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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形态对草莓植株生长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郝福玲，王巧巧，袁玲玲，王宋奇，方

芳，方从兵*

(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以‘红颜’草莓砂培苗为材料，采用无氮、硝态氮、铵态氮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通过对株高、功
能叶和不同发育时期果实生理指标的测定，探讨不同氮形态处理对植株生长发育和果实品质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
硝态氮促进植株生长，提高果实品质，成熟果色泽佳，糖酸比为 14.58，多酚含量为 2.77 %；铵态氮延缓植株生长，
但有助于叶片色素合成和果实产量提高，平均单果重可达 12.64 g，成熟果可滴定酸含量达 1.12 %，多酚含量为 0.47
%；硝态氮-铵态氮处理时，植株生长和果实发育较为均衡，平均株高可达 32.47 cm，单果重可达 11.07 g，成熟果
干物质含量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分别为 12.12 %和 13.10 %，糖酸比为 14.22，多酚含量为 2.32 % 。在草莓生产中，
施用硝态氮有助于果实品质的提高，硝态氮-铵态氮处理对植株生长、果实产量和品质提升均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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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plant growth and fruit quality in strawberry
HAO Fuling, WANG Qiaoqiao, YUAN Lingling, WANG Songqi, FANG Fang, FANG Congbing
(School of Horticul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plant growth and fruit quality in strawberry, sand-grown seedlings of cultivar ‘Benihoppe’ were treated by N-deficiency, nitrate, ammonium, and mixture
of nitrate and ammonium, and then the plant height,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functional leaf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eriods of fruits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itrate could promote plant growth and improve fruit
color and quality. The sugar-acid ratio was 14.58, and the polyphenol content was 2.77 % in red-ripening fruits derived from nitrate-treated seedlings. Ammonium was beneficial for the synthesis of leaf pig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fruit yield, but it delayed the plant growth. The average weight of single fruit could reach up to 12.64 g, and the
contents of titratable acids and polyphenols were 1.12 % and 0.47 %, respectively, in the experiment of ammonium
treatment. Interestingly, the mixture of nitrate and ammonium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lant growth and fruit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the other two nitrogen forms and the N-deficiency, and the average plant height and single
fruit weight were 32.47 cm and 11.07 g,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sugar- acid ratio was 14.22, and the contents of
dry matters, soluble solids and polyphenols were 12.12 %, 13.10% and 2.32%, respectively, in the red-ripening fruits.
Therefore, in strawberry production, application of nitrate will benefit for improving fruit quality, and the mixture of
nitrate and ammonium is suitable for the plant growth, fruit yield and quality of strawberry.
Key words: Fragaria × ananassa Duch; nitrogen forms; fruit quality; plant growth
氮素是植物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约占植物
干重的 0.3 %～5 %[1]。植物对氮素需求量较大，总
氮量、不同形态和比例的氮素均影响植物的生长发
育、产量和品质。研究表明，施用氮肥不仅能提高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改善光合性能，达到“以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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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效果，还能增强果实库活力，延长果实发育期，
从而影响果实产量与品质[2]。氮素失调对草莓等水
果的品质影响较大，氮素不足会导致草莓等水果口
感不佳、果形变小；氮素过多则会导致其含糖量的
降低。铵态氮和硝态氮是 2 种植物的主要矿质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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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果实品质形成具有不同的效
应[3]。但不同氮形态对草莓植株生长和果实品质的
确切效应尚未明确。本研究以‘红颜’草莓砂培苗
为试材，研究不同氮形态对草莓生长发育和果实品
质的影响，以期为草莓栽培过程中氮肥种类的选择，
以及进一步探讨不同氮形态影响草莓生长发育的生
理机制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处理
供试草莓品种为‘红颜’
（Fragaria × ananassa
Duch ‘Benihoppe’）
，取自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草莓基
地。采用砂培法栽植，选取 240 株生长一致、现花

处理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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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的草莓苗，栽植于基质为石英砂和珍珠岩（1:1）
的花盆中，放置于湿度 70 %，日温（25±2）℃，夜
温（16±1）℃的玻璃温室，用 1/2 Hoagland 营养液[4]
缓苗 7 d 。开花时，将草莓苗分成 4 组，每组 60 棵，
分别用无氮、硝态氮、铵态氮和硝态氮-铵态氮营养
液进行处理，Hoagland 营养液配方见表 1，均添加
Arnon 微量元素[4]，pH 5.8；每 3 d 浇 1 次营养液，
直至果实成熟。依次在开花当天、花后 10 d 小绿果
期）
、花后 15 d（大绿果期）
、花后 20 d（绿白果期）
、
花后 25 d（白果期）
、花后 30 d（转色果期）
、花后
35 d（成熟果期）
、花后 40 d（过熟果期）[5]进行采
样分析，3 次重复。

表 1 不同氮形态处理营养液配方
Table 1 Nutrient formula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Ca(NO3)2
KH2PO4
(NH4)2SO4

K2SO4

mmol·L-1
FeSO4-EDTA

无氮 N-deficiency

0

0

1

2

0.005

硝态氮 Nitrate

0

7

1

2

0.005

铵态氮 Ammonium

7

0

1

2

0.005

硝态氮-铵态氮 Nitrate and ammonium

3

4

1

2

0.005

1.2 检测方法
分别选取不同氮形态处理草莓苗 3 株，在处理
后的 0 、10 、20 、30 和 40 d 进行株高和叶片指
标的测定。株高采用钢尺进行测定。在处理后的不
同时间点，均选取展叶 10 d 的草莓功能叶进行叶片
指标的测定；选取草莓三出复叶的中间小叶，测量
小叶长和小叶宽；去除叶柄，采用干重法进行干物
质含量测定；采用乙醇提取法进行色素含量测定；
采用色差仪（美能达 CR400）分别测定处理后 0 和
40 d 时功能叶的色坐标值（L、a、b）。3 次重复。
选取不同发育时期的典型草莓果实 5 个，分别
在处理后的 10 、15 、20 、25 、30 、35 和 40 d，
用游标卡尺测定纵径和横径，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测定单果重。选取不同氮处理的成熟期果实 3 个，
用色差仪分别测量果实的色坐标值，以处理前的色
坐标值（L、a、b）为对照，分别计算色差△L、△a、
△b 值；采用干重法测定果实干物质含量。选取不同
氮处理成熟期果实 3 个，采用手持式折光仪测定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采用 NaOH 标准溶液滴定法测定
可滴定酸含量，采用没食子酸标曲法测定多酚含量，
3 次重复。
采用 SPSS 软件（Version 14.0）进行差异显著
性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株高和叶片生长影响
选取展叶 10 d 后功能叶的中间小叶，测定叶长
和叶宽，如图 1 所示。不同氮形态处理 40 d 后叶长
增加约 1.8～2.4 cm，叶宽增加约 2.2～3.3 cm；其中，
铵态氮处理草莓叶长在第 10 天增加最快，后期增加
缓慢；硝态氮处理草莓叶长、叶宽在第 10 天时增加
较慢，但后期增加较快；铵态氮-硝态氮处理草莓叶
长、叶宽增加均较快。处理 40 d 时，硝态氮处理和
硝态氮-铵态氮处理的草莓叶长、叶宽均与无氮处理
呈极显著性差异（P＜0.01）。处理 40 d 时，与无氮
处理相比，硝态氮处理叶长和叶宽分别增加 0.40 和
0.53 cm；铵态氮处理叶长和叶宽增加 0.20 和 0.17
cm；硝态氮-铵态氮处理叶长和叶宽增加 0.63 和
1.10 cm。
如图 1 所示，不同氮形态处理后硝态氮-铵态氮
处理的草莓株高增加最快。从处理后 10 d 开始，不
同氮形态处理的草莓苗株高存在差异；与无氮处理
相比，在处理 40 d 时，硝态氮处理的草莓株高无显
著差异，铵态氮处理株高差异显著（P＜0.05），硝
态氮-铵态氮处理的草莓株高呈极显著性差异（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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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叶片干物质含量影响
由图 2 可知，无氮处理和硝态氮处理的单位鲜
重草莓功能叶中干物质含量持续增加。在铵态氮和
硝态氮-铵态氮处理 10 d 后，干物质含量急剧下降，
之后缓慢上升；至处理后 40 d 时，干物质含量从处
理前的 31.6 %分别上升到 38.9 %和 35.6 % 。与无
氮处理相比，硝态氮处理、铵态氮处理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均呈极显著性差异（P＜0.01）。结合图
1 分析可以发现，无氮处理草莓植株营养生长受到
抑制，叶片最小、植株最矮，但单位鲜重草莓功能
叶中干物质含量最高。

大

学

学

报

2018 年

8.29 和 8.14 mg·g-1 （FW）
，是无氮处理的 1.56 倍和
1.53 倍，但均低于处理前。

图 2 不同氮处理对草莓功能叶干物质含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dry matter
contents in strawberry functional leaves

在不同氮形态处理草莓样品同一时间点的分析数据
中，柱状图上面的字母不同者差异显著，a 和 A 分别表示 P
＜0.05 和 P＜0.01 水平（新复极差测验）。下同
The values in the same time point from strawberry sample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within each group differ
significantly, and “a” and “A” show P＜0.05 and P＜0.01 differences, respectively (Duncan method).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氮处理对草莓株高和叶片大小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strawberry
plant height and leaf size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叶片叶绿素和类胡萝
卜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含量的高低是反映植株叶片光合作用强
弱的重要指标。如图 3 所示，在不同氮形态处理 40 d
后，草莓功能叶中叶绿素含量呈极显著性差异（P＜
0.01）
；其中，铵态氮处理功能叶中叶绿素含量达到
13.18 mg·g-1 （FW）
，高于处理前的 9.28 mg·g-1 FW，
是无氮处理 5.33 mg·g-1 （FW）的 2.47 倍；硝态氮
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功能叶中叶绿素含量分别达到
2.3

图 3

不同氮处理对草莓功能叶中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
量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nd carotenoid in strawberry leaves

类胡萝卜素作为叶绿体光合天线的辅助色素，
同时在高温、强光下能通过叶黄素循环，以非辐射
的方式耗散光系统Ⅱ（PSⅡ）的过剩能量保护叶绿
素免受破坏[6]。如图 3 所示，在不同氮形态处理 40 d
后，铵态氮处理功能叶中类胡萝卜素含量达到 1.51
mg·g-1 （FW），硝态氮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分别达
到 1.05 和 1.09 mg·g-1 （FW），均与无氮处理（0.54
mg·g-1（FW））呈极显著性差异（P＜0.01）。
2.4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叶色的影响
对不同氮形态处理草莓叶片的色坐标值进行测
定，L 值表示亮度，L 值越大，亮度越大；a 值为正
值时表示红色色度，为负值时表示绿色色度；b 值
为正值时表示黄色色度，为负值时表示蓝色色度。

45 卷 4 期

郝福玲等: 不同氮形态对草莓植株生长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如图 4 所示，不同氮形态处理 40 d 时，无氮处理和
硝态氮处理草莓叶片 L 值均增大，叶片变亮，而铵
态氮处理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草莓叶 L 值降低，叶
片变暗；无氮处理和硝态氮处理叶片△a 值分别为
21.37 和 21.63，表明叶片的红色色度增加，而铵态
氮处理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的草莓叶片△a 值分别
为 1.11 和 1.13，表明叶片的绿色色度减少较少；不
同氮形态处理草莓叶片的 b 值存在显著差异（P＜
0.05），无氮处理和硝态氮处理草莓叶片的黄色色度
（正值）分别增加了 9.84 和 2.44，而铵态氮处理和
硝态氮-铵态氮处理的草莓叶片黄色色度分别减少
了 3.72 和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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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花后 35 和 40 d 果实横径和单果重增加仅次
于铵态氮处理。

图 5 不同氮处理对草莓单果重和果实生长动态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strawberry
fruit weight and characteristics

Figure 4

图 4 不同氮处理草莓叶片色坐标值
Chromaticity coordinate value of strawberry leave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结合图 3 和图 4 可知，无氮处理草莓叶的叶绿
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减少，叶色偏红偏黄。而硝态
氮处理草莓叶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变化不
大，叶色也偏红偏黄，可能受到其他机制影响。
2.5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单果重和果实生长动
态的影响
如图 5 所示，7 个不同发育时期果实的纵横径
和单果重均逐渐上升。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果实
生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在花后 20 和 35 d，无氮处理
的草莓果实纵径增加最大；在花后 30 d，无氮处理
的果实横径和单果重增加最大；在花后 15 d 和 25 d，
硝态氮处理的果实横径增加最大；在花后 35 和 40
d，铵态氮处理的果实纵径、横径和单果重增加最多；
在硝态氮-铵态氮处理中，花后 25 d 果实纵径增加

图 6 不同氮处理草莓成熟期果实的色坐标值
Figure 6 Chromaticity coordinate value of red-ripening fruit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2.6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果色的影响
如图 6 所示，在花后 35 d，不同氮形态处理的
果实颜色也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铵态氮处理果实
最红（a 值最大），但果实色泽最暗（L 值最小）；
硝态氮-铵态氮处理果实红色度最小（a 值最小）；
硝态氮处理果实色泽最亮（L 值最大）、黄色度最大
（b 值最大）
；无氮处理果实色彩居中。一般来说，
草莓果实色彩包含的红色成分、黄色成分和亮度成
分越多越受人们喜爱，因此，以硝态氮处理的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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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色泽最为美观。
2.7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不同氮形态处理成熟期果实主要
品质指标存在一定差异。硝态氮-铵态氮处理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最高，硝态氮处理次之，无氮处理再次
之，铵态氮处理最低。铵态氮处理与硝态氮-铵态氮
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铵态氮处理可
滴定酸含量最高，与其他处理间差异极显著（P＜
0.01）
。硝态氮处理果实糖酸比最高，铵态氮处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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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糖酸比最低；铵态氮处理与硝态氮处理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间差异极显著（P＜0.01），与无氮处理
间差异显著（P＜0.05）。硝态氮-铵态氮处理果实干
物质含量最高，无氮处理和铵态氮处理次之，硝态
氮处理最低；硝态氮-铵态氮处理与硝态氮处理间显
著差异（P＜0.05）。不同氮形态处理成熟期果实的
多酚含量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硝态氮处
理和硝态氮-铵态氮处理果实多酚含量高，分别达到
2.77 % 和 2.32 %，而铵态氮处理仅为 0.47 %。

表 2 不同氮形态处理对草莓果实品质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orms on strawberry fruit quality
干物质含量/%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可滴定酸含量/%
糖酸比
Fruit dry matter
Soluble solid content
Titratable acidity
Acid-sugar ratio
content
12.33 ±0.38 ab
0.93±0.04 bB
13.32±0.74 aAB
11.56±0.26 ab
Table 2

处理
Treatment
无氮 N-deficiency

12.83 ± 0.09 ab

0.88 ±0.00 bB

14.58±0.15 aA

10.86±0.44 b

2.77± 0.03 aA

铵态氮 Ammonium

12.13±0.26 b

1.12 ±0.03 aA

10.83±0.08 bB

11.55±0.20 ab

0.47±0.01dD

硝态氮-铵态氮
Nitrate and ammonium

13.10 ±0.12 a

0.92 ±0.03 bB

14.22±0.64 aA

12.12±0.23 a

2.32±0.05 bB

硝态氮 Nitrate

3

多酚含量/%
Total phenols
content
1.59± 0.02 cC

讨论与结论

无氮处理延缓草莓植株的生长，降低果实品质，
成熟果果个较小，糖酸比较低。硝态氮促进草莓植
株生长，延缓果实生长，提高草莓果实品质，成熟
果色泽最佳，糖酸比达 14.58，多酚含量达到 2.77%，
果实品质最优。铵态氮延缓草莓营养生长，植株较
小，叶片干物质含量最低；铵态氮有助于叶片色素
合成和果实产量提高，单果重可以达到 12.64 g，成
熟果可溶性固形物为 12.13 %，可滴定酸含量达
1.12%，多酚为 0.47%，果实品质最差。硝态氮-铵
态氮处理时，草莓营养生长和果实发育较为均衡，
叶长、叶宽和株高可达 9.16、7.87 和 32.47 cm，果
实纵横径达 34.49 和 28.90 mm，单果重达 11.07 g，
成熟果干物质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分别为 12.12%
和 13.10%，糖酸比 14.22，多酚含量 2.32%，果实
产量较高，品质稍次于硝氮处理。
氮素影响植物氮代谢和碳代谢过程[7]，对草莓生
长发育、生理代谢以及产量和品质形成等都具有重
要意义。施氮后草莓果实糖度增加，口感较好，氮
素是草莓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铵态氮和硝态氮
是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利用的主要 2 种矿质氮源[3,8]。
由于土壤中普遍存在矿化作用和硝化作用，有
机态氮和铵态氮很快转化为硝态氮。硝态氮是植物
从土壤或溶液介质中吸收的主要无机态氮素形
态[9-10]。硝态氮可以基本满足草莓生长的需求，处

理的草莓植株生长良好。铵态氮有利于植物体内淀
粉积累，而硝态氮则有利于植物蔗糖积累[11]。硝态
氮处理草莓果形虽然最小，但果实品质较好，糖酸
比达 14.58，果实口感最佳。草莓果实中含有丰富的
多酚类物质，主要包括草莓黄酮、鞣花单宁、原花
青素、花青素等，具有良好的抗氧化、防衰老、抗
炎症、保护皮肤、改善消化系统等功能[12]。硝态氮
处理草莓果实多酚含量达到 2.77 %，果实营养价值
高。硝态氮处理提高绿叶生菜和红叶生菜[13]的多酚
含量，也表现出相似的规律。
铵态氮单独使用时会产生毒害，能够抑制植株
生长[14]。在菜豆中，用铵态氮代替硝态氮后，根中
干物质含量和水份吸收速率均显著减少[15]。铵态氮
处理草莓植株生长较差，果实酸含量较高，糖酸比
最低，口感较差，可能也和铵盐的毒害有关。
硝态氮和铵态氮有一种联合效应[8]，混合施用利
于番茄[16]、菠菜[17]、小麦[18]和拟南芥[14,19]等多种植
物的生长。在菠菜中，添加铵态氮可以减少硝态氮
吸收，从而减少草酸积累，利于菠菜生长[17]。在小
麦中，添加硝态氮可以降低铵态氮单独使用时腐胺、
亚精胺和精胺含量[18]。硝态氮和铵态氮结合施用可
以促进草莓植株生长和果实发育，提高果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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