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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雨栽培对南方甜樱桃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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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避雨栽培可提高甜樱桃的产量和品质袁尤其是在多雨地区效果明显遥本文综述了避雨栽培概况袁并结合前人的研究袁从生长环
境尧物候期尧营养生长尧生殖生长及病虫害 5 个方面分析了避雨栽培对甜樱桃生长发育的影响袁同时探讨了避雨设施未来的发展前景袁以期
为南方多雨地区栽培甜樱桃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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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on Effects of Rain Shelter Cultivat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runus avium L. in Sou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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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in shelter cultivation could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Prunus avium L. in rainy area.Combined with previous
studies袁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ain shelter cultivation袁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rain shelter cultivation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runus avium L. from five aspects袁including growth environment袁phenological period袁nutritional growth袁reproductive growth and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袁and finally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helter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袁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unus avium L. in the southern rain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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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甜樱桃渊Prunus avium L.冤又名大樱桃尧甜樱桃袁是

用袁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裂果和病虫害的发生[5-7]袁提高了果

蔷薇科李属樱桃亚属植物遥其果实色泽鲜艳袁甘甜可口袁营

农收入遥

养丰富袁有野百果第一枝冶的美誉 遥
甜樱桃果实发育期短袁成熟期早袁经济效益高袁但浙江尧

开始着色且为裂果敏感时期冤袁持续到成熟采收期[8-9]遥生产

[1]

江西等南方地区露地栽培甜樱桃有诸多制约条件遥如由于
雨热同期袁尤其是 6要8 月高温高湿袁恰逢甜樱桃果实发育

及花芽分化时期袁植物营养消耗大袁花芽分化不充分袁易导
致花而不实袁使南方地区种植甜樱桃一直难有经济产量曰同
时袁降雨量过大易造成甜樱桃出现裂果尧早期落叶和叶片营
养回流不完全等现象袁严重影响甜樱桃的产量和品质遥
在果树栽培中袁避雨栽培是近年发展的一种保护性栽培

甜樱桃避雨棚一般于采收前 3 周左右进行覆盖渊果实

中常用钢材作为避雨棚框架袁在其上铺设覆盖材料袁如聚乙
烯薄膜尧聚氯乙烯膜和醋乙烯膜等[10]遥
避雨设施主要分为简易伞式避雨棚尧单栋式避雨棚和

连栋式避雨棚 3 种形式遥简易伞式避雨棚是在樱桃树的中
心位置固定 1 根较樱桃树高出 0.5 m 的毛竹袁利用竹片形成
拱面作为顶棚架袁并覆盖薄膜[11]袁适用于零星栽培或不易搭
建大棚的山坡地遥单栋式避雨棚为水泥钢筋渊铅丝冤立柱渊总

措施袁也是目前解决南方夏季高温高湿问题的最主要方法遥
采用避雨栽培可避免甜樱桃在生长发育关键时期受雨水

高度 3.5~4.5 m袁埋入土中 0.5 m袁地上高 3~4 m冤袁沿树行立

影响袁保证其正常开花结果袁减轻病虫害的发生袁提高坐果
率及果品商品性袁并初步获得经济产量遥因此袁在南方多雨

棚顶拉 3 道钢丝袁并固定宽竹片袁上面覆盖薄膜即可遥连栋

地区采用避雨栽培是保证果实安全优质生产尧保障果农经
济收入的关键技术遥
避雨栽培是介于无加温温室和露地之间的特殊设施栽
培形式遥本文综述了避雨栽培对甜樱桃生长环境尧物候期尧
营养生长尧生殖生长及病虫害的影响袁以期为多雨地区甜樱
桃避雨栽培提供参考遥
1 避雨栽培概况
关于避雨设施的研究始于瑞士袁随后在新西兰尧比利时尧

荷兰等西方国家被大面积应用[2]遥20 世纪 90 年代袁我国引进

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袁该技术显著减少了葡萄酸腐病尧炭疽
病[3]和霜霉病[4]的发生袁使欧亚种葡萄在江南地区种植成功遥
此后袁避雨栽培在桃尧芒果尧樱桃尧苹果等果树栽培中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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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袁每 20 m 立 1 根柱袁框架由角钢焊接或者螺丝固定而成袁

式避雨棚与单栋式相似袁但可覆盖 2 行树袁立柱之间距离

为 10 m袁棚顶 3 道镀锌钢管袁可加 1 道钢丝盖遮阳网袁以

减轻夏季高温强光的影响渊图 1冤 [12]遥单栋式避雨棚和连栋
式避雨棚适用于平地和相对平整的丘陵岗地[13]袁南方地区
多用连栋式避雨棚遥

此外袁吴延军等[14-15]设计的新型甜樱桃避雨设施渊图 1冤

集避雨尧遮阳尧防鸟为一体袁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南方多雨
地区种植甜樱桃的技术难题遥
2 避雨栽培对甜樱桃生长发育的影响
2.1 生长环境

露地栽培环境湿度及温度波动大袁而避雨设施内空气
流通减弱袁棚内湿度及温度变化相对平稳遥避雨棚内湿度及
甜樱桃树体各部分湿度均高于露地曰棚内及甜樱桃树体中
下部温度略低于露地袁仅树体上部由于篷布覆盖形成局部
小环境袁气温高于露地[6袁16]遥
夏季避雨棚内温度较低袁可有效缓解夏季高温袁有利于
甜樱桃花芽形成[1袁13]遥由于棚膜对光照有遮挡作用袁设施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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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 为连栋式避雨棚曰b 为甜樱桃避雨遮阳防鸟的三位一体设施遥

图 1 南方地区甜樱桃适宜避雨棚类型
的总辐射量降低袁光照强度下降遥有研究表明袁聚乙烯篷布
的透光率为 80%左右[16-17]遥

莉等[22]在中国樱桃的研究中证明袁避雨栽培下中国樱桃的
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均降低袁光能利用效率仅略低于露地袁

实际生产中袁盛花期覆盖避雨棚袁可有效防止霜冻遥李
[6]

延菊等 在烟台调查发现袁处于盛花期的甜樱桃突遇降雪袁

差异不显著遥
2.4 生殖生长

避雨棚内花瓣变褐率及柱头受害率明显低于露地且产量没

2.4.1

样袁正值盛花期的中国樱桃受冷空气渊最低温度-1.5 益冤影

造成树体徒长尧花芽分化不充分袁甚至只花不果袁直接影响

有受到显著影响袁而露地栽培的甜樱桃减产 20%耀30%遥同

避雨栽培对花期生理及坐果率的影响遥南方地区降

雨集中于 6要8 月袁正值甜樱桃花芽分化时期袁高温高湿易

响袁露地栽培樱桃减产 25%耀35%袁避雨栽培樱桃的产量与

下年产量遥

2.2 物候期

成袁保证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顺利过渡袁提高坐果率遥同

往年持平 遥
[18]

研究发现袁避雨栽培对甜樱桃花期无明显影响袁仅成熟
期略有推迟[6]曰避雨栽培中国樱桃的始花期尧盛花期尧浆果生
长期与露地栽培差异小袁由于覆膜后棚内光照强度减弱袁成
熟期略有推迟 遥这与孙其宝等 对巨峰系葡萄的研究结果
[17]

[19]

避雨栽培可有效阻挡过多的降雨袁有利于甜樱桃花芽形
时袁避雨栽培可延迟甜樱桃叶片脱落时间袁叶片营养回流
多袁有助于翌年花芽分化[1]遥
2.4.2

避雨栽培对果实品质的影响遥甜樱桃成熟前降雨过

多会使果实表面或角质层吸水[23-24]袁并稀释或冲刷果实表面

基本一致遥

的含钙化学物质[25]袁导致裂果曰裂果加之南方地区高湿度的

2.3 营养生长

环境条件容易引起链格孢属等真菌繁殖袁从而导致果实腐

下由于光照减弱袁甜樱桃营养生长旺盛袁新梢长度和节间距

裂果一直是影响果实品质的关键问题[27-29]遥

2.3.1 避雨栽培对新梢及叶片生长的影响遥避雨栽培条件

烂[26]遥果实开裂后腐烂变质袁丧失商品性袁甜樱桃成熟前遇雨
有研究表明袁未覆盖的樱桃树果实腐烂率及开裂率明显

变长尧粗度降低曰叶片的长和宽均增加袁叶面积变大袁有助于
捕获更多的光能遥
[20]

黄卫东等 研究表明袁光强减弱导致樱桃叶片变薄遥进
一步研究樱桃叶片解剖结构发现袁其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
均变薄袁但以海绵组织变薄为主遥栅栏组织的光合能力强于
海绵组织袁栅栏组织相对变厚有利于植物充分利用光能遥

高于覆盖的樱桃树袁且不同品种间有一定差异袁个别品种如

布鲁克斯尧雷尼尔裂果率可超过 50%袁其他品种约 20%[13袁30]遥
连栋避雨栽培下袁果实的裂果率尧烂果率均显著降低袁果实

硬度尧着色度尧单果重略高袁与露地栽培无显著差异[31]袁使多
雨地区甜樱桃优质果率显著提高[32]遥

由于避雨棚内光照强度减弱袁棚内遮荫引起树体旺长袁

故樱桃可通过新梢及叶片生长变化袁提高利用弱光的能力袁
适应弱光环境遥

导致果实积累营养偏低遥采用伞形覆盖设施袁果汁颜色尧可

2.3.2 避雨栽培对光合作用的影响遥由于棚膜遮盖和树体

溶性固形物及糖酸比等指标显著下降[33-34]曰而其他类型避雨

之间相互遮掩袁避雨设施内的光照强度显著低于露地遥在弱

设施下甜樱桃果实内总糖尧可溶性固形物尧可溶性糖及可滴

光环境下袁植物叶片光合作用速率尧叶绿体结构尧叶绿素尧类
胡萝卜素含量均有一定变化遥李延菊等[6]研究发现袁避雨栽

定酸仅略低于露地袁无显著差异[6]遥

Usenik 等[31]研究发现袁避雨栽培下甜樱桃果实内酚类

培下甜樱桃叶片光合速率显著下降袁叶绿素渊叶绿素 a 和叶

物质和花青素浓度变化亦不明显曰但避雨栽培下甜樱桃 VC

叶绿素 a/叶绿素 b 比值降低遥

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之间的竞争袁减少弱光对果实生长

绿素 b冤尧类胡萝卜素含量上升袁类胡萝卜素/叶绿素比值和
有研究表明袁植物可以通过调整光合色素的比例来提

高捕获光能的能力[21]曰同时袁弱光可减少光合色素的光氧化

含量显著低于露地[6]遥故在避雨设施中袁应该采取适当措施
发育的不利影响遥
2.5

病虫害

伤害袁减轻光抑制现象袁使叶绿体内基粒变大袁基粒片层垛

雨水是多种病菌的传播媒介袁南方地区温暖潮湿袁雨

叠程度提高遥这说明避雨栽培下甜樱桃光合速率下降袁但其

热同期袁为病虫害传播和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遥避雨栽培可

通过调控生理变化提高对弱光的利用能力袁同时降低光合

减轻棚内病虫害袁尤其是靠雨水传播的真菌性病害袁如甜

速率以适应弱光环境袁从而减少弱光逆境对自身的影响遥洪

樱桃花期避雨可显著减少花腐病尧根腐病尧叶斑病及褐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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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发生 [1袁13]袁果实成熟期避雨可以减少真菌引起的果实
腐烂

遥

[6袁34]

同时袁适当延长覆盖期可减少杀菌剂的使用次数遥若收

获前 3~4 周袁延长覆盖期 2~3 周可减少使用 1~2 次杀菌剂曰

若从花期开始覆盖整个雨季袁可不使用杀菌剂[35]袁为甜樱桃
的绿色尧有机生产提供可能性遥
3 展望
关于避雨栽培对果树生长发育的影响袁在其他树种上
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遥
戴强[7]对苹果叶片叶绿体中光合基因的表达量进行研
究发现袁atpB 基因受弱光影响最明显袁仅在避雨栽培条件下
表达曰同时弱光也对矿质元素的转运产生影响袁植物叶片

内 K尧Mg尧P 等矿物质元素含量显著增加袁这有助于叶片吸收
利用光能袁提高植物适应性遥

此外袁在葡萄上进行了一些关于抗氧化酶活性的研究
发 现 袁 避 雨 栽 培 下 超 氧化 物 歧 化 酶 渊POD冤尧 过 氧 化 物 酶
渊SOD冤尧过氧化氢酶渊CAT冤3 种酶的活性显著增高袁说明了
植物可提高自身调节能力以适应弱光逆境[4]遥但在甜樱桃避
雨栽培中仍缺乏此类研究袁今后可以开展甜樱桃的保护酶
及光合作用内在基因等多个方面的研究袁为南方地区甜樱
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遥
避雨栽培作为一种设施栽培方式袁对我国南方多雨地
区甜樱桃生产有重要意义遥前人已观察研究了避雨条件下
甜樱桃生长环境的变化以及避雨对植物光合作用尧生理特
性尧物候期尧果实品质及病虫害等方面的影响遥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袁笔者认为袁避雨栽培辅助遮阳降
温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温高湿对南方种植甜樱桃
的不利影响袁减少裂果并延迟落叶袁提高产量袁在实际生产
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曰但其影响花芽分化尧延迟落叶的生
理及分子机理仍然很不清楚袁今后可以开展该方面的研究曰
另外袁应进一步针对不同地区尧不同品种细化与之相适应的
栽培模式袁从而规范甜樱桃避雨栽培技术袁推进南方甜樱桃
栽培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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