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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Se-rich of Vitis quinquangularis Rehd. in Guangxi, this test
used four selenium fertilizers of “Jufuxi”, “Taishan special selenium supplement foliar fertilizer for
grape”, “Zhongnong No. 6”, “Kangxibao organic water soluble fertiliz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n
grape quality and selenium cont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lenium enriched effect of the
four selenium fertilizers was “Jufu” > “Zhongnong” > “Kangxi” > “Taishan”, increased by 96.08%,
85.56%, 71.12% and 54.11%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CK);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elenium fertilizers on total acid, vitamin C and total sugar were different; the total sugar content
of the “Kangxi”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by 0.89%, while the remaining three treatments were all lower; all treatments except “Zhongnong”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an the control on the vitamin C content; the total acid content of “Jufu” and “Zhongnong”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by 18.22% and 13.21%, but “Taishan” and “Kangxi” showed little differences to the control.
We think that the selenium fertilizer of “Kangxi Bao” brand was the best fertilizer in thi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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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开展广西地区毛葡萄富硒研究，本试验通过采用“聚福硒”、“泰山葡萄专用补硒叶面肥”、“中农
6号”、“康熙宝有机水溶肥料”四种常见硒叶面肥，研究其对毛葡萄富硒效果及品质影响。结果表明：
四种硒肥富硒效果表现为“聚福” > “中农” > “康熙” > “泰山”，与对照(CK)相比分别提高了
96.08%，85.56%，71.12%，54.11%；不同类型硒肥对毛葡萄果实总酸、维生素C、总糖影响不尽相
同；总糖含量仅“康熙”处理比对照增加0.89%，其余三种处理却比对照低；维生素C含量除“中农”
比对照低其余均显著增高；总酸含量“聚福”和“中农”分别比对照显著增加13.21%和18.22%，而“泰
山”和“康熙”与对照相当但差异不显著。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我们认为“康熙宝”牌硒肥为本次试验
最佳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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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硒(Se)是人类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抗癌、抗氧化、预防衰老和增强免疫等多种生理机能[1] [2]
[3] [4]，但在世界范围内有诸多国家处于低硒区，我国缺硒省份多达 22 个，约有 1 亿多人口因膳食结构
中硒含量不足，造成人体低硒状态[5]。目前主要以动物、植物、微生物为载体通过添加外源硒作为富硒
方式。其中主要以植物富硒为常用方式，有关研究表明：通过土施或叶面喷施硒肥，不仅可提高作物产
品器官的硒含量[1] [6]，而且可通过作物自身代谢将无机硒转化有机硒，从而避免无机硒对人体危害以实
现人类摄食硒目的[7]。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果蔬已作为茶余饭后点心在日常生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有研究指出增施硒肥不仅可提高果实的总硒含量，而且对果实矿质元素积累也有显著效
果[8] [9]。故通过实现富硒果蔬从而为人类提供新的补硒途径是切实可行的[10] [11]。
广西高温多雨，属于葡萄种植次适宜区，由于栽培技术、育种等改进，该区已由传统葡萄种植次适
宜区转变为特殊优势种植区，产量也从 1990 年的 0.18 万吨发展到 2008 年的 17 万吨，近五年年均增长
率为 10% [12]，目前栽培面积已超过 2.67 万 hm2 [13]。广西地区野生毛葡萄资源丰富，蕴藏量大，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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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集“酿酒鲜食”于一体，近年来，“野酿 2 号”毛葡萄栽培面积已超过 0.5 万 hm2，已经成为广西的一
张特殊名片。通过开展富硒毛葡萄研究不仅可以提高当地葡萄种植户收入水平，还可为加工企业提供富
硒葡萄原料。由于广西有关富硒葡萄研究工作开展较慢，如何选择富硒叶面肥是当务之急。本试验主要
是通过采用外源富硒肥中常用的四种硒叶面肥，研究其对毛葡萄富硒效果及品质影响，旨在为本区开展
富硒毛葡萄提供参考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16 年在广西农科院水田改为旱地展示区(22˚51'N，108˚15'E；土壤硒含量 0.45 mg/kg)开展，
试验地年平均气温 21.6℃，年均降雨量 1304.2 mm，平均相对湿度 79%，为炎热潮湿气候。
以 3 年生两性花毛葡萄“野酿 2 号”为试验材料，露地栽培，种植株行距为 3.5 × 5.0 m。“野酿 2
号”毛葡萄原产中国，是广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广西植物组培苗有限公司联合选育的新品种。
是葡萄属真葡萄亚属东亚种群的一个植物学种，两性花，生长势强，耐旱耐瘠，耐南方湿热气候，抗耐
黑痘病、灰霉病、炭疽病等，可用于酿制特色风味毛葡萄酒，自然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适宜
在平地、丘陵、石山石漠化区域种植。
采用桂林桂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聚福硒”、泰山金派花草肥料研发中心生产的“葡萄
专用补硒叶面肥”、安丘鑫海生物肥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农 6 号有机水溶肥料”、广西喷施宝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康熙宝”四种硒肥作为外源硒，为便于统计书写将以上处理分别简写为“聚福”、“泰山”、
“中农”、“康熙”，统一按生产企业推荐的使用浓度“聚福 625 倍”、“泰山 600 倍”、“中农 2500
倍”、“康熙 1000 倍”，分别在幼果期(6 月 16 日)、着色初期(7 月 16 日)以叶面肥形式进行等量喷施，
以喷果为主，对照区喷清水。试验采用三次重复，1 株为一个处理，处理间以 1 株为一组保护组。果样
于 8 月 16 日采集，取样按每处理随机取 30 穗，每个果穗的上、中、下各取 3~5 粒进行混样，之后样品
统一送至益谱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测验，试验中的硒是通过将葡萄样用去离子水清洗后磨浆测定。
试验数据采用 Spss19.0，Excel 2015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硒肥处理对毛葡萄果实硒含量的影响
不同外源硒肥对毛葡萄果实硒含量的影响结果见表 1，按陈剑侠[14]推荐富硒葡萄范围为 10~100
μg/kg，由表 1 可以看出本试验“聚福”、“中农”两硒肥均达到了富硒效果，而“泰山”、“康熙”也
接近富硒水平。四种不同硒肥富硒效果表现为“聚福” > “中农” > “康熙” > “泰山”，与对照(CK)
相比分别提高了 96.08%，85.56%，71.12%，54.11%，各处理与对照间差异显著。

3.2. 不同硒肥处理对毛葡萄果实品质的影响
由表 1 可看出不同类型硒肥对毛葡萄果实总酸、维生素 C、总糖影响不尽相同。在总糖含量中，仅
“康熙”处理比对照高增幅为 0.89%，但差异不显著；而其余三种处理却比对照低，跌幅由高到低依次
为“中农”33.73%、“聚福”9.9%、“泰山”8.82%，与对照相比差异显著。维生素 C 含量中，除“中
农”比对照低其余均比对照处理含量高，其顺序为“康熙” > “泰山” > “聚福” > “中农”，其比
对照增减百分比分别为 25.21%、19.35%、7.41%、−54.87%，各处理间差异显著。在总酸中，“聚福”和
“中农”分比对照增加 13.21%和 18.22%且差异显著，而“泰山”和“康熙”与对照相当且差异不显著。

3.3. 毛葡萄果实硒含量与品质的相关性
毛葡萄果实品质葡萄各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硒含量与总酸呈显著(p < 0.05)负相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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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selenium fertilizer on the selenium content and quality of Vitis quinquangularis Rehd.
表 1. 不同硒肥处理对毛葡萄硒含量及品质的影响
处理

硒 mg/kg

总糖 g/100g

维生素 C mg/100g

总酸 g/100g

聚福硒

0.13100 a

10.1 b

18.9 c

2.12 a

中农 6 号

0.03560 b

8.3 c

11.3 e

2.25 a

泰山葡萄专用

0.01120 d

10.2 b

21.7 b

1.80 b

康熙宝

0.01780 c

11.2 a

23.4 a

1.80 b

CK

0.00514 e

11.1 a

17.5 d

1.84 b

备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selenium content and quality of Vitis quinquangularis Rehd.
表 2. 毛葡萄果实硒含量与品质的相关性
项目

硒

总糖

维生素 C

总酸

硒

1

−0.22

−0.099

−0.541*

1

−0.806**

−0.804**

1

0.748**

总糖
维生素 C
注：*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系数为−0.541，各指标对葡萄硒含量影响顺序表现为：总酸 > 总糖 > 维生素 C。葡萄总糖与维生素 C、
总酸均表现为极显著(p < 0.01)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806，−0.804。维生素 C 也与总酸呈极显著(p <
0.01)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748。

4. 结论与讨论
喷施不同类型外源硒肥对葡萄含硒量及品质的影响不同，从本次试验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就硒含量
而言，“聚福”对葡萄富硒效果最好，但其对葡萄内部品质的影响与其他硒肥相比并不突出。从葡萄内
部品质来看，“康熙”、“泰山”对葡萄品质提高效果明显，故外源喷硒能提高葡萄品质，这与果蔬研
究上结果一致[15] [16] [17] [18]。在葡萄总糖含量中，四种类型硒肥相比对照整体偏低，据王晋民等(2006)
通过添加外源硒对萝卜品质研究结果，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使用硒肥浓度偏低导致，硒肥使用浓度对
葡萄总糖含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综合考虑葡萄果实硒含量及内部品质因素，我们认为“康熙宝”
牌硒肥为本次试验最佳肥类，即按“康熙宝”牌硒肥 1000 倍的浓度分别在幼果期、着色期喷施对毛葡萄
富硒效果及品质提升较有效。但其最佳喷施浓度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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