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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喷施叶面镁肥对福建设施甜椒干物质累积分配、养分吸收利用和产量的影响，明确适宜的叶面

镁肥喷施浓度，为设施甜椒叶面镁肥的科学施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甜椒品种特雅斯为供试材料，在福建省诏安

县布置田间试验，试验设5个叶面镁肥喷施浓度处理，分别为0（对照）、0.5%（Mg0.5）、1.0%（Mg1.0）、2.0%（Mg2.0）、

4.0%（Mg4.0）浓度的MgSO4·7H2O（喷施量700 L/ha），每处理重复4次，随机区组设计，探究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

干物质累积、叶片SPAD镁浓度及积累量、氮磷钾浓度及设施甜椒产量、收益、成本等指标变化，进而确定适宜的叶面

镁肥喷施浓度。【结果】喷施叶面镁肥能明显提升挂果老叶的SPAD值，与对照相比，Mg4.0处理叶片SPAD值最高，较

对照SPAD值上升6.92%。喷施叶面镁肥有助于设施甜椒干物质的累计，增幅为1.39%~3.98%；且累积量的提升主要

来自于果实，与不施叶面镁肥相比，Mg4.0处理的果实干物质累积量显著提升（P<0.05，下同），增幅为9.03%。喷施叶

面镁肥可促进叶片镁和氮的吸收利用，抑制叶片钾的吸收利用，但不影响叶片磷的吸收利用；当叶面镁肥喷施浓度为

4.0%时，叶片中氮和镁的累积量分别提升10.05%和14.06%，叶片中钾的累积量降低8.42%。喷施叶面镁肥有助于设

施甜椒商品果产量的提升，增幅为1.56%~13.63%；且主要来自于优果率和总产量的提升。与对照相比，Mg4.0处理显

著提升设施甜椒的肥料偏生产力，氮、磷、钾的增幅分别为13.62%、13.62%和13.63%；设施甜椒经济效益增幅为

0.94%~24.56%，且Mg4.0处理的经济效益、成本收益率和新增纯收益率均最高。【结论】在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处于缺乏

状态时，喷施叶面镁肥提高了作物养分利用效率，促进了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提质增效作用。可见，

在设施甜椒技术综合管理体系中，叶面喷施镁肥是一种有效的养分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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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liar magnesium application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nutrient utilization and yield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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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foliar magnesium（Mg）applications
o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nutrient utilization and yield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s，to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
sis for appropriate foliar Mg application on sweet pepper.【Method】A field experiment of sweet pepper（Capsicum annuum
L. cv. Teyasi）foliar Mg application at a gradient of 0（control），0.5%（Mg0.5），1.0%（Mg1.0），2.0%（Mg2.0）and
4.0%（Mg4.0）concentration of MgSO4·7H2O（application amount 700 L/ha）was conducted in Zhao’an County，Fujian
Province. Four replicates of each treatment and a random block design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Variations of dry mat-
ter accumulation，leaf SPAD value，Mg concentration and accumulation，concentrations of nitrogen（N），phosphorus（P）
and potassium（K），yield of facility pepper，benefits and cost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leaf Mg application
rate.【Result】Foliar Mg application increased the SPAD value of the old fruit-bearing leaves. Compared with no Mg appli-
cation，the SPAD value of the leaves was the highest at Mg4.0 treatment，which was 6.92% higher than no Mg app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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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镁是作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之一，缺镁可导致作物光和作用及碳水化合物运输

分配受阻，降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福建省是我国

南椒北运的主产区（邹学校，2002；陈锦伟，2014），

也是土壤镁缺乏现象较严重的区域（李丹萍等，

2018）。作物缺镁已成为福建设施甜椒产业发展的

重要限制因子。叶面镁肥喷施是缓解作物镁缺乏

的重要手段之一（陈清和卢树昌，2015），因此明确

镁肥喷施对设施甜椒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的影响，

对促进福建设施甜椒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前人研究进展】大量研究表明，施用镁肥有促

进养分吸收利用及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作用

（Cakmak，2013；Gerendás and Führs，2013；刘书池

等，2019）。在粮食作物中，玉米施用镁肥后产量增

幅为7.2%~11.4%（李伏生，2000），大麦施用镁肥后

增产8.6%（Babaeian et al.，2012）。在烟草中，施用

镁肥可显著提高烟株叶绿素含量，增强植株抗病性，

并显著增加烟株产量（邓超，2009）。在叶类蔬菜中，

施用镁肥可促进小白菜对氮磷钾镁等元素的吸收利

用，提高小白菜产量，增幅为12.4%~20.4%（黄东风

等，2017）；基施镁肥能显著提高油菜产量，增幅为

14.08%~25.68%，尤其是镁肥基施配合叶面喷施可

进一步提升油菜的产量，增幅为2.74%~9.36%（田贵

生等，2019）。在茄果类蔬菜中，番茄施用镁肥后，其

果形、硬度和储存性等指标均显著提高（Hao and

Papadopoulos，2003）；施镁可促进辣椒叶片光合，提

高植株干物质和养分含量累积，增加果实单果重和

挂果数，提升果实优果率，促进辣椒增产（王秀娟等，

2011；裴国平和裴建文，2016；马存金等，2019）。【本

研究切入点】在田间管理模式下，镁肥叶面施用对辣

椒干物质和养分元素累积的影响至今尚未明确。【拟

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福建省设施甜椒种植体系中，通

过田间试验明确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干物质累

积、养分元素吸收利用和设施甜椒产量及经济效益

的影响，以确定适宜的叶面镁肥喷施浓度，为合理施

用叶面镁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8年9月—2019年4月在福建省诏安

县桥东镇正禾有机农场内的设施大棚中进行。设施

甜椒种植制度为连作，供试土壤为灰黄泥砂土，试验

地基础地力如表1所示。试验采用移栽播种方式，

2018年9月1日进行穴盘育苗，2018年10月1日进行移

栽，甜椒持续采摘至2019年3月20日。全生育期按照

当地高产水平的田间管理方式进行操作。

土层
Soil layer
0~20 cm
20~40 cm

pH

6.5
6.6

有机质（g/kg）
Organic matter

15.5
8.8

碱解氮（mg/kg）
Alkaline nitrogen

63.2
44.8

有效磷（mg/kg）
Available phosphorus

22.5
14.6

速效钾（mg/kg）
Available potassium

106.9
71.3

有效镁（mg/kg）
Available magnesium

56.5
48.6

表 1 供试土壤基础理化性状
Table 1 Soil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有效磷以P2O5计，速效钾以K2O计
Available phosphorus was calculated as P2O5，and available potassium was calculated as K2O

tion. Foliar Mg application was helpful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dry matter in facility sweet peppers，with an increase of
1.39%-3.98%，especially for fruits. Compared with no Mg application，th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ate of fruits dry matter
was 9.03% at Mg4.0 treatment（P<0.05，the same below）. The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g and N in leaves were in-
creased，while that the leaf K concentration was decreased with foliar Mg application increased. However，the leaf P con-
centration was not affected by foliar Mg application.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foliar Mg application was 4%，the cumula-
tive amount of N and Mg in the leaves increases by 10.05% and 14.06%，respectively，and the cumulative amount of K in
the leaves decreased by 8.42%. Foliar Mg application increased the output of commercial sweet peppers by 1.56% -
13.63%. Compared with no Mg application，Mg4.0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ertilizer partial productivity（N，
P，K）of the facility sweet pepper by 13.62%，13.62%，and 13.63%，respectively. Meanwhile，the economic benefit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 increased by 0.94%-24.56%. The economic benefit，costreturn rate and nwe pure return rate were the
highest at Mg4.0 treatment.【Conclusion】Foliar Mg application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yield and
the economics benefits of sweet pepper while the soil exchangeable Mg is deficiency，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ing. Foliar Mg fertilizer application can be an effective nutrition complementary method
du-ring a comprehensive sweet pepper production technical system.

Key words：sweet peppers；foliar magnesium fertilizer；dry matter accumulation；nutrient utilization；yield；eco-
nomic benefits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01244）；Open Research Foundation of Interna-
tional Magnesium Institute（IMI2018-09）；Project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Researchers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Fu-
jian Province（JAT16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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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椒选用市售特雅斯作为试验品种。试验采

用随机区组设计，以分析纯试剂MgSO4·7H2O为镁

源，受田间试验地块大小限制，本研究在参考相关镁

肥喷施试验（Ceylan，2016；田贵生等，2019）的基础

上，结合当地镁肥喷施习惯（1% MgSO4·7H2O），设

5个叶面镁肥喷施处理，即喷施浓度为0（对照，CK）、

0.5%、1.0%、2.0%和4.0% MgSO4·7H2O，喷施量为700

L/ha，分别记为Mg0、Mg0.5、Mg1.0、Mg2.0和Mg4.0

处理，各处理重复4次。每处理小区面积27 m2（宽

4.00 m，长6.75 m）。试验田灌溉方式为膜下滴灌，

种植密度为30000株/ha，株距、行距均为40 cm。氮

磷钾肥料种类分别为尿素（N 46%）、磷酸二铵（N

18%、P2O5 46%）和硫酸钾（K2O 50%）。氮肥（N）用

量为400 kg/ha，磷肥（P2O5）用量为100 kg/ha，钾肥

（K2O）用量为500 kg/ha，共施用8次，即基肥（1次）、

花前追肥（3次）和结果期追肥（4次）。基肥撒施用量

为：N 120 kg/ha，P2O5 30 kg/ha，K2O 150 kg/ha；追肥

采用水溶滴灌方式，每次施用量相同，分别为：N 40

kg/ha、P2O5 10 kg/ha、K2O 50 kg/ha；叶面镁肥喷施

4次，具体喷施时间为开花期、第1次采摘后、第2次采

摘后和第3次采摘后。不同镁肥处理每次喷施镁

含量分别为0、0.34、0.68、1.36和2.72 kg/ha，累积喷

施镁分别为0、1.36、2.72、5.44和10.88 kg/ha。于无风

晴天傍晚喷施，添加喷施量0.01%的表面活性剂（吐

温-20），不喷施镁肥的处理喷施等量清水。为避免

有机肥中带来额外镁投入，所有处理均不施用有

机肥。

1. 2 测定项目及方法

于2018年9月10日翻耕地块，并按照S形取样方

式采集各小区的土壤样品，土钻取6点同层土壤混

合，多次采用四分法对角取样1 kg左右，磨碎后过20

目和100目网筛，混合均匀后测定相应土壤养分（鲁

如坤，2000）。测定土壤有机质（油浴加热重铬酸钾

容量法）、碱解氮（碱解扩散法）、有效磷（NaHCO3浸

提—钼锑抗比色法）、有效钾（NH4OAc浸提—火焰光

度法）、交换性镁（NH4OAc浸提-ICP-OES法）和pH

（电位法）。

每小区选取20株长势均一的甜椒植株，分别于

结果初期（2018年12月20日）、结果盛期（2019年1月

20日、2019年2月20日）和结果末期（2019年3月20日）

进行4次测产，统计商品果重和非商品果重。在结果

盛期（2019年1月20日），每小区选取连续生长且有代

表性的3株植株样品，用SPAD-502叶绿素测定仪（邱

权等，2016）测定挂果老叶（门椒叶片）和非挂果新叶

（八面风椒叶片）的叶片SPAD值，随后整株取出，采

集其根、茎、叶和果实样品带回实验室。样品用纯水

清洗干净后，放入烘箱110 ℃杀青30 min，随后60 ℃

烘干至恒重，测量干重。烘干样品粉碎后，测定氮

（H2SO4-H2O2消煮，流动分析法）、磷（H2SO4-H2O2消

煮，ICP-OES法）、钾（H2SO4-H2O2消煮，火焰光度法）

和镁（HNO3-HClO4消煮，ICP-OES法）等养分含量，

其中植株氮、磷、钾的含量分别以N、P2O5和K2O计。

相关指标计算公式（高磊等，2017）如下：

镁累积量（mg/株）=各器官镁浓度（mg/g）×干物

质累积量（g/株）

氮累积量（mg/株）=各器官氮浓度（mg/g）×干物

质累积量（g/株）

磷累积量（mg/株）=各器官磷浓度（mg/g）×干物

质累积量（g/株）

钾累积量（mg/株）=各器官钾浓度（mg/g）×干物

质累积量（g/株）

优果率（%）=商品果产量/果实总产量

经济效益=果实收益（万元/ha）-投入成本（万

元/ha）

成本收益率=收益/成本

新增纯收益率（%）=（处理收益－对照收益）/对

照收益×100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6进行处理，使用SPSS

22.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并用

LSD法对处理间差异进行显著性比较，采用Sigma-

Plot 12.5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干物质累积量和

叶片SPAD值的影响

如表2所示，在设施甜椒结果盛期，全株干物质

累积量随着叶面镁肥喷施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增长

幅度在1.39%~3.98%。与CK相比，Mg0.5、Mg1.0和

Mg2.0处理并未显著增加植株干物质累积（P>0.05，

下同），而Mg4.0处理能显著增加植株干物质累积量

（P<0.05，下同）。设施甜椒的果实干物质累积量随

叶面镁肥喷施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与CK相比，Mg4.0

处理的果实干物质累积量显著提升。叶面喷施镁肥

未显著影响设施甜椒根、茎和叶片的干物质累积。

由图1可看出，喷施叶面镁肥能明显提升挂果

老叶的SPAD值，但对未挂果新叶的SPAD值影响不

明显。其中，挂果老叶的SPAD值随叶面镁肥喷施浓

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与CK相比，Mg2.0处理叶片

孟祥明等：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干物质累积、养分利用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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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D值开始显著升高，Mg4.0处理叶片SPAD值最

高，较CK上升6.92%。可见，喷施叶面镁肥有助于

提升设施甜椒叶片光合能力，促进植株的干物质累

积，其中以4.0% MgSO4·7H2O（700 L/ha）提升效果

最显著。

2. 2 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镁浓度和镁累积量

的影响

从表3可知，各叶面镁肥喷施处理下结果盛期

设施甜椒根、茎、叶片和果实的镁浓度分别为1.59~

1.68、3.96~4.12、7.11~7.95和1.82~1.88 mg/g。Mg4.0

处理设施甜椒各器官的镁浓度最高；根、茎和果实的

镁浓度随叶面镁肥喷施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但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与CK相比，Mg2.0和Mg4.0

处理能显著提高设施甜椒叶片镁浓度，其中Mg4.0

处理叶片镁浓度提高11.81%。

各叶面镁肥喷施处理下结果盛期设施甜椒根、

茎、叶片和果实的镁累积量范围分别为10.74~11.64、

147.87~156.46、279.11~318.34和44.94~51.46 mg/株。

果实的镁累积量随叶面喷施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

势，但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与CK相比，喷施叶面镁

肥有助于提高设施甜椒叶片镁累积量，增幅为

4.77%~14.06%，其中Mg4.0处理甜椒叶片镁累积量

为318.34 mg/株，较CK显著升高。综上所述，喷施

4.0% MgSO4·7H2O对设施甜椒叶片的镁浓度和累积

量提升最显著。

2. 3 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叶片氮磷钾浓度及

累积量的影响

从表4可知，各叶面镁肥喷施处理下设施甜椒

叶片氮浓度为26.96~29.12 mg/g，与CK相比，喷施叶

面镁肥能增加叶片的氮浓度，增幅为2.34%~8.01%，

其中，Mg4.0处理的叶片氮浓度最高，显著高于CK。

设施甜椒叶片磷浓度范围为3.68~3.92 mg/g，各叶面

镁肥喷施处理间甜椒叶片磷浓度无显著差异。设施

甜椒叶片钾浓度为36.18~40.37 mg/g，与CK相比，喷

施叶面镁肥降低了叶片的钾浓度，降幅为3.86%~

10.38%，其中，Mg1.0和Mg4.0处理的叶片钾浓度显

著降低，以Mg4.0处理甜椒叶片钾浓度最低，为

36.18 mg/g。

各叶面镁肥喷施处理下，设施甜椒叶片氮累积

处理
Treatment

Mg0（CK）
Mg0.5
Mg1.0
Mg2.0
Mg4.0

镁浓度（mg/g）Magnesium concentration
根 Root

1.59±0.14
1.59±0.17
1.61±0.10
1.65±0.08
1.68±0.10

茎 Stem
3.96±0.14
4.08±0.11
4.06±0.15
4.03±0.21
4.12±0.22

叶片 Leaf
7.11±0.25c
7.20±0.24c

7.34±0.19bc
7.70±0.31ab
7.95±0.29a

果实 Fruit
1.82±0.13
1.83±0.05
1.84±0.06
1.87±0.09
1.88±0.15

镁累积量（mg/株）Magnesium accumulation（mg/plant）
根 Root

10.74±1.24
10.67±0.68
10.79±0.59
11.21±0.75
11.64±0.80

茎 Stem
147.87±9.29
150.95±3.80
155.78±9.14
153.37±8.24
156.46±12.90

叶片 Leaf
279.11±21.09b
292.41±4.29ab

293.94±10.14ab
297.35±20.48ab
318.34±21.37a

果实 Fruit
44.94±3.05
46.14±3.31
47.29±3.68
48.72±3.64
51.46±4.07

表 2 喷施不同浓度叶面镁肥处理下设施甜椒结果盛期不同器官干重的比较（g/株）
Table 2 The dry weight of different organs at full bearing period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oliar
magnesium spraying（g/plant）

图 1 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不同部位叶片SPAD值的影响
Fig.1 SPAD values of lea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种叶片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same kind of leaf treatments（P<0.05）

处理 Treatment
Mg0（CK）
Mg0.5
Mg1.0
Mg2.0
Mg4.0

根 Root
6.70±0.17
6.70±0.17
6.80±0.30
6.80±0.16
6.90±0.21

茎 Stem
37.40±1.99
37.00±1.72
38.50±3.02
38.20±2.70
38.00±1.61

叶片 Leaf
39.30±2.22
40.70±1.27
40.10±1.31
38.60±1.14
40.10±1.84

果实 Fruit
24.80±0.55b
25.20±1.23b
25.70±1.21ab
26.10±0.84ab
27.04±0.99a

全株 Plant
108.10±2.68b
109.60±2.09ab
110.00±2.05ab
109.60±3.21ab
112.40±1.83a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表3~表7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all treatment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Table 7

表 3 喷施不同浓度叶面镁肥处理下设施甜椒结果盛期各器官的镁浓度和镁累积量
Table 3 Magnesium concentration and magnesium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 organs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s at full bearing period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oliar magnesium spr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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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1058.59~1165.01 mg/株，与CK相比，喷施叶

面 镁肥能增加叶片的氮累积量，增幅为3.95%~

10.05%，以Mg4.0处理的甜椒叶片氮累积量最高，显

著高于 CK。设施甜椒叶片磷累积量为 141.79~

153.74 mg/株，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设施甜椒叶片

钾浓度为1448.08~1581.30 mg/株，与CK相比，喷施

叶面镁肥会降低叶片的钾累积量，降幅为0.23%~

8.42%，其中Mg4.0处理的甜椒叶片钾累积量最低，

显著低于CK。

2. 4 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产量和养分利用率

的影响

从表5可知，与CK相比，喷施叶面镁肥有助于提

升设施甜椒总产量，增幅为1.32%~9.87%。其中，

Mg4.0处理的设施甜椒总产量最高，达60.90 t/ha，显

著高于对照及Mg0.5和Mg1.0处理。喷施叶面镁肥

提高了设施甜椒优果率，增幅为0.19%~3.40%，以

Mg4.0处理的设施甜椒果实商品率最高，显著高于

CK。受总产量和果实优果率影响，喷施叶面镁肥

有效提高了设施甜椒商品果产量，增幅为1.56%~

13.63%，其中Mg4.0处理的设施甜椒商品果产量最

高，达52.53 t/ha，显著高于CK及Mg0.5和Mg1.0处理。

如表6所示，与CK相比，设施甜椒的肥料偏生产

力（氮、磷、钾）随着叶面镁肥喷施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其中，Mg4.0处理显著增加。与CK相比，氮肥偏

生产力增幅为1.55%~13.62%，磷肥偏生产力增幅为

1.55%~13.62%，钾肥偏生产力增幅为1.56%~13.63%，

Mg4.0处理的氮、磷、钾肥偏生产力均最高，分别达

131.32、525.28和105.06 kg/kg。

2. 5 叶面镁肥喷施对设施甜椒经济效益的影响

如表7所示，不同处理间的设施甜椒经济效益

存在差异，且随着叶面镁肥喷施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不施叶面镁肥处理（CK）的收益最低，为22.86万元/

ha；Mg4.0处理的收益最高，达24.94万元/ha。受收益

及成本的影响，不同处理的经济效益在8.47万~10.55

万元/ha；与CK相比，经济效益增幅为0.94%~24.56%。

不同处理的成本收益率也存在差异，变化范围在

1.59~1.74，喷施叶面镁肥对成本收益率的增幅为0~

9.43%，以Mg4.0处理的成本收益率最高，显著高于

CK 和 Mg0.5 处理。喷施叶面镁肥处理可获得

3.17%~8.99%的新增纯收益率，也是以Mg4.0处理的

新增纯收益率最高。

3 讨论

镁是叶绿素中心元素，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

（Cakmak，2013）。研究发现，适量补镁可提高辣椒

处理
Treatment

Mg0（CK）
Mg0.5
Mg1.0
Mg2.0
Mg4.0

浓度（mg/g）Concentration
氮 Nitrogen
26.96±0.17b
27.59±1.11ab
27.48±1.69ab
28.56±1.78ab
29.12±0.99a

磷 Phosphorus
3.80±0.52
3.73±0.65
3.92±0.72
3.68±0.43
3.76±0.40

钾 Potassium
40.37±2.33a
38.81±1.10ab
37.42±1.84b
37.80±0.78ab
36.18±1.51b

累积量（mg/株）Accumulation（mg/plant）
氮 Nitrogen

1058.59±64.42b
1121.67±59.18ab
1100.44±61.40ab
1100.76±61.60ab
1165.01±40.55a

磷 Phosphorus
148.47±14.51a
151.22±25.04
153.74±33.51
141.79±17.31
150.42±15.86

钾 Potassium
1581.30±21.34a
1577.72±62.82a

1501.55±122.73ab
1457.89±44.08ab
1448.08±71.90b

表 4 喷施不同浓度叶面镁肥处理下设施甜椒叶片的氮磷钾浓度及累积量
Table 4 Concent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nitrogen，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n leaves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oliar magnesium spraying

表 5 喷施不同浓度叶面镁肥处理下设施甜椒的产量及
优果率
Table 5 The yield and excellent fruit rate of facility sweet pe-
pper under differentconcen trations of foliar magnesium spraying

表 6 喷施不同浓度叶面镁肥处理下设施甜椒的肥料
偏生产力（kg/kg）
Table 6 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s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oliar magnesium spraying
（kg/kg）

表 7 喷施不同浓度叶面镁肥处理下设施甜椒的经济效益
Table 7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cility sweet pepper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oliar magnesium spraying

处理
Treatment

Mg0（CK）
Mg0.5
Mg1.0
Mg2.0
Mg4.0

总产量
（t/ha）

Total yield
55.43±1.63b
56.16±1.67b
56.84±3.26b
58.13±2.17ab
60.90±2.35a

优果率（%）
Fruit high

quality rate
83.43±1.63b
83.59±1.59ab
84.51±2.53ab
84.08±2.70ab
86.27±0.48a

商品果产量（t/ha）
Yield of

commodity fruit
46.23±1.14b
46.95±1.93b
48.07±3.90b
48.91±3.11ab
52.53±1.83a

处理 Treatment
Mg0（CK）
Mg0.5
Mg1.0
Mg2.0
Mg4.0

氮 Nitrogen
115.58±2.85b
117.37±4.83b
120.18±9.76b
122.28±7.78ab
131.32±4.57a

磷 Phosphorus
462.32±11.41b
469.48±19.33b
480.72±39.01b
489.09±31.10ab
525.28±18.29a

钾 Potassium
92.46±2.28b
93.90±3.87b
96.14±7.81b
97.82±6.22ab
105.06±3.66a

处理
Treat-
ment

Mg0（CK）
Mg0.5
Mg1.0
Mg2.0
Mg4.0

收益
（万元/ha）

Income
（×104

yuan/ha）
22.86±0.79b
22.94±0.79b
23.26±1.46ab
23.82±0.83ab
24.94±1.02a

经济效益
（万元/ha）
Economic

performance
（×104 yuan/ha）

8.47±0.79b
8.55±0.79b
8.87±1.46ab
9.43±0.83ab
10.55±1.02a

成本
收益率

Cost
return
rate

1.59±0.05b
1.59±0.06b
1.61±0.10ab
1.66±0.06ab
1.74±0.07a

新增纯
收益率
（%）

New pure
return rate

-
3.17
5.55
5.89
8.99

孟祥明等：喷施叶面镁肥对设施甜椒干物质累积、养分利用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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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促进碳水化合物的生产和运输（马存金

等，2019）。本研究结果表明，喷施叶面镁肥显著提

升了设施甜椒功能叶（即未挂果新叶）的SPAD值，其

原因可能是CK的镁供应不足，植株中的镁素优先供

应到新叶中，使得完全展开的成熟叶片光合能力降

低。此外，Hauer-Jákli和Tränkner（2019）研究表明，

植株镁素供应量直接影响碳水化合物在植物体内的

累积分配。本研究结果表明，喷施叶面镁肥促进了

植株干物质的累积，尤其对果实干物质累积的促进

更明显，其原因可能是镁提高了叶片光合能力，并强

化碳水化合物在源库之间的装载运输能力，促使碳

水化合物向果实中转移累积。因此，生产上结合设

施甜椒干物质累积规律，保证生长关键期的镁素供

应可促进植株生长，有效提升干物质累积。

镁可显著影响植株对养分元素的吸收和利用

（黄莹等，2019）。Grzebisz（2013）研究发现，镁素具

有诱导氮素吸收的作用，当氮素供应量相对较低，镁

素供应相对较高时，促进效果尤其显著。本研究结

果表明，喷施叶面镁肥提高了植株叶片的氮浓度和

镁浓度，植株中氮和镁的累积量也有所增加，但降低

了植株叶片钾浓度，抑制钾在植株中的累积；与Cey-

lan等（2016）在小麦上的研究结果类似，即小麦叶片

镁喷施可促进镁和氮的同化吸收，但在一定程度上

和钾存在拮抗作用。

镁具有调节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作用。Gerendás

和Führs（2013）指出，适当施用镁肥有助于蔬菜作物

产量和外观品质的提高。本研究结果表明，喷施叶

面镁肥显著提升了设施甜椒果实商品率、商品果产

量和经济效益，与Hao和Papadopoulos（2003）在番茄

上的研究结果类似，即适当的镁素补充可平衡植株

体内养分含量，特别是改善作物对钙的吸收，进而提

升番茄果实优果率。随着叶面镁肥喷施浓度的增

加，设施甜椒氮磷钾的肥料偏生产力不断提升，叶面

喷施镁肥带来的产量提升是引起肥料利用率提升的

主要原因；与彭强（2013）在设施甜椒上的研究结果

（161.96 kg/kg）相比，本研究中的氮肥偏生产力较

低，不同的叶面镁肥施用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

原因。福建省设施甜椒种植以秋冬茬为主，具有采

摘时间更长、养分投入更多的种植特点。因此，在福

建省设施甜椒种植体系中，当土壤镁养分处于缺乏

状态时，喷施4.0%叶面镁肥可在提高设施甜椒产量

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大幅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喷施叶面镁肥是作物镁肥补充的重要生产措

施，可快速缓解作物缺镁带来的不利影响。Ceylan

等（2016）研究发现，喷施叶面镁肥可缓解缺镁对小

麦灌浆的不利影响，显著提高小麦产量；田贵生等

（2019）研究表明，当土壤有效镁供应不足时，喷施

0.5%硫酸镁可显著提高油菜产量，增幅为2.74%~

9.36%。目前，关于蔬菜作物的镁肥喷施研究较少，

且主要推荐喷施浓度为0.5%~2.0%。本研究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设置5个喷施浓度（0、0.5%、1.0%、

2.0%和4.0%），其中以喷施4.0%叶面镁肥效果最显

著，高于油菜中的推荐喷施浓度（0.5%）。作物种类

不同和土壤交换性镁含量不同可能是造成这一差异

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甜椒对镁的需求量较高；另一

方面，本研究土壤交换性镁为56.5 mg/kg，处于极度

缺乏状态（白由路等，2004）。在此条件下，设施甜椒

将更依赖外界的镁素供应。

4 结论

在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处于缺乏状态时，喷施叶

面镁肥提高了作物养分利用效率，促进了产量和经

济效益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提质增效作用。可见，在

设施甜椒技术综合管理体系中，叶面喷施镁肥是一

种有效的养分补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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