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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分析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以及品质的影响ꎬ选取油葵杂交品种陇葵杂 ３ 号ꎬ采用 ２ 因素 ３

水平(２ 个钾肥种类:氯化钾( Ｆ１) 、硫酸钾( Ｆ２) ꎻ３ 个施钾时期:全部种前基施( Ｔ１) 、 ５０％ 基施 ＋ ５０％ 现蕾期追施
(Ｔ２) 、 ２５％基施＋５０％现蕾期追施＋２５％花期追施( Ｔ３) ) 随机区组试验设计ꎬ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在甘肃省景泰条山农场
进行田间试验ꎮ 结果表明:ＫＣｌ 和 Ｋ２ ＳＯ４ 这两个钾肥品种的盘径、千粒重、粗脂肪含量、产油量、亚麻酸含量间没有明
显的差异ꎮ 与施用 Ｋ２ ＳＯ４ 相比ꎬ施用 ＫＣｌ 的产量在 ２０１４ 年显著增加ꎬＦ１Ｔ２ 的产量较 Ｆ２Ｔ２ 增加了 ４. ９６％ꎬＦ１Ｔ３ 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４.０６％ꎮ 出仁率、油酸含量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显著增加ꎬＦ１Ｔ１ 的出仁率较 Ｆ２Ｔ１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分别增加了 １.５０％、２.９９％ꎬＦ１Ｔ２ 的出仁率较 Ｆ２Ｔ２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７６％、１９.７％ꎻ２０１５ 年 Ｆ１Ｔ２ 的油
酸含量较 Ｆ２Ｔ２ 增加了 ５.９２％ꎻ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３ 的油酸含量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９.０９％ꎮ 粗蛋白含量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显
著降低ꎬＦ２Ｔ３ 的粗蛋白含量较 Ｆ１Ｔ３ 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增加了 ９.９５％、８.８７％ꎮ 粗蛋白产量在 ２０１６ 年显著降
低ꎬＦ２Ｔ３ 的粗蛋白产量在 ２０１６ 年较 Ｆ１Ｔ３ 增加 ９.２９％ꎮ 亚油酸含量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显著降低ꎬ Ｆ１Ｔ３ 的亚油酸

含量较 Ｆ２Ｔ３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增加了 ３.１７％和 ３.０３％ꎮ 施钾时期对油葵的盘径、亚麻酸含量没有显著影响ꎬ
但对油葵的千粒重、出仁率、产量、蛋白质含量、蛋白质产量、粗脂肪含量、产油量、油酸、亚油酸影响显著ꎮ 钾肥的最
佳施用时期为基施ꎮ 油葵产量与盘径、千粒重、出仁率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油酸和亚油酸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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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 ａｎｄ １９.７％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２Ｔ２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ꎻ ｔｈｅ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１Ｔ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５.９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２Ｔ２ ｉｎ ２０１５ꎻ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１Ｔ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９.０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２Ｔ３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２Ｔ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６ꎻ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ｏｆ Ｆ２Ｔ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９.９５％ ａｎｄ ８.８７％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１Ｔ３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２Ｔ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９.２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Ｆ１Ｔ３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ꎬ ｔｈｅ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１Ｔ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３.１７％ ａｎｄ ３.０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２Ｔ３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ｓ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ｎｏ￣
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ｋｅｒ￣

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ｙｉｅｌｄ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ｙｉｅｌｄꎬ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ｏｉｌ ｙｉｅｌｄꎬ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ａｓ ｂａｓ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ꎻ ｑｕａｌｉｔｙ

油葵是世界上第二大油料作物ꎮ １５ 世纪传入

农业区ꎬ土壤属灰钙土ꎬ其质地为沙质壤土或粘土ꎬ

肪含量是决定油葵产油量的关键指标ꎮ 脂肪酸组

水量 ２１８ ｍｍꎬ季节分布不均ꎬ多集中在 ７—９ 月ꎬ年蒸

中国ꎬ是我国五大油料作物之一

[１－３]

成是影响油葵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ꎮ 油葵籽粗脂

[４－５]

ꎮ 油葵籽粒

富含必需的不饱 和 脂 肪 酸 ( 其 中 亚 油 酸 含 量 高 达

６０％)ꎮ 亚油酸是人体必需脂肪酸ꎬ它能抑制血栓形
成ꎬ维持血压平衡ꎬ预防血管疾病ꎬ有益人类健康

[６]

ꎮ

近年来ꎬ在我国许多地区存在氮肥和磷肥部分
施用过多的现象ꎬ却忽略了钾肥的施用ꎬ造成钾素
供应不足

[７－８]

ꎮ 因此ꎬ合理补充钾肥对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的试验研究

表明ꎬ向日葵施用适量钾肥对增产的效果显著 [９－１２] ꎮ
施用钾肥降低了向日葵的蛋白质含量ꎬ但增加了脂

土层深厚ꎬ肥力中等ꎮ 该区域海拔约 １ ６８０ ｍꎬ年降

发量 ３ ０３８ ｍｍꎬ 年 日 照 时 数 ２ ７２５. ５ ｈꎬ 年 均 气 温

８.２℃ ꎬ无霜期 １５５~１６５ ｄꎬ≥１０℃的有效积温３ ０３８.２℃ꎬ
光照丰富ꎬ日照长ꎬ昼夜温差大ꎬ属内陆气候ꎮ

１.２

试验材料和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实施ꎬ耕层(０ ~ ２０ ｃｍ) 土

壤养分状况见表 １ꎬ油葵供示品种为陇葵杂 ３ 号ꎬ栽
培方式为全膜覆盖平作ꎬ种植密度为 ６０ ０００ 株 
ｈｍ －２ ꎬ小区面积 ３６ ｍ ２ ꎬ油葵于 ４ 月份播种ꎬ蕾期、花
期、盛花期各灌溉 １ 次ꎬ灌溉量约 ３６０ ｍｍ 左右ꎮ

施肥试验设计如表 ２ 所示ꎮ 肥料种类为尿素

肪酸的含量ꎬ提高了油的品质 [１３] ꎮ 以往的研究多集

( 含 Ｎ ４６％) 、过磷酸钙( 含 Ｐ ２ Ｏ ５ １２ － １６％) 、氯化钾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ꎬ缺乏钾肥种类和施肥时期对其

测土配 方 施 肥 结 果ꎬ 试 验 所 用 肥 料 的 氮 ( Ｎ ) 、 磷

中于钾肥与不同肥料的组合施用ꎬ分析其对向日葵
影响的分析研究 [１４－１５] ꎮ 本研究在景泰县条山农场

进行了 ３ ａ 的定位试验ꎬ通过对不同钾肥种类和施
钾时期油葵产量及其品质的研究ꎬ旨在为油葵的高

( 含 Ｋ ２ Ｏ ６０％) 、硫酸钾( 含 Ｋ ２ Ｏ ５０％) ꎮ 根据当地
(Ｐ ２ Ｏ ５ ) 、钾 ( Ｋ ２ Ｏ) 推荐用量分别为 １８０、１２０、１２０ ｋｇ

ｈｍ －２ ꎬ肥料除部分处理钾肥在蕾期和花期追施ꎬ其

产优质栽培及科学有效施肥提供理论依据ꎮ

余全部在播前基施ꎮ 试验设钾肥 ２ 种: ＫＣｌ( Ｆ１) 和

１

５０％ 种前基施 ＋ ５０％ 现蕾期追施( Ｔ２) 、２５％ 基施 ＋

１.１

Ｋ ２ ＳＯ ４( Ｆ２) ꎻ设施钾时期 ３ 个:全部种前基施( Ｔ１) 、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景泰条山农场ꎬ属典型的灌溉

５０％现蕾期追施 ＋ ２５％ 花期追施( Ｔ３) ꎬ共组成 ６ 个

处理ꎬ各处理重复 ３ 次ꎬ采用随机区组排列ꎮ

表 １ 试验田 ２０１４ 年土壤基础肥力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ｐＨ
８.５１

有机质 / ( ｇｋｇ －１ ) 速效氮 / ( ｍｇｋｇ －１ ) 速效磷 / ( ｍｇｋｇ －１ ) 速效钾 / ( ｍｇｋｇ －１ ) Ｃｌ － 含量 / ( ｇｋｇ －１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 Ｎ
Ａｖａｉｌ. Ｐ
Ａｖａｉｌ. Ｋ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５.５

５５.４

２７.７

１７９.９

０.２

含盐量 / ％
Ｓａｌｔｎｅｓｓ
０.０７

第５期
１.３

曾

测试项目及其计算方法

盘径:成熟期每个处理选取长势均匀的 １０ 株

植株ꎬ 以米尺测量花盘直径ꎬ计算各项平均值ꎮ
产量:采用全区测产ꎮ

千粒重、出仁率:取各处理成熟期籽粒ꎬ进行室

内考种测定ꎬ取 ３ 次平均数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１Ｔ２

Ｆ２Ｔ２
Ｆ２Ｔ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盘径 / ｃｍ
Ｄｉｓ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１８.８ａ

２０.６ａ

Ｆ１Ｔ３

１８.１ａ

１７.９ａ

２０.１ａ

Ｆ２Ｔ１

１８.８ ａ

Ｆ２Ｔ３

１７.９ａ

Ｆ２Ｔ２

１８.２ａ

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构成的影

由表 ３ 可知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ꎬＦ１Ｔ１ 的盘径最高ꎬ

油葵千粒重受钾肥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差异显著ꎮ Ｆ１Ｔ１ 的千粒重较 Ｆ１Ｔ３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
分别增加了 １４.７４％、３.３７％ꎻＦ２Ｔ１ 的千粒重较 Ｆ２Ｔ３
在 ２０１５ 年增加了 ４.１１％ꎮ

不同钾肥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构成的影响

１９.０ａ
１８.７ａ

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ｉｌ￣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Ｆ１Ｔ１
Ｆ１Ｔ２

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及产量构成

油葵千粒重受钾肥种类的影响差异均不显著ꎮ

２５％基施＋５０％现蕾期追施＋２５％ 花期追施
２５％ ｂａｓｅ＋５０％ ｂｕｄ ｓｔａｇｅ＋２５％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表３

结果与分析

期的影响均不显著ꎮ

５０％种前基施＋５０％ 现蕾期追施
５０％ ｂａｓｅ＋５０％ ｂｕｄ ｓｔａｇｅ

Ｔａｂｌｅ ３

数据采用软件 Ｅｘｃｅｌ、ＤＰＳ ７. ０５ 进行显著性分

Ｆ２Ｔ３ 的盘径最低ꎮ 油葵盘径受钾肥种类和施钾时

全部种前基施
１００％ ｂａｓ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 ２ ＳＯ ４

重法[１７] ꎬ脂肪酸组分含量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１８] ꎮ

响

２５％基施＋５０％现蕾期追施＋２５％花期追施
２５％ ｂａｓｅ＋５０％ ｂｕｄ ｓｔａｇｅ＋２５％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Ｆ２Ｔ１

粗蛋白质含量测定采用凯氏法[１６] ꎬ粗脂肪采用油

２.１.１

５０％种前基施＋５０％现蕾期追施
５０％ ｂａｓｅ＋５０％ ｂｕｄ ｓｔａｇｅ

Ｆ１Ｔ３

分( 油酸、亚油酸、亚麻酸) 含量ꎮ

２.１

全部种前基施
１００％ ｂａｓ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Ｃｌ

别测定蛋白质含量、粗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及其组

２

施钾时期
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Ｆ１Ｔ１

品质指标测定方法:取各处理成熟期籽粒ꎬ分

析ꎬＬＳＤ 法检验差异显著性ꎮ

施肥试验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钾肥种类
处理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１８９

骏等: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１８.５ａ
１８.６ａ
１８.２ａ
１７.９ａ

２０１４

千粒重 / ｇ
１０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６４.８ａ

２０１５

６０.７ ａ

２０１６

６１.５ａ

２０.５ａ

５９.４ａｂ

５９.８ａｂ

６０.４ａｂ

２１.０ａ

６２.３ａｂ

６０.０ａｂ

６０.８ａｂ

２０ａ

５７.７ｂｃ

２０.５ａ

５６.５ ｂ

６０.２ａｂ

５８.７ｂｃ
５９.６ａｂ
５７.７ｃ

６０.４ａｂ
６０.７ａｂ
６０.１ｂ

２０１４

７８.７ａ

出仁率 / ％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２０１５

７８.６ａ

７２.９ｃｄ

７６.４ｂ

７２.６ｄ

７６.１ｂ

７６.７ａｂ

７３.９ｂｃ

７７.９ａ

７４.８ｂ

７６.５ａｂ
７６.７ａｂ
７４.８ｂ

２０１６

７５.９ａ

７３.６ｃｄ

７７.６ａ

７６.３ｂ
７５.９ｂ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份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油 葵 出 仁 率 受 钾 肥 种 类 的 影 响 在 ２０１５ 年 和

异显著ꎮ ２０１４ 年 Ｆ１Ｔ２ 的产量较 Ｆ２Ｔ２ 增加了４.９６％ꎬ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５０％、２.９９％ꎬＦ１Ｔ２ 的出

油葵产量受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差异显

２０１６ 年差异显著ꎮ Ｆ１Ｔ１ 的出仁率较 Ｆ２Ｔ１ 在 ２０１５

仁率 较 Ｆ２Ｔ２ 在 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１６ 年 分 别 增 加 了

Ｆ１Ｔ３ 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４.０６％ꎮ 除 ２０１５ 年的 Ｆ２ 以外ꎬ
著ꎮ ２０１４ 年 Ｆ１Ｔ１ 的产量较 Ｆ１Ｔ２ 和 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

１.７６％、１９.７％ꎮ 除 ２０１４ 年的 Ｆ１ 和 ２０１６ 年的 Ｆ２ 以

４.６２％、９.３６％ꎬＦ１Ｔ２ 的产量较 Ｆ１Ｔ３ 增加 ４.５３％ꎬＦ２Ｔ１

显 著ꎮ ２０１４ 年 Ｆ２Ｔ１ 的 出 仁 率 较 Ｆ２Ｔ３ 增 加 了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的产量较 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了

别增加了 ２.７２％、４.１９％ꎬＦ２Ｔ１ 的出仁率较 Ｆ２Ｔ２ 和

２.１.３

外ꎬ出仁率受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差异

４.１４％ꎻ２０１５ 年 Ｆ１Ｔ１ 的出仁率较 Ｆ１Ｔ２ 和 Ｆ１Ｔ３ 分
Ｆ２Ｔ３ 分 别 增 加 了 ２.９８％、 １. ６０％ꎻ 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和
Ｆ１Ｔ２ 较 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２.８０％、１.４９％ꎮ

２.１.２ 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的影响

由

表 ４ 可知ꎬ油葵产量受钾肥种类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 年差

的产 量 较 Ｆ２Ｔ２、 Ｆ２Ｔ３ 分 别 增 加 了 ７.５９％、 １１. ５９％ꎻ

７.７５％和 ５.６０％ꎬＦ２Ｔ１ 的产量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５.２３％ꎮ
油葵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分析

表５

可知ꎬ油葵产量与产量构成( 盘径、千粒重、出仁率)

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产量构成中出仁率与盘
径、千粒重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ꎬ而盘径与千粒重
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ꎮ

１９０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不同钾肥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１Ｔ１
Ｆ１Ｔ２
Ｆ１Ｔ３
Ｆ２Ｔ１
Ｆ２Ｔ２
Ｆ２Ｔ３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２０１４
４３１２ａ
４１２２ｂ
３９４３ｃ
４２２５ａｂ
３９２７ｃｄ
３７８９ｄ

产量 Ｙｉｅｌｄ / ( ｋｇｈｍ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４１９４ａ
４２２３ａ
４０３０ａｂ
４１０８ａｂ
３８９２ｂ
３９９８ｂ
４１４６ａ
４２２７ａ
４０２４ａｂ
４０９１ａｂ
３９８３ａｂ
４０１７ｂ
－２

油葵产量与产量构成的相关系数矩阵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

产量
Ｙｉｅｌｄ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１

盘径 Ｄｉｓ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出仁率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０.３７ ∗∗

盘径
千粒重
出仁率
Ｄｉｓｃ
１０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０.３７ ∗∗

０.２４

１

０.４４ ∗∗

０.３７ ∗∗

０.５４ ∗∗

１

显著相关ꎮ

Ｎｏｔｅ: ∗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Ｐ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ｓꎬ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１

表６

不同钾肥和施钾时期对油葵粗蛋白及粗蛋白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粗蛋白含量/ ％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０１５

Ｆ１Ｔ１

１５.１４ａｂ

１５.９２ａｂ

Ｆ１Ｔ３

１３.７８ｃ

１５.４３ｃ

Ｆ１Ｔ２

１４.９４ｂ

Ｆ２Ｔ１

１５.５５ａ

Ｆ２Ｔ２

１５.４７ａｂ

Ｆ２Ｔ３

２.２.２

１５.１１ａｂ

２０１６

１４.１３ａ

粗蛋白产量/ (ｋｇｈｍ－２ )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ｙｉｅｌｄ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６５２.８４ａ

６６７.７８ａ ５９６.４３ａｂ

５４３.３７ｃ

６００.４７ｃ

１５.４７ｃ

１３.７６ａｂ

６１５.９０ｂ ６２３.４７ｂｃ ５６５.７１ｂ

１６.０１ａ

１４.６０ａ

６５７.１５ａ ６６３.７２ａｂ ６１６.７６ａ

１５.６５ｂｃ
１５.５８ｃ

１３.０８ｂ
１４.３８ａ
１４.２４ａ

５２３.２０ｃ

６０７.６２ｂ ６３０.０５ａｂｃ ５８８.２６ａｂ
５７２.４１ｃ

６２０.６８ｃ

５７１.７９ｂ

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粗脂肪的影响

由表 ７ 可知ꎬ油葵粗脂肪含量受钾肥种类的影响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差异不显著ꎮ 油葵粗脂肪含量受

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Ｆ１Ｔ１ 的粗脂肪含量较 Ｆ１Ｔ３ 分别
增加 ４.７１％、１１.２９％ꎬＦ２Ｔ１ 的粗脂肪含量较 Ｆ２Ｔ３ 分

注:∗∗代表 Ｐ<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ꎮ ∗代表 Ｐ<０.０５ 水平上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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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品质的影响
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粗蛋白的影响

由表 ６ 可知ꎬ油葵粗蛋白含量受钾肥种类的影响

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差异显著ꎮ Ｆ２Ｔ３ 的粗蛋白含

别增加 ４.７６％、６.５３％ꎻ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的粗脂肪含量
较 Ｆ１Ｔ２ 和 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２.７１％、６.１８％ꎬＦ１Ｔ２ 较
Ｆ１Ｔ３ 增加了 ３.３８％ꎬＦ２Ｔ１ 较 Ｆ２Ｔ２ 和 Ｆ２Ｔ３ 分别增
加了 ４.７２％、６.８３％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ꎬ Ｆ１Ｔ１ 的 产 油 量 在 ２０１４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最高ꎬＦ２Ｔ１ 的产油量在 ２０１６ 年最高ꎬＦ２Ｔ３

的产油量在 ２０１４ 年最低ꎬＦ１Ｔ３ 的产油量在 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１６ 年均最低ꎮ 油葵产油量受钾肥种类的影响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差异不显著ꎮ 油葵产油量受施钾
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均存在差异ꎮ ２０１４ 年

Ｆ１Ｔ１的产 油 量 较 Ｆ１Ｔ２ 和 Ｆ１Ｔ３ 分 别 增 加 ７. ３７％、

量较 Ｆ１Ｔ３ 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增加了 ９.９５％

１４.５２％ꎬ Ｆ２Ｔ１ 较 Ｆ２Ｔ２、 Ｆ２Ｔ３ 分 别 增 加 ７. ９３％、

蛋白含量受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均存

Ｆ１Ｔ１、Ｆ１Ｔ２ 较 Ｆ１Ｔ３ 的产油量分别增加了 １９.９３％、

和８.８７％ꎮ 除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 Ｆ２ 以外ꎬ油葵粗

１９.９３％ꎬ Ｆ２Ｔ２ 较 Ｆ２Ｔ３ 增 加 了 １１. ４０％ꎻ ２０１５ 年

在差 异ꎮ ２０１４ 年 Ｆ１Ｔ１ 和 Ｆ１Ｔ２ 的 粗 蛋 白 含 量 较

１１.４０％ꎬＦ２Ｔ１ 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１０.８２％ꎻ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粗蛋白含量较 Ｆ１Ｔ２、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２.９１％、３.２０％ꎬ

Ｆ１Ｔ２ 较 Ｆ１Ｔ３ 增加了 ６.２３％ꎬＦ２Ｔ１ 较 Ｆ２Ｔ２、Ｆ２Ｔ３ 分

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９. ８５％ 和 ７. ９８％ꎻ２０１５ 年 Ｆ１Ｔ１ 的
Ｆ２Ｔ１ 较 Ｆ２Ｔ２、Ｆ２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２.３０％、２.７１％ꎻ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的粗蛋白含量较 Ｆ１Ｔ３ 增加 ７.９８％ꎮ

油葵粗蛋白产量受钾肥种类的影响在 ２０１６ 年

差异显著ꎮ Ｆ２Ｔ３ 的粗蛋白产量在 ２０１６ 年较 Ｆ１Ｔ３

增加 ９.２９％ꎮ 油葵蛋白质产量受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的产油量较 Ｆ１Ｔ２、Ｆ１Ｔ３ 分别增加 ５. ５７％、１２. １５％ꎬ
别增加 ８.１６％、１２.３９％ꎮ
表７

不同钾肥和施钾时期对油葵粗脂肪及产油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ａｎｄ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粗脂肪含量/ ％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产油量 / (ｋｇｈｍ－２ )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差异均显著ꎮ ２０１４ 年 Ｆ１Ｔ１ 的粗蛋白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ꎬ Ｆ１Ｔ２ 较 Ｆ１Ｔ３ 增 加 了 １３. ３５％ꎬ Ｆ２Ｔ１ 较

Ｆ１Ｔ２

５０.３８ａｂｃ

５３.２０ａｂ

５１.０５ｂ

２０７６.９４ｂｃ ２１４３.８１ａｂｃ ２０９７.６４ｂ

Ｆ２Ｔ１

５１.０２ａｂ

５３.１２ａｂ

５２.８４ａ

２１５６.０５ａｂ ２２０２.６６ａｂ ２２３３.１７ａ

４８.７１ｃ

４９.８７ｃ

产 量 较 Ｆ１Ｔ２ 和 Ｆ１Ｔ３ 在 分 别 增 加 了 ６. ００％、
Ｆ２Ｔ２ 和 Ｆ２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８.１５％、１４.８０％ꎬＦ２Ｔ２ 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６.１５％ꎻ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的粗蛋

白产 量 较 Ｆ１Ｔ３ 在 分 别 增 加 了 １１. ２１％、 １４. ００％ꎬ
Ｆ２Ｔ１ 较 Ｆ２Ｔ３ 分别增加了６.９３％、７.８６％ꎮ

Ｆ１Ｔ１
Ｆ１Ｔ３
Ｆ２Ｔ２
Ｆ２Ｔ３

２０１４

５１.７１ａ

４９.３９ｂｃ

５０.６９ａｂｃ

２０１５

５５.０３ａ
４９.４５ｃ

５１.９２ｂｃ

２０１６

５２.４４ａ
４９.３８ｃ

５０.４６ｂｃ
４９.４７ｃ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２２９.９５ａ ２３０７.８６ａ ２２１４.５５ａ

１９４７.３０ｃｄ １９２４.３５ｄ １９７４.７１ｃ

１９９０.９０ｃ ２０８８.６０ｂｃｄ ２０６４.６４ｂｃ

１８４４.７１ｄ １９８７.６６ｃｄ １９８７.０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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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等: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钾肥种类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不饱和脂肪酸

油葵亚油酸含量受钾肥种类的影响在 ２０１５ 年

由表 ８ 可知ꎬ油葵油酸含量受钾肥种

和 ２０１６ 年均存在差异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３ 的

年 Ｆ１Ｔ２ 的油酸含量较 Ｆ２Ｔ２ 增加了 ５.９２％ꎻ２０１６ 年

油酸含量受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均

组分的影响

类的影响 在 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１６ 年 均 存 在 差 异ꎮ ２０１５

Ｆ１Ｔ３的油酸含量较 Ｆ２Ｔ３ 增加了 ９.０９％ꎮ 油酸含量受

施钾时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均存在差异ꎮ

２０１５ 年 Ｆ１Ｔ１ 的油酸含量较 Ｆ１Ｔ３ 增加 ６.６２％ꎻ２０１６

年 Ｆ１Ｔ１ 的油酸含量较 Ｆ１Ｔ２ 增加了 １０.５０％ꎬＦ２Ｔ１ 的
油酸含量较 Ｆ２Ｔ２、Ｆ２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７.７２％、１０.８４％ꎮ
Ｔａｂｌｅ ８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１Ｔ３

２０.２３ａ

Ｆ２Ｔ２
Ｆ２Ｔ３

３

２０１４

２１.０８ａ

Ｆ２Ｔ１

存在差 异ꎮ Ｆ１Ｔ３ 和 Ｆ２Ｔ３ 的 油 酸 含 量 较 Ｆ１Ｔ３ 在

２０１５ 年分别增加了 ３.１７％、３. ０３％ꎬ在 ２０１６ 年分别
增加了４.７６％、３.７６％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ꎬ亚麻酸含量受钾肥种类和施钾

时期的影响差异均不显著ꎮ

不同钾肥和施钾时期对油葵不饱和脂肪酸组分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Ｆ１Ｔ１
Ｆ１Ｔ２

表８

亚油酸含量较 Ｆ２Ｔ３ 分别增加了 ３.１７％、３.０３％ꎮ 亚

油酸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 ％
２０１５

２３.８９ａ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亚麻酸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６２.４４ａ

６３.３４ａ

０.２２ａ

０.１９ａ

０.２４ａ

２２.６５ａｂｃ

６２.６５ａ

６０.１３ｂ

６０.４６ｂ

０.２２ａ

０.１８ａ

０.２５ａ

６３.０９ａ

６１.８９ａ

６２.５２ａ

２１.７２ｂｃｄ

２０.５７ａ

２３.２ａｂｃ

２３.０１ａｂ

２０.５７ａ

２２.８０ｂｃ

２２.３９ｃ

２０１５

６２.３１ａ

２３.７２ａｂ

２０.４ａ

亚油酸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 ％

２４.００ａ

２０.５７ａ

２２.４１ｃ

２０１４

２１.３６ｃｄ
２０.７６ｄ

６２.５９ａ
６２.６７ａ
６３.１１ａ

６１.７１ａ

６２.７４ａ

６２.７３ａ

６２.９２ａ

６２.０４ａ

６２.３０ａ

０.２２ａ
０.２３ａ
０.２２ａ
０.２２ａ

０.１８ａ
０.１９ａ
０.１９ａ
０.１８ａ

０.２５ａ
０.２６ａ
０.２５ａ
０.２３ａ

酸和亚油酸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显著增加ꎮ 本研究

讨论与结论

中钾肥基施能够提高油葵产量ꎬ改善油葵品质ꎬ段

目前钾肥对油葵产量和品质研究多集中于钾

肥与不同肥料的组合施用或者钾肥的不同施钾量ꎬ

玉等 [２２] 、柳洪鹃等 [２３] 、 姚海兰等 [２４] 也得到了类似
结果ꎮ

通过对产量与产量构成进行相关性分析ꎬ油葵

没有钾 肥 种 类 和 施 肥 时 期 对 油 葵 产 量 和 品 质 影
ꎮ 本试验开展了针对不同钾肥种类和施钾

产量与 盘 径、 千 粒 重、 出 仁 率 均 有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施用 Ｋ ２ ＳＯ ４ 相比ꎬ施用 ＫＣｌ 的盘径、千粒重、粗脂肪

综上所述ꎬ施用 ＫＣｌ 和 Ｋ ２ ＳＯ ４ 对油葵盘径、千粒

响

[９ꎬ１４－１５]

时期的研究ꎮ 对不同肥料种类的研究结果表明:与

关系ꎮ

含量、产油量、亚麻酸含量差异均不显著ꎮ 与施用

重、粗脂肪含量、产油量、亚麻酸含量的影响没有明

出仁率、油酸含量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显著增加ꎬ粗

油葵的产 量、 出 仁 率、 油 酸 含 量ꎬ 降 低 了 粗 蛋 白 含

Ｋ ２ ＳＯ ４ 相比ꎬ施用 ＫＣｌ 的产量在 ２０１４ 年显著增加ꎬ

显的差异ꎮ 与施用 Ｋ ２ ＳＯ ４ 相比ꎬ施用 ＫＣｌ 能够增加

蛋白含量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显著降低ꎬ粗蛋白产

量、粗蛋白产量、亚油酸含量ꎮ 施钾时期对油葵的

２０１６ 年显著降低ꎮ 本研究中施用氯化钾第 １ 年可

重、出仁率、产量、蛋白质含量、蛋白质产量、粗脂肪

量在 ２０１６ 年 显 著 降 低ꎬ 亚 油 酸 含 量 在 ２０１５ 年 和

盘径、亚麻酸含量没有显著影响ꎬ但使油葵的千粒

以提高油葵的产量ꎬ随着施肥年限的增加ꎬ增产幅

含量、产油量、油酸、亚油酸显著增加ꎮ 钾肥的最佳

度逐步降低ꎮ 原因可能是多年氯化钾的施用ꎬ土壤

施用时期为基施ꎮ 油葵产量与盘径、千粒重、出仁

中的盐份含量增加ꎬ降低了油葵产量

[１９]

ꎮ 随着施肥

年限的增加ꎬ施用氯化钾增加了油葵油酸含量ꎬ但
是降低油葵的亚麻酸含量以及粗蛋白含量、粗蛋白
产量ꎬ说明油酸和亚油酸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ꎬ这
与郑伟等 [２０] 、李为萍等 [２１]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通过对施钾时期的研究表明:施钾时期对油葵

盘径、亚麻酸含量的影响差异不显著ꎬ对其余各产
量、产量构成及品质指标的影响显著ꎬ均为基施效
果最好ꎮ 其中ꎬ钾肥基肥的千粒重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

显著增加ꎬ出仁率、产量、蛋白质含量、蛋白质产量、
粗脂肪含量、产油量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显著增加ꎬ油

率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 油酸和亚油酸含量之
间存在负相关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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