豆树宁碱和黄花木碱等生物碱，具有理气和

痛经的功能，主治疝气，腹痛，血滞，闭经。其种子近

圆形或椭圆形，鲜红色，光亮美观，也极可能是红

豆。而且红豆树在民间栽种有较长的历史，例如江

苏江阴县的红豆村里有一棵红豆树，相传是1400多

年前，梁武帝长子肖统种植的。此树现高10米，仍健

茂，种子鲜红美丽，民间将此传为历史上的红豆，并

已成为古文物。另外常熟市红豆山庄有一棵红豆

树，高14米，为明代遗物。可见红豆树在江南流传种

植较为普遍。同时相比较海红豆局限于热带地方，

红豆树分布较广，更为人所知，为人所得。而唐朝也

更有可能将此树种子作为红豆看。

综上所述，红豆的种类虽然很多，但真正能代表

相思、寄托相思之情的相思豆，最有可能是海红豆和

红豆树。不过，相思红豆也并不是只生于南国，而是

遍布于我国中部和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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