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农业学报 2008，24(4)：51—54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文章编号：1000．3924(2008)04—51—04 

三种不同栽培方式下黄瓜产量和品质及土壤养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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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大田试验，研究有机、特别以及常规三种栽培方式下黄瓜的产量和品质及土壤养分。结果表 

明：有机栽培的黄瓜产量低，特别和常规依次增加。其品质有机栽培的最好，常规栽培较差。有机栽培黄瓜的硝 

酸盐含量低，特别、常规栽培黄瓜的硝酸盐含量依次增加。有机黄瓜的维生素 C、可溶性糖含量高，常规的较低， 

三种栽培方式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可滴定酸无差异。土壤养分除有机栽培的全氮略有增加外，各栽培方式 

下的土壤全氮、碱解氮、全磷、速效磷、速效钾均有所下降，有机栽培的土壤养分下降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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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cumber yield and quality and soil nutr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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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field experiment with a cucumber cultivar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organic cultiva． 

tion(OC)，special cultivation(SC)and conventional cultivation(CC)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se three 

cultural practices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ucumber and the soil nutri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C was the lowest in yield and the CC was the highest，while in quality the 0C was the best and 

the CC was the poorest．The ascending order of the nitrate content of cucumber in the 3 practices was 

the OC，the SC and the CC，and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vitamin C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s of 

cucumber was the 0C。SC and CC．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Because the 

titratable acidity of cucumber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three cultivations，the cucumber of the 

oC had the highest sugar／acid ratio and SO tasted the best．In the soil nutrients，the total nitrogen，a1． 

kali-hydrolyzable nitrogen，total phosphorus，readily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readily available potas— 

sium somewhat decreased in all the three cultivations，except for a slight increase in total nitrogen un． 

der the OC．The decrease in the soil nutrients under the OC was the least，thoug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crease among the three cultivations were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Organic cultivation(OC)；Special cultivation(SC)；Cucumber；Yield；Quality；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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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是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环保型农业。有机农业生产中提倡施用有机肥并结合土地 

休闲、绿肥覆盖、与豆科作物轮作等农业措施来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同时禁用化学合成农药，减少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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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微生物的毒害。因此，有机栽培(Organic cultivation，OC)比常规栽培(Conventional cultivation， 

CC)更具可持续性。 

特别栽培(Special cultivation，SC)是 日本官方确立的环境保全型农业生产方式，是指在生产过程将 

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减至常规农业习惯水平 50％以下的栽培方式。其中，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是该地区 

相同作物期相同作物常规施用次数的50％以下；使用的化学肥料中氮素含量是该地区相同作物期相同作 

物常规施用氮素含量的5O％以下u 。 

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简单的用有机肥代替化肥，用生物农药替代化 

学农药。国外对有机与常规两种农业体系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下作物产量、品质及土 

壤质量方面E ]，但结论不一致。国内有机农业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只是考虑两种体系中施用不同的肥料 

而产生的影响 ]̈，而非整个生产体系产生的影响。本试验拟对有机、特别及常规三种栽培方式进行比 

较研究，分析黄瓜的产量和品质以及土壤养分，以期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1 材 料 与 方 法 

1．1 试验土壤及田间设计 

试验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五厍有机农场内，试验地 2003、2004年进行绿色食品种 

植，之后一直进行土地休闲，试验前土壤养分状况见表 1。试验设有机、特别和常规三种栽培方式，大田定 

位栽培，每种栽培方式设4次重复，每个小区实际栽培面积 44 m (4．4 m x 10 m)，小区之间设置 2．5 m宽 

的道路作为缓冲带，道路两边种植保护行。 

表 1 试验前土壤养分状况 

! ! ! ! ! !竺 竺堡 !竺!!坐竺 ! 竺 ! 
土层 全氮 ·kg一 碱解氮／mg· 全磷 ·kg 速效磷／mg·kgI1 速效钾／mg·kg 

Soil layer Total nitrogen Alkali．hydrolyzable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Readily available phosphorus Readily available potassium 

1．2 供试作物及各处理的生产原则、田间管理 

供试作物为黄瓜(春夏四叶)，于 2007年 4月 26日播种，5月 16日定植。 

有机栽培方式下，只施有机肥，配合绿肥、作物覆盖等措施培肥，病虫害控制主要使用人工除草，挂黄 

板、振频式杀虫灯诱杀，以及生物农药；常规栽培方式下使用化肥和化学合成农药进行病虫草害控制；特 

别栽培方式下将化学肥料的施肥量减至常规栽培下的1／2，病虫害控制方面将常规中化学农药的使用次 

数减至常规栽培下的1／2。 

特别栽培标准中明确规定减少化肥的氮含量，因此在本试验中肥料的施用只考虑氮素，保证有机肥 

料的施用量折合成纯氮后与化肥相同。有机和特别栽培的小区施用的有机肥为商品有机肥(上海四季生 

态有机肥)，其养分含量为全氮 1．65％、五氧化二磷 1．73％、氧化钾 0．65％；常规和特别栽培中使用的化 

肥为尿素，其全氮含量为46％，肥料施用情况具体见表2。 

表2 黄瓜在不同栽培方式下肥料的使用情况 
Table 2 The quantities of fertilizer appli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practices kg·hm 

括号中数据为折合纯氮的数量。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quantity of reduced pure nitrogen． 

1．3 测定方法 

黄瓜中维生素 C含量采用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可溶性糖用蒽酮比色，可滴定酸度用氢氧化 

钠滴定法，硝酸盐用水杨酸比色法_1 ，土壤全氮用凯氏定氮法，碱解扩散法测定碱解氮，全磷用高氯酸消 

化、钼锑抗比色，速效磷采用碳酸氢钠提取、钼锑抗比色，速效钾用乙酸铵提取、火焰光度法测定 [1 。 

2 结 果 与 分 析 

2．1 不同栽培方式下黄瓜的产量 

三种栽培方式下，常规栽培产量最高，有机栽培产量最低，比常规降低了13．19％，特别栽培黄瓜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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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常规的降低了 8．43~／0(表 3)。这与栽培方式有关，因为有 

机栽培是通过有机肥和绿肥等来培肥土壤的，肥力发挥较慢，导 

致了产量的下降，但是产量下降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可见，减 

少或不用化学肥料，只要采取其他相关的农业措施，黄瓜的产量 

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 

2．2 不同栽培方式下黄瓜的品质 

表 3 三种栽培方式下黄瓜的产量 
Table 3 Cucumber yield in three cultural practices 

处理 小区产量／kg 折合单产量／kg·hm一 

Treatment Plot yield Yield per unit area 

常规栽培的黄瓜中硝酸盐含量最高(表4)，有机栽培的最低，比常规的降低54．38％，特别栽培方式下 

黄瓜的硝酸盐含量比常规降低 30．21％，表明在栽培过程中减少化学氮肥的施用能降低蔬菜累积硝酸盐 

的含量。 

表 4 三种栽培方式下的黄瓜品质 

Table 4 Cucum ber qual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practices 

三种栽培方式下，维生素c的含量是有机>特别>常规，方差分析表明三种栽培方式下的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各处理中可溶性糖含量的差异达极显著，各处理下黄瓜的可滴定酸则没明显变化，但是可溶性 

糖高，则糖酸比高，口感则更好。 

试验表明在有机栽培方式下，黄瓜的品质优于常规栽培的，且安全性更高，特别栽培则介于两者之 

间。 

2．3 不同栽培方式下的土壤养分 

三种栽培方式下有机栽培中土壤全氮含量高于特别和常规栽培，且较种植前增加了8．78％，而特别 

栽培和常规栽培下比试验前分别降低了2．70％、12．84％(表 5)。试验中施入氮的总量超过了黄瓜生长 

所需要的量，但是只有有机栽培下土壤的全氮略有增加，可见在有机栽培下，通过有机肥以及绿肥等土壤 

培肥措施可以增加土壤的保肥能力，减少了土壤氮素的流失。三种栽培方式下土壤的碱解氮含量较种植 

前均有下降，碱解氮的含量反映了土壤近期氮素供应情况，试验前土地休闲，种植后被蔬菜吸收大量的氮 

素，导致了碱解氮的下降。 

表 5 三种栽培方式下的土壤养分 

Table 5 Soil nutrients in different cultural practices 

种植后三种栽培方式下土壤全磷、速效磷、速效钾均比种植前下降，但是差异不显著，有机栽培略高 

于特别和常规栽培。本试验施肥只考虑氮含量，未考虑磷、钾元素，在蔬菜种植过程中必然会消耗土壤中 

的部分磷、钾，但是有机栽培方式下下降幅较小，一方面是有机肥提供了均衡的养分，另一方面有机肥的 

施用促进了土壤中菌根的繁殖，改善了磷、钾的供应。 

3 结 论 与 讨 论 

三种不同栽培方式下，有机栽培的黄瓜产量低，特别和常规依次增加。其品质有机栽培的好，常规栽 

培的较差。有机黄瓜的硝酸盐含量低。有机黄瓜的维生素C、可溶性糖含量较高，其三种栽培方式的差异 

均达到了显著水平。可滴定酸没有差异，但可溶性糖高则糖酸比高，有机黄瓜的口感好。 

三种栽培方式下除有机栽培土壤全氮略有增加外，其他栽培方式下土壤全氮、碱解氮、全磷、速效磷、 

速效钾均有所下降，三种栽培方式下的差异不显著，但有机栽培的土壤降幅最小。 

试验表明三种栽培方式下土壤氮磷钾含量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P Gosling等_1 ]对英国有机耕地体 

系土壤的长期肥力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常规和有机土壤中的总土壤有机质、全氮和 C／N比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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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但是有效钾和有效磷在有机土壤中的含量比常规土壤显著低。这个结果支持了有机的种植方式 

消耗掉了在常规管理下的累积的钾和磷储量的争论，暗示了有机管理实践上增加磷和钾的输入是必需 

的。由于试验时间不长，栽培方式之间的差异还不显著，随着定位试验的进一步改进、完善，以及时间的 

延长，不同栽培方式对土壤的影响会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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