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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硅对草莓光合特性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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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取田间试验与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研究了施硅对露地栽培草莓的光合特性和

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施硅可提高草莓叶片净光合速率 (Pn) 、气孔导度 ( Gs)与胞间 CO2 (Ci)浓

度 ,降低蒸腾速率( Tr ) ,提高草莓植株对水分的利用 ;施硅可提高草莓单株结果数、平均单果重 ,

降低畸形果数和病果数 ,进而明显地提高草莓产量 ,不同施硅处理和对照相比 ,增产幅度达到

10. 28 %～29. 24 % ,当施硅量为 2. 93 kg/ 667m2时 ,可获得最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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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硅是地壳中含量居第二位的元素 ,但其是否为

植物的必需元素尚未有定论。已有的研究证实 ,硅能够

改善植物的生理活动、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缓解

逆境条件对作物的胁迫、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产量 ,

是许多作物的有益元素[123] 。关于硅在草莓上的应用报

道[425]尚不多见 ,且以往研究施用的硅肥多为碱性硅酸

盐 ,因而究竟是由于改变了土壤p H 条件 ,或是陪伴离子

的作用 ,抑或是硅素的效应很难说清。该试验在调节

p H 和消除陪伴离子影响的基础上 ,研究了施硅对草莓

光合特性、结果情况和产量的影响 ,以期为在草莓生产

中科学施用硅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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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田间小区试验于 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7 月在沈阳

农业大学果树研究基地草莓园进行 ,供试土壤有效硅

214. 23 mg/ kg ,全碳 35. 65 g/ kg ,有效磷 135. 12 mg/ kg ,

有效钾 127. 06 mg/ kg ,p H 6. 86。供试草莓 ( Fragaria

ananassa Duch. )选用 1 a 生匍匐茎苗 ,品种为幸香。硅

肥和钾肥分别为化学纯硅酸钾和分析纯硫酸钾试剂。

1. 2 　田间试验

试验设 6 个处理 ,4 次重复 ,各处理随机区组排列。

每 667 m2 施硅量 (以 SiO2 计) 分别为 : 1. 08 kg ( Si1) 、

2. 16 kg(Si2) 、3. 24 kg ( Si3) 、4. 32 kg ( Si4) 和 5. 40 kg

(Si5) ,另设对照 (CK)处理 (即无硅处理) 。硅肥作为基

肥一次性施入 ,用硫酸中和硅酸钾的碱性 ,各处理间硫

和钾的差异以硫酸钾补齐。草莓定植前施入腐熟农家

肥 5 000 kg/ 667m2和氮磷复合肥 50 kg/ 667m2 。施肥整

地后划定试验小区。小区长 2 m ,宽 1. 5 m ,面积为

3. 0 m2 ,草莓株行距为 25 cm。每区栽种草莓 40 棵 ,整

个生育期按常规方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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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试验方法

土壤性状采用常规方法测定[6 ] 。草莓果实成熟后 ,

每隔 1 d 采收 1 次 ,单株计产 ,每次测产时 ,记录各处理

单果重、病果数和畸形果数 ,最后统计单株总产量、总病

果数、总畸形果数和总果数 ,根据公式计算 :病果率 =单

株病果数/ 单株总果数 ×100 %;畸果率 = 单株畸形果

数/ 单株总果数 ×100 %。草莓生长旺盛期测定各处理

叶片的光合特性 ,利用 Li26400 型光合测定系统测定叶

片净光合速率(Pn) 、气孔导度 ( Gs)与胞间 CO2 (Ci)和蒸

腾速率 ,每次测定 5 株以上 ,每株重复 3～5 次。

2 　结果和分析
2. 1 　硅肥对草莓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

表 1 是施硅对草莓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 ,可以看

出 ,各处理叶片净光合速率 (Pn) 、气孔导度 ( Gs)与胞间

CO2 (Ci)浓度的变化规律相类似 ,即各施硅处理的草莓

叶片光合特性指标都明显高于对照 ,并随施硅量的增加

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各施硅处理叶片净光合

速率比对照增加 9. 32 %～20. 15 % ,气孔导度增加

18. 31 %～28. 43 % ,胞间 CO2浓度增加 11. 37 %～24. 54 % ,

但施硅后能降低草莓叶片蒸腾速率 ( Tr ) ,各施硅处理叶

片蒸腾速率比对照降低 9. 93 %～16. 44 %。蒸腾速率的

降低 ,有利于提高植株对水分的利用 ,水分利用率用 Pn/

Tr 表示[7 ] ,该试验中 Pn/ Tr 从 1. 80 上升至 2. 35～2. 40 ,

这说明施硅可提高草莓植株对水分的利用。

　　表 1 施硅对草莓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

处理
净光合速率

/ mol ·m - 2 s - 1

气孔导度

/ molH2O ·m - 2 s - 1

胞间 CO2浓度

/μL ·L - 1

蒸腾速率

/ gH2O ·m - 2 s - 1

CK 5. 26b 108. 7c 222. 5d 2. 92a

Si1 5. 78a 130. 5b 247. 8b 2. 45c

Si2 6. 17a 139. 6a 256. 7b 2. 63b

Si3 6. 32a 145. 4a 277. 1a 2. 69b

Si4 6. 03a 132. 3b 265. 7a 2. 51b

Si5 5. 75a 128. 6b 252. 5b 2. 44 c

　　注 :不同字母间差异达 5 %显著水平 ,下同。

2. 2 　硅肥对草莓结果情况的影响

表 2 是施硅对草莓结果情况的影响 ,可以看出 ,施

硅可以显著地提高草莓单株果数和平均果重 ,降低畸果

率和病果率。施硅处理的单株结果数比对照处理增加

5. 53 %～13. 50 % ,平均单果重增加 5. 24 %～11. 89 % ,畸

果率降低 12. 30 %～31. 45 % ,病果率降低9. 43 %～

30. 35 % ,这说明施硅能够有利于提高草莓坐果率 ,降低

果实发病率 ,提高草莓产量。

2. 3 　硅肥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图 1 是施硅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可以看出 ,草莓产

量与施硅量之间呈显著的二次相关关系 ( r = 0. 9698 33 ,

n = 6) ,即随着硅用量的增加 ,草莓产量逐渐增加 ,当达

到峰值后 ,继续增施硅肥 ,产量则呈下降趋势。在该试

验中 ,当施硅量为 2. 93 kg/ 667m2 时 ,将获得最高产量

231. 18 g/ 株 ; 与对照处理相比 ,施硅增产幅度为

10. 28 %～29. 24 %。

　　表 2 施硅对草莓结果情况的影响
处理 单株果数/ 个 平均果重/ g 畸果率/ % 病果率/ %

CK 20. 12b 9. 04b 18. 54a 6. 36a

Si1 21. 05b 10. 07a 15. 82b 5. 46b

Si2 22. 58a 10. 14a 12. 71c 4. 43d

Si3 22. 91a 10. 26a 14. 27b 4. 54c

Si4 21. 09b 9. 55b 16. 26b 5. 41b

Si5 21. 02b 9. 54b 14. 37b 5. 76b

图 1 　施硅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3 　讨论
关于硅对植物生长发育的作用 ,Epstein[8 ]认为硅在

植物生物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营养液配方中应包括

硅。许多研究表明 ,硅通过影响生态环境 ,增强植物抗

逆性来影响植物[9 ] ,如通过改善作物的光能利用能力和

水分代谢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Mang 等[10]对草莓等

园艺作物的研究表明 ,加硅可大幅度提高叶绿素含量 ,

梁永超[11]研究表明硅能降低植物的水分蒸腾。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发育的物质和能量的主要来

源 ,光合作用加强 ,光能利用率的提高 ,会使碳源和能源

积累速率加快。水分代谢是衡量植物生理功能和生长

发育的重要指标 ,施硅后可使植株蒸腾速率下降 ,使叶

片含水量升高。水分利用率的提高 ,有利于植物维持较

高水势、减少水分丧失 ,为增加代谢、加速合成有效物质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外 ,硅使作物水分利用率提高 ,

还可增强作物的抗旱能力。从该研究的结果来看 ,施硅

能增强草莓植株的光合作用 ,降低蒸腾速率 ,促进了植

物的生长发育 ,进而显著提高草莓单株果数、平均果重 ,

获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露地草莓畸形果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花期授粉受

精不充分而引起的。气候原因、品种特性、病虫为害和

用药不当以及栽培管理措施不当也会引起畸形果。若

草莓生长过程对矿质元素的不合理吸收会产生畸形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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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可促进作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和运转 ,改善作物的营

养状况[12] ,因此 ,施硅可以减少草莓畸形果的产生。

硅提高作物的抗病性有以下几种机理 :一是硅沉积

假说。该假说认为沉积在乳突体、表皮层或受真菌侵染

部位、伤口处的硅能增加植物细胞壁的机械强度 ,起到

天然的“机械或物理屏障”的作用[13] ;二是认为硅参与了

寄主与病原菌作用的代谢过程 ,硅使植物产生一系列对

病原菌的抗性反应 ,增强植物器官的抗病性[14] ;三是认

为是硅可以诱导植株产生抗毒素[15] ,有效提高作物的抗

病性。该试验中施硅可降低草莓的病果率 ,可能是硅参

与了草莓植株的代谢和生理活动 ,增强抗病性有关。

现仅对施硅条件下草莓叶片光合作用、蒸腾速率以

及产量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有关硅促进草莓生长发育、

提高产量和减少病害发生的机理尚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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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 field experiment and lab analysis were combin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ilicon application on pho2
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 yield of open cultivated strawberry. These studies had provided results to suggest that silicon

supplied to strawberry can increase lea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 Pn) ,stomata conductance ( Gs) and intercellular CO2

(Ci) ; and also decreased transpiration rate ( Tr ) , promoted the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strawberry. By silicon offered to

strawberry , it can advance the fruit number individual and mean fruit weight ; debase the number of malformed fruit and

diseased fruit , then enhanced the strawberry yield obviously. The yield increasing range of these different treatments was

10. 28 %～29. 24 % more than control ; when the amount of silicon application reached 2. 93 kg/ 667m2 ,could get the peak

output.

Key words :Silicon ;Strawberry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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