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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产量、品质
及养分吸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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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配施钾肥对蔬菜黄芽白和苞菜产量、品质及养分吸收的影响，为钾肥在蔬菜种植上的应用推广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黄芽白和苞菜为试验材料，采用大田试验，随机区组排列，设配施钾肥（N、P2O5和K2O各135

kg/ha）、常规施肥（N和P2O5各135 kg/ha）和不施肥3个处理，测定蔬菜产量和硝酸盐、维生素C、全糖含量及氮、磷、钾、

钙养分吸收总量。【结果】配施钾肥处理的黄芽白和苞菜商品产量分别比不施肥处理（对照）增产20.9%和50.2%，比常

规施肥分别增产6.4%和20.5%，处理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较，配施钾肥可有效

降低黄芽白和苞菜不同生育时期及不同部位的硝酸盐含量，其中，采收期黄芽白和苞菜心叶和外叶硝酸盐含量显著

降低（黄芽白降幅分别为10.1%和21.2%，苞菜降幅分别为12.9%和22.6%）；也能显著提高商品菜的维生素C和总糖含

量，黄芽白心叶维生素C和总糖含量分别提高26.2%和43.8%，苞菜分别提高15.5%和17.6%；同时，能明显提高氮、磷、

钾和钙等养分的吸收量，黄芽白氮、磷、钾和钙养分总吸收量分别提高9.4%、14.4%、20.8%和10.8%，苞菜分别提高

6.4%、4.9%、0.3%和41.9%。【结论】配施钾肥可提高黄芽白和苞菜的产量及品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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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yield，
quality and nutrient absorption of Chinese cabbage（Beassica
pekinensis L.）and cabbage（B. oleracea var. capitata L.）

SUN Yu-tao，DONG Chun-hua，NIE Jun，LU Yan-hong，

LI Hai-lu，LIAO Yu-lin*

（Soil and Fertilizer Institute of Hunan Province/Scientific Observing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Arable Land
Conservation（Hunan），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Changsha 410125，China）

Abstract：【Objective】In this paper，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yield，quality and nutrient
absorption of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were explor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ts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in vegetable cultivation.【Method】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were used as materials and three treatments with randomi-
zed block design were set in field experiment，including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N，P2O2 and K2O each
135 kg/ha），conventional fertilizer（N and P2O2 each 135 kg/ha）and no fertilizer. Economic and quality indicators of vege-
tables including yield，content of nitrate，vitamin C and total sugar，and total nutrient absorption of nitrogen（N），phos-
phorus（P），potassium（K）and calcium（C）were measured.【Result】The commodity yield of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under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treatment increased by 20.9% and 50.2%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under n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control），and increased by 6.4% and 20.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under con-
ventional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m（P<0.05，the same below）. Com-
pared with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treatment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i-
trate content of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during harvest period，the ni-
trate content in heart leaves and outward lesf of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Chinese cabbage
was decreased by 10.1% and 21.2%，cabbage was decreased by 12.9% and 22.6%）；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nt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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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黄芽白（Beassica pekinensis L.）和

苞菜（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 L.）是湘东地区

秋冬季的主要栽培蔬菜，其种质资源丰富，生态类型

多样，产量高，品质好，营养丰富，且耐贮藏运输，也

是我国尤其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普遍栽培的蔬

菜。但近年来由于片面追求高产及化肥的不合理施

用，极大地限制了黄芽白和苞菜的产量和品质的进

一步提高，也导致了肥料利用率低和更多的养分流

失。蔬菜产量高低和品质优劣主要由蔬菜品种（谢

景等，2015）、栽培技术（王荣萍等，2016）、管理措施

（廖文华等，2017）及环境条件（郑阳霞等，2018）等因

素决定，其中，合理施肥对蔬菜产量和品质的形成尤

为重要（张杰，2016；黄绍文等，2017），即研发科学合

理的施肥方法、施肥结构和施肥用量等施肥技术是

蔬菜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湘东地区在栽培黄芽

白和苞菜时，大量施用氮肥和磷肥，钾肥施用量很

少，甚至不施，因此，通过改进施肥技术来提高黄芽

白和苞菜的产量及质量，对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推动

蔬菜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均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前人研究进展】在当前的蔬菜生产中，尤其是叶

类蔬菜，为获得较高经济产量和经济效益，通常大量

施用氮肥，但少施或不施钾肥（许肖松，2018），不仅

降低了蔬菜的品质和生产效益（郭智等，2018），还导

致氮素养分在土壤中大量累积（朱同彬等，2017），加

剧了生态环境风险（罗付香等，2018）。为此，人们在

培育和筛选蔬菜新品种的同时，不断对施肥方法进

行改进，并提出针对包括白菜类和甘蓝类在内九类

蔬菜生长特点的施肥措施（陈茂春，2014）。合理施

肥不仅可提高蔬菜的肥料利用效率和减少资源浪费

（司鹏飞等，2016），还能通过降低蔬菜中硝酸盐含

量，以提高蔬菜品质和减少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袁丽

红，2008；许肖松，2018）。在合理施肥中，不同蔬菜

品种所需肥料配比的研究尤为重要（杨东等，2014；

袁伟玲等，2014；许俊香等，2016；朱长安，2018）。因

此，蔬菜科学的肥料用量、合理的配比及氮肥的分期

施用比例研究，将对提高蔬菜产量和改善蔬菜品质

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针对蔬菜施肥

的研究较多，但有关施肥对黄芽白和苞菜生产影响

的研究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湘东地区秋冬

季蔬菜黄芽白和苞菜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间小区试

验，探究配施钾肥对两种蔬菜产量、品质和养分吸收

的影响，为黄芽白和苞菜的高产优质栽培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为第四纪红色黏土发育的红泥土，土

壤pH 5.5，有机质含量21.57 g/kg，碱解氮、速效磷、

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分别为115.0、51.6、179.0和

151.0 mg/kg。供试蔬菜品种为黄芽白（丰抗98）和

苞菜（中甘1号）。供试肥料中，有机肥为发酵菜籽

饼，含氮5.15%、磷2.96%、钾1.22%；化肥氮为尿素

（氮46.0%），化肥磷为过磷酸钙（P2O5 12.0%），化肥钾

为氯化钾（K2O 60%，加拿大产）。

1. 2 试验设计

试验地点设在浏阳市达浒镇椒花新村（东经

113º55 ′ 36″，北纬28º24 ′ 37″），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热量充足，降水丰沛，光照较足，春季温和，暮春

初夏雨多，盛夏高温，秋季凉爽，冬季寒冷，但严寒期

短，多年平均气温17.5 ℃，无霜期年平均273 d，最长

达329 d，最短为233 d，年平均日照时数1612.2 h，年

平均降水量1549.2 mm。每种蔬菜均设3个处理：

（1）对照（不施肥）；（2）常规施肥（N 135 kg/ha+P2O5

135 kg/ha+K2O 0 kg/ha）；（3）配施钾肥（N 135 kg/ha+

P2O5 135 kg/ha+K2O 135 kg/ha）。各处理施已发酵

菜籽饼1125 kg/ha。有机肥、磷肥、钾肥作基肥一次

性撒施；尿素60%作基肥，20%在莲座期追施，20%在

结球期追施。试验地一直分别连作黄芽白和苞

菜，施肥前全层撒施石灰1500 kg/ha调节土壤pH，

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长20 m2（长×宽=

5 m×4 m）。于2017年9月移栽，种植株距46 cm，行

距60 cm，种植密度34155株/ha。2018年1月一次性

采收，用五点法采集土样和植株样，植株样采集后立

vitamin C and total sugar in commercial vegetables，and obviously increase the absorption of N，P，K and Ca respectively，
and the vitamin C and total sugar content of Chinese cabbage increased by 26.2% and 43.8%，respectively，and cabbage
increased by 15.5% and 17.6%；the total uptake of nitrogen，phosphorus，potassium and calcium of Chinese cabbage in-
creased by 9.4%，14.4%，20.8% and 10.8%，respectively，and that of cabbage was 6.4%，4.9%，0.3% and 41.9%，re-
spectively.【Conclusion】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treatment can increas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and should be promoted.

Key words：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Chinese cabbage；cabbage；yield；quality；nutrient absorp-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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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洗净晾干，105 ℃烘箱杀青30 min后在60~80 ℃烘

箱中持续烘干至恒重，再置于粉碎机中粉碎后待测。

1.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黄芽白和苞菜产量均采用磅秤称量。评价黄

芽白和苞菜品质时，分别在莲座期和结球期测定叶

片和叶柄的硝酸盐含量，采收期测定心叶和外叶硝

酸盐含量；在采收期测定心叶和外叶维生素C和总

糖含量。土壤和植株指标采用常规方法测定（鲁如

坤，2000）。硝酸盐用锌粉还原-N-（1-萘基）-乙二胺

光度法测定，维生素C用2,6-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总糖用斐林试剂滴定法测定，全氮用硫酸—过氧化氢

消煮—凯氏蒸馏法测定，全磷用硫酸—过氧化氢消

煮—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钾用硫酸—过氧化氢消

煮—火焰光度法测定，全钙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1. 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0和SPSS 13.0对试验数据进行分

析。不同施肥处理间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

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产量的影响

由表1可知，黄芽白和苞菜各处理间的商品产

量和生物产量差异均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配

施钾肥处理的黄芽白和苞菜商品产量最高，较常规

处理分别增产6.4%和20.5%，较不施肥处理分别增产

20.9%和50.2%；不同处理的生物产量变化趋势同商

品产量一致，即黄芽白和苞菜配施钾肥处理的生物

产量较常规处理增产13.8%和14.3%，较不施肥处理

分别增产23.2%和41.4%，黄芽白增产幅度增大，苞

菜增产幅度变小。配施钾肥对不同品种蔬菜的增产

效果不同，因此，不同蔬菜施肥时不同养分的施用比

例尤为重要。

蔬菜品种
Vegetable variety

黄芽白
Chinese
cabbage

苞菜
Cabbage

处理
Treatment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莲座期 Rosette stage
叶片 Leaf

458.2±23.6c
692.5±33.4a
548.5±27.6b
508.1±21.0b
577.3±26.1a
516.2±19.8b

叶柄 Leaf stalk
1125.6±69.8b
1314.2±73.9a
1135.7±58.3b
1853.5±36.9b
1987.6±35.9a
1954.1±44.4a

结球期 Heading stage
叶片 Leaf

168.3±12.5c
528.9±41.3a
483.4±10.9b
156.4±12.6b
327.5±32.4a
314.2±25.8a

叶柄 Leaf stalk
539.6±33.9b
1095.2±69.7a
1011.7±79.6a
808.4±102.3b
1583.5±87.1a
1549.3±67.3a

采收期 Harvest stage
心叶 Heart leaf

97.1±9.7c
303.5±15.9a
272.7±20.1b

69.2±3.2c
266.6±15.3a
232.2±10.7b

外叶 Outward leaf
264.3±35.6c
712.1±43.5a
561.3±31.5b
168.5±12.8c
499.4±35.8a
386.6±43.2b

产量指标 Yield index
商品产量（t/ha）
Commodity yield

生物产量（t/ha）
Biological yield

处理 Treatment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黄芽白 Chinese cabbage
24.9±1.2c
28.3±1.1b
30.1±0.9a
38.8±0.8c
42.0±0.5b
47.8±2.1a

苞菜 Cabbage
22.3±0.3c
27.8±0.7b
33.5±1.6a
34.5±0.7c
42.7±0.9b
48.8±1.0a

表 1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产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vegetable yield of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同一考察指标下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表2~表5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for the same index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Table 5

表 2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硝酸盐含量的影响（mg/kgFW）
Table 2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nitrate content in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mg/kgFW）

2. 2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品质的影响

2. 2. 1 对黄芽白和苞菜硝酸盐含量变化的影响 人

体摄入的硝酸盐有70%~80%来自于蔬菜（吴永宁，

2003），蔬菜硝酸盐含量较高，即对人类健康造成威

胁（许肖松，2018）。由表2可知，在黄芽白和苞菜的

整个生育期中，不施肥处理的黄芽白和苞菜其叶片、

叶柄、心叶和外叶的硝酸盐含量又低于施肥处理，配

施钾肥处理的硝酸盐含量均低于常规施肥处理，且

采收期3个处理间差异显著。从黄芽白的硝酸盐含

量来看，在莲座期配施钾肥处理的叶片和叶柄硝酸

盐含量较常规施肥处理低20.8%和13.6%，结球期低

8.6%和7.6%，采收期配施钾肥处理的心叶和外叶

硝酸盐含量较常规施肥处理低10.1%和21.2%；从苞

菜的硝酸盐含量来看，在莲座期配施钾肥处理的叶

片和叶柄硝酸盐含量较常规施肥处理低10.6%和

1.7%，结球期低4.1%和2.2%，采收期配施钾肥处理

的心叶和外叶硝酸盐含量较常规施肥处理低12.9%

和22.6%。

综上所述，随着黄芽白和苞菜生长发育的进行，

其硝酸盐含量呈逐渐降低趋势，不同生育期各部位

的硝酸盐含量表现为叶柄>叶片、外叶>心叶，表明两

种蔬菜的硝酸盐主要积累在叶柄和外叶，即更多地

孙玉桃等：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产量、品质及养分吸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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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非可食用部分。配施钾肥对促进黄芽白和苞

菜的生长发育具有积极作用，较常规施肥更有利于

促进黄芽白和苞菜的氮素代谢，同进能有效降低黄

芽白和苞菜不同部位硝酸盐含量。在黄芽白和苞菜

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叶柄和外叶的硝酸盐含量高于

叶片和心叶，可能是因为叶片和心叶是蔬菜的生长

发育中心，因而具有更强的氮素代谢。

2. 2. 2 对黄芽白和苞菜维生素C及总糖含量的影

响 由表3可知，配施钾肥处理的黄芽白心叶维生素

C含量比不施肥处理和常规施肥处理分别高46.2%

和26.2%，总糖含量分别高74.7%和43.8%；外叶维生

素C含量分别高40.8%和7.5%，总糖含量分别高71.1%

和62.5%，差异均达显著水平。配施钾肥处理的苞菜

心叶维生素C含量比不施肥处理和常规施肥处理分

别高29.3%和15.5%，总糖含量分别高28.9%和17.6%；

外叶维生素C含量分别高15.9%和10.8%，总糖含量

分别高27.3%和8.1%，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可见，配

施钾肥处理下黄芽白和苞菜的维生素C及总糖含量

均得到有效提高，可能是由于养分均衡施肥更有利

于加强蔬菜营养代谢，从而促进蔬菜植株中养分的

运输与合成。

2. 3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养分吸收的影响

2. 3. 1 对氮、磷、钾、钙全量养分含量吸收的影响 由

表4可知，黄芽白心叶和外叶的氮、钾、钙全量含量表

现为配施钾肥处理>常规施肥处理>不施肥处理，苞

菜的心叶和外叶养分含量与黄芽白表现一致。由表

4还可看出，黄芽白各养分含量均高于相应处理的苞

菜，表明黄芽白的矿质营养优于苞菜；黄芽白的外叶

养分含量普遍高于心叶，苞菜则相反，说明黄芽白和

苞菜的外叶（非商品菜）均是良好的青饲料。配施钾

肥处理下黄芽白心叶和外叶的氮、磷、钾、钙含量分

别较常规施肥处理高6.9%、30.8%、20.0%、0.8%和

39.8%、30.6%、9.3%、16.1%；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

较，配施钾肥处理的苞菜心叶氮、磷、钾、钙含量分别

提高10.0%、2.6%、11.8%和5.6%，外叶氮、钾、钙含量

分别提高12.3%、1.6%和11.5%，而磷含量降低2.9%。

2. 3. 2 对氮、磷、钾、钙养分总量吸收的影响 由

表5可知，黄芽白在配施钾肥处理下的钾吸收总量

分别较常规施肥和不施肥处理高20.8%和21.2%，苞

菜分别高0.3%和2.6%。氮、磷和钙的吸收总量与钾

吸收总量趋势一致，黄芽白在配施钾肥处理下的氮、

磷、钙吸收总量分别较常规施肥和不施肥处理高

9.4%、14.4%、10.8%和55.8%、14.4%、62.9%，苞菜分

别高6.4%、4.9%、41.9%和48.7%、24.0%、56.1%。配

施钾肥和常规施肥处理中的氮、磷用量一致，但由于

钾肥的施用，有效提高了黄芽白和苞菜对钾素的吸

收，钾素吸收利用的同时促进了两种蔬菜对养分氮、

磷和钙的吸收，增加了氮、磷和钙的吸收总量，钾肥

对蔬菜生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可能较小，最主要的作

用是促进蔬菜对氮、磷和钙等养分的吸收，从而间接

促进蔬菜生长和加强植株代谢，有效提高蔬菜的产

量和品质。

表 3 配施钾肥对采收期黄芽白和苞菜维生素C及总糖含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content of vitamin C and total sugar in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
at harvest stage

蔬菜品种
Vegetable variety

黄芽白
Chinese cabbage

苞菜
Cabbage

处理
Treatment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心叶 Heart leaf
维生素C（mg/kg）

Vitamin C
88.4±6.7c

102.4±10.2b
129.2±9.6a
194.9±8.4c
218.2±4.3b
252.1±12.5a

总糖（g/kg）
Total sugar
7.9±0.6c
9.6±0.5b
13.8±0.9a
23.9±1.5c
26.2±1.1b
30.8±2.1a

外叶 Outward leaf
维生素C（mg/kg）

Vitamin C
198.7±21.9c
260.3±6.4b
279.7±8.1a

391.6±16.5b
409.5±13.0b
453.7±15.9a

总糖（g/kg）
Total sugar
7.6±0.2b
8.0±0.4b
13.0±0.7a
22.0±1.2c
25.9±0.5b
28.0±1.0a

表 4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氮、磷、钾、钙养分含量的影响（g/kg）
Table 4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content of nitrogen（N），phosphorus（P），potassium（K）and calcium
（Ca）in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g/kg）

蔬菜部位
Vegetable part

心叶
Heart leaf

外叶
Outward leaf

处理
Treatment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
配施钾肥

黄芽白 Chinese cabbage
氮 N

29.5±1.2b
36.3±1.5a
38.8±1.1a
28.2±2.3b
28.9±1.1b
40.4±2.1a

磷 P
7.3±0.2b
6.5±0.2b
8.5±0.2a
8.7±0.5a
6.2±0.3b
8.1±0.5a

钾 K
38.8±2.3b
40.4±2.0b
48.5±2.1a
41.0±3.4b
61.3±2.9a
67.0±2.5a

钙 Ca
9.1±0.6b
12.5±0.7a
12.6±0.7a
19.9±1.3c
24.8±1.1b
28.8±1.1a

苞菜 Cabbage
氮 N

22.2±0.9c
26.9±0.7b
29.6±0.7a
20.8±0.9c
25.2±1.1b
28.3±1.2a

磷 P
3.6±0.1b
3.8±0.1a
3.9±0.2a
3.1±0.2b
3.5±0.1a
3.4±0.2a

钾 K
29.8±2.1b
32.1±1.2b
35.9±1.1a
30.3±1.5
30.4±1.3
30.9±1.7

钙 Ca
5.4±0.3b
7.1±0.4a
7.5±0.4a

18.6±0.6b
22.6±1.1a
25.2±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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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配施钾肥对黄芽白和苞菜氮、磷、钾、钙养分吸收总量的影响（kg/ha）
Table 5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h fertilizer on total nutrient absorption of N，P，K and Ca in Chinese cabbage and
cabbage（kg/ha）

处理
Treatment

不施肥（对照）No fertilizer（control）
常规施肥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配施钾肥 Applying K fertilizer

黄芽白 Chinese cabbage
氮 N

54.5±2.1c
77.6±3.6b
84.9±4.2a

磷 P
14.6±1.1
14.6±0.6
16.7±1.2

钾 K
90.0±3.6b
90.3±2.7b
109.1±5.2a

钙 Ca
24.5±2.1b
36.0±3.1a
39.9±1.5a

苞菜 Cabbage
氮 N

65.7±3.2c
91.8±12.5b
97.7±1.7a

磷 P
10.4±0.6b
12.3±0.4a
12.9±0.3a

钾 K
102.6±0.6b
105.0±1.1a
105.3±1.2a

钙 Ca
32.1±1.1c
35.3±0.9b
50.1±2.3a

3 讨论

氮、磷、钾养分在蔬菜种植中具有一定的协同

吸收作用（郑文才等，2018），养分均衡施用是蔬菜产

量和品质的有力保障（胡小凤等，2010），因此配施钾

肥对蔬菜种植尤为重要。本研究中，配施钾肥黄芽

白和苞菜的氮、磷、钾、钙吸收总量均得到有效提高，

说明配施钾肥能促进氮、磷和钙的吸收；配施钾肥对

养分吸收总量的增加率表现为苞菜低于黄芽白，与

其养分含量的提高率较少有关。苞菜对氮、钾、钙的

吸收量高于黄芽白，磷吸收量则低于黄芽白，可能与

苞菜的根系分布、养分吸收能力存在差异及磷肥易

被固定的特性有关（连彩云和马忠明，2018）。

配施钾肥还提高了黄芽白和苞菜的产量和品

质，配施钾肥处理的黄芽白和苞菜商品产量较不施

肥处理分别增产20.9%和50.2%，较常规施肥分别增

产6.4%和20.5%，处理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究其原

因可能是由于较多的养分吸收进一步促进蔬菜生

长；蔬菜品质中的维生素C和总糖含量增加及硝酸

盐含量下降，可能是由于较多的养分吸收加强了蔬

菜的养分代谢利用，从而促进维生素C和总糖生成

（朱长安，2018），同时，配施钾肥可能提高了硝酸还

原酶活性，从而促进氮的同化与利用（邓晓等，

2018）。本研究还发现，黄芽白和苞菜心叶的维生素

C和硝酸盐含量均低于相应处理的外叶，总糖含量

均高于相应处理的外叶，可能与蔬菜植株中维生素

C、硝酸盐和总糖本身特性和移动性及植株不同部

位的物质代谢强度不同有关，但具体原因有待进一

步探究。

4 结论

配施钾肥可提高黄芽白和苞菜的产量及品质，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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