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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红颜草莓园艺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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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红颜草莓为试材袁研究了 4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草莓生长发育尧外观性状尧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尧硬度
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袁外源施加芸苔素内酯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草莓叶片叶绿素含量和新叶数袁叶绿素含量渊SPAD
值冤达到了 50.16袁新叶数达到了 7.67 片曰外源施加矮壮素显著增加了草莓花朵数尧果实纵横径尧单果重袁单株花
朵数达到了 10.00 朵袁果实纵径达到了 3.45 cm尧横径达到了 2.91 cm袁单果重较清水对照增加了 5.00 g曰外源施加
诱抗素显著提高了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渊15.99%冤袁同时能更好地维持果实硬度袁硬度达到了 1.52 kg/cm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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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Horticultural Characters of
Hongyan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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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four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growth, appearance, soluble solid content and hardness
of strawberry were studied by using Hongyan strawberry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ogenous
application of brassinolide could increase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the number of new leaves of strawberr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SPAD value) reached 50.16, and the number of new leaves reached 7.67. Exogenous application of chlormequa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flowers, fruit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ameter and single fruit
weight, the number of flowers per plant reached 10.00, the vertical diameter of fruit reached 3.45 cm袁the horizontal
diameter of fruit reached 2.91 cm, and the single fruit weight increased by 5.00 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of water.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olid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exogenous application of inducer, which reached 15.99%. At the same
time, exogenous application of inducer could maintain the fruit hardness better, which reached 1.52 kg/cm 2.
Keywords Hongyan strawberry; plant growth regulator; horticultural character

草莓渊Fragaria伊ananassa Duch.冤为蔷薇科草莓属

定的帮助人体消化的作用 [2]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多年生草本植物袁果肉多汁袁含有浓郁的水果芳香[1]遥

来袁我国的草莓种植产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袁栽培面积

基金项目 四川南亚热带水果技术创新重点实验室项目曰西

总产量已达 188 万 t 以上[4]遥

草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袁营养价值极高袁且具有一
昌市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渊2020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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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量居世界首位 [3]袁栽培面积已达 8 万 hm2 以上袁
凉山州气候类型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袁雨季尧旱季

较为分明袁年温差小袁年均温为 17.2 益袁光照时数约

2 442 h袁年均降雨量约为 1 100 mm遥特殊的气候资源

使凉山州成为草莓生产的最佳天然温室遥 近几年袁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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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州草莓生产发展迅速袁引进了日本的红颜草莓遥 红
颜草莓最早由章姬与幸香杂交而成袁植株长势较强袁
植株较高袁叶片大而厚袁果实个头较大尧很甜且有一
股芳香气息袁一直受市场喜爱遥

剂渊包装规格为 30 mL/袋袁生产厂家为四川省兰月科
技有限公司冤和 2%苄氨基腺嘌呤渊6-BA冤可溶液剂

渊包装规格为 10 mL/瓶袁生产厂家为四川润尔科技有

限公司冤遥

近年来袁草莓生产中广泛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袁
多项研究表明袁 植物生长调节剂能提高作物产量和
品质[5]遥 在草莓生产淡季施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袁可促

进草莓花朵数增加尧果实膨大以及品质改善袁实现草
[6]

莓一次栽植多次生产遥 陆剑飞 一项研究表明袁喷施
芸苔素内酯不仅能提高草莓产量渊主要是通过提高
草莓坐果率尧促进草莓果实增大尧提高单果重实现
的冤袁还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袁
极好地改善品质和口感遥 除此之外袁桑乃军[7]对于矮
壮素在草莓组培生根培养中的应用研究发现袁 在草
莓生根培养基质中添加适当浓度的矮壮素袁可以有
效促进茎的加粗袁增加叶绿素含量袁从而表现出显著
的壮苗功效遥
尽管草莓在我国广泛种植袁但多数以冬季生产
为主袁冬季生产的草莓产量高袁销售价格也高遥 旺季
过后袁草莓叶片逐渐衰老尧叶绿素含量急剧下降尧新
叶增长缓慢尧花芽分化能力变差不易开花尧坐果率极
大降低袁农户对草莓生产的积极性也有所降低遥 为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5 个处理袁分别为喷施 0.01% 24-表芸

苔素内酯可溶液剂 1 000 倍液渊T1冤尧50%矮壮素水

剂1 000 倍液渊T2冤尧0.1% S-诱抗素水剂 1 000 倍液

渊T3冤和 2%苄氨基腺嘌呤渊6-BA冤可溶液剂 1 000 倍

液渊T4冤袁以清水作对照渊CK冤袁3 次重复袁完全随机设
计遥 垄面宽 0.6 m袁垄沟宽 0.4 m袁垄高 0.3 m袁双行定

植袁行距 0.3 m袁株距 0.15 m袁小区旁设立保护行遥 每
个小区种植 80 株草莓苗袁小区面积为 9.6 m2袁试验区
总面积 144 m2遥
1.4 试验实施

4 月 2要8 日整地除草并进行土壤消毒袁按照农

户常规操作施用底肥袁即氮肥颐磷肥颐钾肥=2颐1颐2袁加水
灌根遥 于草莓整地除草后第 7 天渊4 月 14 日冤开始喷
药袁并于 4 月 21 日尧4 月 28 日再各喷 1 次袁共喷药
3 次袁对照喷洒清水遥 在早晨 8院00要10院00 或傍晚

17院00要19院00袁 采用专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对草莓

植株叶面均匀喷雾袁喷至叶片边缘滴水遥 试验第 2 周

此袁本文研究了 4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红颜草莓园

开始每隔 5~7 d 进行 1 次数据记录袁待草莓成熟后

和提高草莓收获指数提供理论依据遥

1.5 调查内容与方法

1

1.5.1 性状调查遥 分别于 4 月 16 日尧4 月 21 日尧4 月

艺性状的影响袁以期为延长凉山州红颜草莓生产季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21 年 4 月在四川省西昌市高堆村 1 组

西昌学院农业科学学院实践基地进行袁试验区土质

为轻黏土袁土壤中钾离子含量为 10.00 mg/L袁硝态氮
含量为 54.75 mg/L袁钙离子含量 322.00 mg/L袁电导率
渊EC 值冤为 152.94 滋S/cm袁pH 值为 5.34遥

1.2 试验材料

以基地培育的优质红颜草莓苗为供试材料遥 供
试药剂为 0.01% 24-表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渊包装规

每个小区随机选取植株进行采样处理遥

28 日尧5 月 3 日使用叶绿素测定仪渊TYS-B 型冤各测

定 1 次叶片叶绿素含量袁持续测定 4 次遥 每次每小区

随机选 3 株生长发育一致的草莓苗袁每株选择 1 片
新叶和 1 片老叶袁每片叶选择 3 个位点进行测定袁取

平均值代表该叶片的叶绿素含量遥 使用黑色标签标
记所选叶片袁要注意的是每测量完一个处理后需要
对仪器进行重新校验遥
分别于 4 月 21 日尧4 月 28 日尧5 月 3 日进行单

株新叶数尧花朵数的统计袁共统计 3 次遥 每小区随机

格为 5 mL/袋袁生产厂家为郑州中科化工产品有限公

选取 10 株长势均匀一致的植株袁记录数值变化袁使

厂家为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冤尧0.1% S-诱抗素水

果实成熟后袁进行果实纵径和横径尧果形指数测

司冤尧50%矮壮素水剂渊包装规格为 100 mL/瓶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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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遥 每小区随机选取 5 株均匀一致的植株袁每株选

1.6 数据处理

径使用游标卡尺测量袁计算果形指数[8]渊草莓纵径/草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择 1 枚草莓果实袁要求果实发育良好遥 草莓纵径和横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 Excel 2010 软件尧SPSS 22.0

莓横径冤袁同时使用天平测定草莓单果重遥

2

1.5.2 指标测定遥 每小区随机选取 5 株均匀一致的

2.1

结果与分析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叶绿素尧新叶数尧花朵数

植株袁每株选择 1 枚草莓果实袁要求果实外观一致遥

的影响

度计探针以进入草莓果肉 0.5~1.0 cm 为准遥 同时袁采

叶绿素含量在逐渐增加袁到 4 月 28 日达到最大值袁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袁方法为取一滴草莓果液滴

增加袁但在 4 月 21 日即达到最大值袁之后逐渐降低遥

由表 1 可知袁喷施植物生物调节剂后袁草莓新叶

用手持水果硬度计渊GY-3 型冤测定草莓果实硬度袁硬

用手持式折射仪渊WYT-J 糖度计 0~32%冤测定草莓
在糖度计的镜面处进行测量袁记录测量数据遥

5 月 3 日叶绿素含量降低曰老叶叶绿素含量也是先

新叶和老叶叶绿素含量变化整体均呈现抛物线的趋

表 1 不同处理喷药前后草莓叶绿素含量变化
处理
T1

T2

T3

T4

CK

2021-04-16
41.23

新叶叶绿素含量渊SPAD 值冤
2021-04-21

2021-04-28

2021-05-03

2021-04-16

45.65

43.56

40.49

40.16

53.48

28.90

31.78

42.12

29.75

37.62

45.78

28.80

54.81

35.49

47.28

46.78

51.12

40.07

30.73

31.93

势袁原因可能是在草莓生长后期叶片逐渐衰老袁造成

39.61

老叶叶绿素含量渊SPAD 值冤
2021-04-21

2021-04-28

2021-05-03

67.22

57.50

50.79

56.85

42.41

34.95

69.78

65.92

63.42

60.76

58.83

68.22

59.39

56.15

48.46

58.33

50.78
50.38

莓植株新叶数量最多袁达到了 7.67 片袁较 CK 增加了

光合能力下降和叶绿素含量降低[9]遥

5.67 片袁且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曰处理 T2尧T3尧T4 也

草莓叶片叶绿素含量遥 由表 2 可知袁处理 T1 的新叶

3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遥 处理 T2尧T4 花朵数较多袁两

处理 T2尧T3尧T4 与 CK 差异不显著曰处理 T3 的老叶叶

的花朵数较 CK 增加了 1 倍多渊表 2冤遥 矮壮素和 6-

试验结果表明袁施用 4 种植物调节剂均能提高

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袁SPAD 值达到 50.16袁

绿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袁SPAD 值达到了 62.33袁

处理 T1尧T2尧T4 与 CK 无显著差异遥 说明外源施加 24-

表芸苔素内酯和 S-诱抗素可以显著增加草莓叶片叶
绿素含量遥

表 2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叶绿素含量尧新叶数尧花朵数的影响
处理
T1

叶绿素含量渊SPAD 值冤
新叶

50.16 a

T2

39.65 b

T4

40.72 b

T3

CK

36.75 b

34.56 b

老叶

54.17 b

新叶数

花朵数

7.67 a

6.27 b

53.92 b

3.93 b

10.00 a

54.00 b

3.50 b

9.00 a

62.33 a

50.56 b

4.53 b
2.00 c

注院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下同遥

6.17 b
4.33 c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新叶数和花朵数影响较
大袁与清水对照渊CK冤相比袁喷施植物调节剂草莓新
叶数和花朵数都呈增加趋势遥 其中院处理 T1 红颜草

起到了增加新叶数的作用袁且与 CK 差异显著袁但这

者差异不显著袁但显著多于其他处理袁且处理 T2尧T4
BA 显著增加了草莓花朵数袁这可能与矮壮素能使

植株提早进入生殖生长有关遥

2.2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果实纵径和横径尧果形指
数尧单果重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草莓果实纵径和横径尧果形指数尧单
果重影响较大遥 其中袁处理 T2 加快了草莓纵径的生
长袁与处理 T3尧T4尧CK 差异显著袁但与处理 T1 差异不

显著遥处理 T2 显著增加了草莓横径袁达到了 2.91 cm袁

与处理 T1尧T3尧CK 相比差异显著袁但与处理 T4 无显著

差异袁且处理 T2尧T4 草莓横径较 CK 分别增加了 0.39尧

0.27 cm遥果形指数方面袁处理 T1 显著高于处理 T4袁处

理 T1尧T2尧T3尧CK 之间差异不显著遥 处理 T2 单果重最

大袁达到了 14.00 g袁显著高于处理 T1尧T3尧CK袁CK 单果
重仅为 9.00 g袁处理 T2 和处理 T4 无显著差异渊表 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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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纵径尧横径尧果形指数尧单果重的影响
处理

纵径/cm

横径/cm

果形指数

单果重/g

T2

3.45 a

2.91 a

1.18 ab

14.00 a

T1

T3

2.99 bc

T4

2.3

3.25 ab

CK

3.12 bc

2.94 c

2.64 bc
2.55 c

2.79 ab
2.52 c

1.23 a

1.17 ab
1.12 b

1.16 ab

10.87 bc
9.53 c

12.60 ab
9.00 c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和硬度的

影响
不同处理红颜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硬度均
差异显著袁说明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红颜草莓的
果实品质影响较大遥 其中袁处理 T1尧T2尧T3 显著增加了

红颜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袁 分别较 CK 增加了
25.35%尧18.15%和 30.74%曰虽然处理 T4 相比 CK 也
增加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袁但差异不显著遥 处理 T1尧

T3尧T4 果实硬度分别为 1.28尧1.52尧1.25 kg/cm2袁均显著

高于 CK遥 处理 T3 硬度比 CK 增加了 0.49 kg/cm2曰处

理 T1 和处理 T4 相比 CK 也有明显提高果实硬度的
效果袁但是与处理 T2 差异不显著曰处理 T2 果实硬度
与 CK 差异不显著渊表 4冤遥

表 4 不同处理对红颜草莓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尧硬度的影响
处理

可溶性固形物/%

硬度/渊kg窑cm-2冤

T2

14.45 a

1.19 bc

T1

T3
T4

3

CK

15.33 a

15.99 a

13.97 ab
12.23 b

62.33遥 有研究表明袁芸苔素内酯在多种供试作物研
究应用上均表现出了良好的控制生长和增加产量的

作用[14]遥

通过试验发现袁喷施芸苔素内酯的草莓植株整

体长势较好袁显著促进了新叶数的增加袁平均单株新
叶数达到了 7.67 片袁较清水对照多 5.67 片遥 矮壮素

可降低植株生长高度袁加快生殖生长袁对果实生长起
着一定的作用袁通过野控冶实现了草莓产量的增加和
品质的提升[15-16]遥 本试验中袁喷施矮壮素的处理虽然

株高不高袁但草莓花朵数显著增加袁单株花朵数达
10.00 朵曰在改善草莓外观性状上具有重要作用袁扩
大了果实纵径和横径袁纵径达到了 3.45 cm袁横径达到
了 2.91 cm曰也实现了单果重的增加袁达到了 14.00 g袁

较清水对照平均单果重多 5.00 g遥 除此之外袁虽然 S-

诱抗素对新叶叶绿素含量尧花朵数尧果实纵径和横

径尧单果重增加效果不明显袁但试验表明外源施加
S-诱抗素和芸苔素内酯可以显著提高红颜草莓的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袁分别达到了 15.99%和 15.33%遥 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是评定果实甜度和果实内在品质的
重要指标袁在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可溶性糖的累积

1.28 b

对果实内在品质参数的形成至关重要遥 S-诱抗素促

1.52 a

晨涛等[17]的研究结果相似遥 此外袁S-诱抗素也有提高

1.25 b
1.03 c

结论与讨论

进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增加这一试验结论与姚
果实硬度的作用袁草莓硬度最高达到了 1.52 kg/cm2袁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遥

近年来袁植物生长调节剂被广泛应用于草莓种

对草莓营养生长效果较好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为

植业袁目的是在草莓生产淡季促进草莓坐果和果实

芸苔素内酯和诱抗素遥 在红颜草莓种植过程中袁喷施

膨大袁从而提高草莓产量尧改善果实内在品质 遥 农作

芸苔素内酯可显著促进新叶数的增加袁加快营养生

物增加产量的关键是需要叶片进行光合作用袁植株

长曰且芸苔素内酯可促进新叶叶绿素合成袁S-诱抗素

叶片叶绿素含量与光合速率成正相关关系[11]遥 钟瑞

可促进老叶叶绿素合成袁从而增加植株叶片叶绿素

春等 [12]和陈 雷等[13]研究指出袁评价植物生长调节物

含量袁提高植株叶片的光合作用袁促进有机营养物质

质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看其对作物叶片叶绿素含量的

积累袁为草莓植株生殖生长打好基础遥 此外袁S-诱抗

影响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芸苔素尧矮壮素尧诱抗素尧6-

素也有伴随其他调节物质增多花数尧增加果实数量尧

BA 等 4 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均能起到提高草莓叶

提高产量的作用[18]遥 但本试验中袁S-诱抗素能更好地

[10]

片叶绿素含量的作用袁且效果显著高于清水对照遥 其

维持果实硬度这一结果与王 敏等 [19] 的研究结论不

中袁24-表芸苔素内酯处理对新叶叶绿素含量增加的

符袁可能是因为试验时间较短和施用浓度不一致遥

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袁SPAD 值达到了 50.16曰

诱抗素显著增加了老叶的叶绿素含量袁SPAD 值高达
86

对草莓生殖生长效果较好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为
矮壮素和 6-BA遥配合施用矮壮素和 6-BA袁可起到矮

董华芳等院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红颜草莓园艺性状的影响
化植株尧防止植株徒长尧增加草莓产量的作用遥 矮壮
素和 6-BA 可显著增加草莓花朵数袁加快生殖生长袁
增加果实果形指数袁促进果实膨大和单果重增加遥 但

在实际生产中袁施用浓度过高会导致作物减产和果
实品质不佳遥 因此袁农户需要合理控制施用浓度袁确
保产生最佳施用效果遥
综上所述袁4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草莓增产和
品质改善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遥 汤 谧等[20]指出袁植物
生长调节剂能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内在品
质遥 入春渊4 月冤以后袁草莓花芽分化较难尧不易开花
坐果遥 因此袁在草莓生产淡季袁可配合施用植物调节
剂袁以获得最佳的生产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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