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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生产模式彩虹番石榴果实品质和产量比较
张朝坤，康月惠，康仕成
（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福建 漳州   363005）
摘

要：【目的】通过比较一年三季果和一年两季果两种生产模式对彩虹番石榴果实品质、商品率、产量

和产值的影响，为彩虹番石榴在闽南地区的推广种植提供参考。【方法】以福建漳州种植的3年生彩虹番石榴
结果树为试验材料，采取一年三季果和一年两季果两种生产模式，比较2016—2018年两个连续生产周年两种生
产模式各季采收的彩虹番石榴果实在品质、商品率、产量和产值等方面的差异。【结果】一年三季果模式的冬
季果品质最好，秋季果和春季果的品质较差，一年两季果模式的晚秋果和早春果品质中等；除一年三季果模式
的秋季果商品率低外，其余各季果实商品率均高于80%；一年三季果模式的两周年产量和产值分别为41.97、
41.92 t/hm2和26.90万、25.96万元/hm2，一年两季果模式的两周年产量和产值分别为41.55、40.76 t/hm2和25.34万、
24.47万元/hm2，虽然一年三季果模式产量和产值均略高于一年两季果模式，但其生产成本比一年两季果模式高
出约3万元/hm2，因此，一年两季果模式实际利润反而高于一年三季果模式。【结论】在闽南番石榴产区，彩
虹番石榴适宜推广一年两季果生产模式。
关键词：番石榴；生产模式；品质；产量；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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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Fruit Quality and Yield of‘Rainbow’
Guava Under Two Production Modes
ZHANG Chaokun, KANG Yuehui, KANG Shicheng
(Zhangzho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angzhou 363005,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effects of three-time-per-year fruiting production model (TH-T FPM) and
two-time-per-year fruiting production model (TW-T FPM) on fruit quality, commodity rate,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Rainbow’guava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lantation of‘Rainbow’guava in
south Fujian.【Method】The 3-year-old‘Rainbow’guava trees planted in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were us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Under the two production modes, the differences in quality, commodity rate,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Rainbow’guava fruits harvested in each crop during the two consecutive production years from 2016 to 2018 were
compared. 【Result】 In terms of fruit quality, the fruits harvested in winter under the TH-T FPM were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fruits harvested in late autumn and early spring under the TW-T FPM. The quality of fruits harvested in autumn and
spring under the TH-T FPM was poor. In terms of fruit commodity rate, the fruits harvested in other seasons were above 80%
except that the fruits harvested in autumn under the TH-T FPM were low. The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 the TH-T FPM were
41.97 t/hm2, 41.92 t/hm2 and 269 000 yuan/hm2, 259 600 yuan/hm2, respectively, and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 the TW-T
FPM were 41.55 t/hm2, 40.76 t/hm2 and 253 400 yuan/hm2, 244 700 yuan/hm2,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two cons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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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years. Although the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 the TH-T FPM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H-T FPM, the
production cost of TH-T FPM were about 30 000 yuan/hm2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W-T FPM. Therefore, after deducting the
production cost, the actual income of the TW-T FPM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T FPM.【Conclusion】 The two-timeper-year fruiting production model of‘Rainbow’guava is suitable for promotion in south Fujian .
Key words：Guava; production mode; quality; yield; output value

【研究意义】番石榴（Psidium guajava L.）
又名芭乐、鸡矢果、拔仔，属桃金娘科（Myrtaceae）
番石榴属（Psidium），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普遍
种植的果树，原产于热带美洲秘鲁至墨西哥一带，
传入我国已经有 800 多年历史［1］，主要分布在台
湾、海南、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省
（区）［2］。番石榴果实营养价值高，富含多种人
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及抗氧化物质，是很好的天然
营养补充来源［3］。中外民间医药多有采用番石榴
果实及其叶子治疗糖尿病，临床实践和动物实验
研究表明，番石榴叶、果实提取物具有明显的降
血糖作用［4-5］。传统番石榴因产量低、货架期短
等原因大多零星种植，一直处于小水果的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果型番石榴品种的引进、
筛选和推广种植，番石榴生产进入规模化、集约
化时代，现已成为我国南亚热带地区重要的果树
品种之一［6］。【前人研究进展】目前，有关台湾
番石榴栽培技术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陈清西等［7］
调查发现，在福建漳州，珍珠番石榴春季果采收
后进行重剪，可推迟结果期 1 个月左右，避开果
实上市高峰期，提高经济效益。阮贤聪等［8］认为，
在广东广州珍珠番石榴采用周年结果栽培技术可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苏章城等［9］提出珍珠番石
榴在广东潮州的两种产期调节方法，即周年生产
产期调节和冬春果生产产期调节。郑加协等［10］
认为，在福建漳州珍珠番石榴秋冬果品质最佳，
通过 4 月底或 5 月初强剪，果实 10 月后陆续成熟，
市场价格较高。钟思强等［11］ 总结出广西南宁珍
珠番石榴产期调节 3 套方案，但 3 套方案在一个
生产周年均生产 2 季果实。薛卫东［12］ 在福建长
泰推广珍珠番石榴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操作规程，
在一个生产周年生产 3 季果实。以上研究表明，
在不同地区，番石榴有多种产期调控方法，即多
种生产模式，在一个生产周年可生产 2 季或 3 季
果实。但研究同一地区不同生产模式对番石榴产
量和产值的影响还未见报道。【本研究切入点】
彩虹番石榴是近年来从台湾引进的优良番石榴新

品种，与珍珠番石榴相比，果肉红色是其最大亮
点，彩虹番石榴受到大陆消费者和种植户的喜爱。
本课题组参考本地珍珠番石榴栽培技术，提出彩
虹番石榴一年三季果生产技术［13］，但生产实践
发现，彩虹番石榴正造果病果率高、商品率低、
品质较差、市场价格较低，因此，生产正造果投
入高而产出低甚至投入高于产出。【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通过比较一年三季果和一年两季果两种
生产模式对种植彩虹番石榴经济效益的影响，筛
选出适合彩虹番石榴的生产模式，为其推广应用
提供配套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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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试验地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朝阳镇九龙
江下游冲积平原，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年平均气温 21.4 ℃，无霜期 330 d，年平均降雨
量 1 450 mm。番石榴果园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水源充足，排灌设施完善。试验材料为 3 年生彩
虹番石榴结果树，株行距为 3 m×3 m，选取长势
相当、株高和冠幅比较一致的 24 株作为试验植株，
每种生产模式各 12 株。
1.2 试验方法
1.2.1 两种生产模式 两种生产模式，即一年生
产两季果和一年生产三季果两种生产模式，均利
用彩虹番石榴花随新梢抽生的习性，通过修剪等
栽培技术措施，一年生产收获 2 季或 3 季果实。
一年三季果生产模式如下：在一个生产周年生产
秋、冬和春三季果，秋季果指 5 月开花结果、8
月成熟的果实，冬季果指 8 月开花结果、12 月至
翌年 1 月成熟的果实，春季果指 11 月开花结果、
翌年 3~4 月成熟的果实。一年两季果生产模式如
下：在一个生产周年生产晚秋和早春两季果，晚
秋果指 7 月开花结果、10 月成熟的果实，早春果
指 9 月开花结果、翌年 1~2 月成熟的果实。
1.2.2 一年三季果主要生产过程   4 月中旬，春季

果采收后进行修剪，促进春梢萌发，生产秋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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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剪采用短截和疏剪相结合的方法，疏剪直
立徒长枝，短截上年晚秋梢结果枝，注意保留已
萌发的春梢结果枝。6 月中旬第 1 季果实坐果后
进行第 2 次修剪，促进夏梢萌发和开花结果，生
产冬季果。此次修剪采用短截和摘心的方法，在
春梢结果枝果实顶端留 2~3 对叶片摘心，未挂果
的春梢留 3~4 对叶片短截。9 月上旬第 2 季果实
坐果后进行第 3 次修剪，方法同第 2 次，促夏梢
萌发带花蕾的晚秋梢，生产春季果。
每次修剪后及时浇水和施肥，促进新梢生产
和开花结果。第 1 次修剪后重施有机肥和中微量
元素肥，每株施有机肥 10 kg、钙镁磷 1 kg，之后
每结一季果施 2 次速效肥，分别在幼果期和果实
二次膨大期施肥，第 1 次每株施尿素 0.25 kg、三
元复合肥（15-15-15）0.5 kg；第 2 次每株施三元
复 合 肥（15-15-15）0.5 kg、 硫 酸 钾 0.25 kg。 新
梢生长期、幼果期要保持土壤湿润，如遇干旱要
及时灌水，春夏多雨季节在大雨过后要及时排水，
防止果园积水，果实采收前 1 周，适当控水以提
高果实品质。
每季果实都要进行疏果和套袋工作，每季果
实套袋前进行疏果（强枝留 2~3 个果、中庸枝留
1~2 个果、弱枝留 1 个果），控制单季果实产量，
以提高品质。疏果前喷一次杀虫和杀菌剂，然后
套袋，药剂选用甲基托布津或施保功 + 高效氯氰
菊酯或亩旺特等，下雨天和早上露水未干时不宜
套袋。
1.2.3 一年两季果主要生产过程 5 月中旬进行
第 1 次修剪，采用短截和疏剪相结合的方法，重
剪外围枝条，降低树冠，疏剪或短截全部已经萌
发的春梢结果枝，不让春梢开花结果，不生产正
造果，让树体抽生夏梢，生产晚秋果。8 月进行
第 2 次修剪，采用短截和摘心的方法，未挂果的
夏梢留 3~4 对叶片短截，已挂果的夏梢在果实顶
端留 3 对叶摘心，促萌发带花蕾的秋梢，生产早
春果。
其他生产管理措施与一年三季果基本相同。
1.3 测定指标和方法
每季果实采收时单独记录每棵树采果总数
量、商品果数量和商品果产量，并按市场批发价
格计算产值。每季果实采收高峰期，选择 30 个果
实，测定单果质量、纵横径和可溶性固形物（TSS）
含量。单果质量采用电子天平测定，横纵径采用

游标卡尺测定，TSS 含量采用 RHB-32 型手持折
射仪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种生产模式、不同季彩虹番石榴的果实品

质比较
2.1.1 单 果 质 量 2016—2018 年 连 续 两 个 生 产
周年调查结果（表 1）表明，两种生产模式、不
同季采收的彩虹番石榴果实单果质量有所差异。
2016—2017 周年，一年两季果模式中的第 1 季果
实单果质量最重、为 277.60 g，一年三季果模式
中的第 3 季果实单果质量最轻、为 239.83 g，两
者相差 37.77 g。2017—2018 周年，一年三季果模
式中的第 2 季果实单果质量最重、为 267.67 g，
该模式中的第 3 季果实单果质量最轻、为 232.57 g，
两者相差 35.10 g，一年两季果模式中的两季果实
单果质量中等。
2.1.2 纵横径和果形指数    通过连续两个生产周
年的观察对比，发现不同生产模式、不同季采收
的彩虹番石榴果实纵横径和果形指数也有所差
异。从表 1 可以看出，果实纵径在 7.77~9.57 cm
之间、相差 1.80 cm；横径在 7.43~8.30 cm 之间、
相差 0.87 cm。果形指数在 1.04~1.24 之间，其中
以一年两季果模式中的第 1 季果实的果形指数较
大，果形为梨形；一年三季果模式中的第 3 季果
实的果形指数较小，果形为近圆形。无论是一年
两季果模式还是一年三季果模式，彩虹番石榴越
冬前采收的果实纵横径较大、果形指数也较大，
而越冬后采收的果实纵横径较小、果形指数也
较小。
2.1.3 TSS 含 量 从 表 1 可 以 看 出，2016—2017
周年，一年三季果模式中的第 2 季果实 TSS 含量
最高、达 10.67%；其次是一季两季果模式中的第
1 季果实、为 9.33%；最低的是一年三季果模式
中的第 3 季果实、为 8.40%。2017—2018 周年，
也以一年三季果模式中的第 2 季果实 TSS 含量最
高、达 10.80%，一年两季果模式中的两季果实
TSS 含量分别为 9.80% 和 8.90%，低于一年三季
果模式中的第 2 季果实、但高于第 1 季和第 3 季
果实。连续两个生产周年，12 月成熟的彩虹番石
榴果实 TSS 含量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该季果实的
生长发育期处在秋冬季，前期高温多雨有利于幼
果生长发育，后期雨水少、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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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生产模式、不同季彩虹番石榴的果实品质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Rainbow’guava fruits harves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under two production modes
年份

生产模式

采收期

单果质量

纵径 Vertical

横径 Transverse

果形指数

TSS 含量 Soluble

Year

Production mode

Harvesting time

Fruit mass（g）

diameter（cm）

diameter（cm）

Fruit shape index

solid content（%）

2016—2017

一年三季果

2017—2018

8月

272.27A

9.40AB

8.10AB

1.16AB

9.27B

12 月

275.00A

9.27AB

8.10AB

1.14AB

10.67A

4月

239.83B

8.13D

7.63BC

1.08B

8.40B

一年两季果

10 月

277.60A

9.57A

8.30A

1.20A

9.33B

2月

265.77A

8.77BC

7.80ABC

1.12AB

8.87B

一年三季果

8月

263.60A

9.00ABC

7.83ABC

1.15B

8.60C

一年两季果

12 月

267.67A

9.10AB

8.00ABC

1.14BC

4月

232.57B

7.77D

7.43C

1.04C

10.80A
8.40C

10 月

266.43A

9.53A

7.67ABC

1.24A

9.80AB

2月

253.70AB

8.40CD

7.60BC

1.11BC

8.90BC

   注：同列数据后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经 Duncan 多重比较差异极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Duncan multiple comparisons.

大有利于营养积累，所以该季采收的彩虹番石榴
果实甜度高、口感好。总之，从果实品质上看，
彩虹番石榴宜生产冬季果。
2.2 两种生产模式、不同季彩虹番石榴的果实商
品率比较
果实商品率决定了果实有效产量和产值，由
表 2 可知，2016—2018 年两个生产周年，8 月采
收的彩虹番石榴果实商品率均为全年最低、分别
为 38.66% 和 31.14%，而其他 4 个时期采收的果实

商品率均高于 80%。这主要是因为彩虹番石榴果
实易感炭疽病，8 月采收的果实成熟期正值高温多
雨季节，有利于炭疽病的发生和传播，导致果实
发病率高；其次，该季果实生长期正处在夏秋季
节，日照时间长、强度大，果实日灼伤较重。此
外，2016—2018 年两个生产周年，漳州市长泰县、
云霄县等彩虹番石榴产区果农普遍反映，高温多
雨季节成熟的正造果，炭疽病发病率一般高于
50%，而低温少雨的冬季成熟的反造果，炭疽病发

表 2 两种生产模式、不同季彩虹番石榴的果实商品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modity rate of‘Rainbow’guava fruits harves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under two production modes
年份

生产模式

采收期

果实总数量 Total number

Year

Production mode

Harvesting time

of fruit（grain number）

2016—2017

一年三季果

一年两季果
2017—2018

一年三季果

一年两季果

商品果数量 Number of

商品率

commodity fruit（grain number） Commodity rate（%）

8月

538

208

38.66B

12 月

406

360

88.67A
81.55A

4月

466

380

10 月

604

523

86.59A

2月

622

554

89.07A

8月

546

170

31.14B

12 月

450

388

86.22A

4月

478

404

84.52A

10 月

522

443

84.87A

2月

494

447

90.49A

   注：同列数据后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经 Duncan 多重比较差异极显著。
   Note: The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Duncan multiple comparisons.

病率一般低于 20%，这与本试验结果相近。因此，
从果实商品率来看，彩虹番石榴 8 月成熟采收的
正造果商品率低，生产上不宜推广该季果实。
2.3 两种生产模式彩虹番石榴的产量和产值比较
由表 3 可知，彩虹番石榴不同年份不同生产

模式，周年产量差异不显著，一年三季果模式下
彩虹番石榴的周年产量略高于一年两季果模式。
2016—2017 周年，一年三季果模式的周年产量为
41.97 t/hm2，比一年两季果模式高出 0.42 t/hm2。
2017—2018 周年，一年三季果模式的周年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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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 t/hm2，比一年两季果模式高出 1.15 t/hm2。
一年三季果模式比一年两季果模式多生产一季果
实，但两种模式产量却相差不大，主要因为一年
三季果模式中的第 1 季果商品率低，导致该季果
商品产量低。
从两种生产模式的单位面积周年产值来看，
2016—2018 年，一年三季果模式两周年的产值
分别为 26.90 万、25.96 万元 /hm2，一年两季果
模式分别为 25.34 万、24.47 万元 /hm2，一 年三

季果模式比一年两季果模式分别高 1.56 万、1.49
万元 /hm2。一年三季果模式比一年两季果模式多
生产一季果，所以也比一年两季果模式增加一季
果的生产成本。据测算，彩虹番石榴生产一季果
的成本（包括农药、肥料、套袋等耗材和人工费
用）约为 3 万元 /hm2。因此，一年三季果模式下
种植彩虹番石榴的实际生产利润均比一年两季果
模式少。可见，从投入产出看，彩虹番石榴适宜
推广一年两季果生产模式。

表 3 两种生产模式彩虹番石榴的产量和产值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Rainbow’guava fruits under two production modes
年份
Year
2016—2017

生产模式

采收期

Production mode Harvesting time
一年三季果

一年两季果

单季产量

均价

单季产值

周年产量

周年产值

Single-season yield

Average price

Single-season output

Annual yield

Annual output

（t/hm2）

（yuan/kg）

（104 yuan/hm2）

（t/hm2）

（104 yuan/hm2）

41.97a

26.90a

41.55a

25.34ab

8月

10.32

4.0

4.13

12 月

15.98

6.4

10.23

4月

15.67

8.0

12.54

10 月

20.88

5.8

12.11

2月

20.67

6.4

13.23

8月

9.60

3.6

3.46

12 月

16.87

6.2

10.46

4月

15.44

7.8

12.04

10 月

20.30

5.2

10.56

2月

20.46

6.8

13.91

差额
2017—2018

一年三季果

一年两季果
差额

0.42

1.56

41.91a

25.96ab

40.76a

24.47b

1.15

1.49

   注：番石榴果实均价来源于漳州市海峡两岸农产品物流城 ; 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经 Duncan 多重比较差异显著。
   Note: The price of‘Rainbow’ guava fruits was provided by Fujian Zhangzhou 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Center. Th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Duncan multiple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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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同种水果在不同时间
上市价格相差甚远，部分热带亚热带果树具有一
年多次开花结果的习性，因此，根据市场需求和
果树生长发育规律，配合必要的栽培技术，调控
水果成熟上市时间，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14-15］。
目前，国内在番荔枝、芒果、莲雾等果树上采用
产期调节技术，提早或延迟果实成熟时间，甚至
生产反季节水果，均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16-18］。
番石榴一年三季果或一年两季果生产模式，就是
应用产期调节技术，在一个生产周年收获 2 季或
3 季果实，错开果实成熟上市时间，延长鲜果供
应期。番石榴花芽分化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严格，
只要树体健壮、养分积累充足、有新梢萌发，即
有部分新梢着生花蕾，因此，通过修剪等栽培措

施可调控番石榴果实成熟上市时间，进而提高经
济效益。雷锡榜等［19］ 在广东潮州的试验表明，
珍珠番石榴不同时期修剪，果实成熟采收季节不
同；而不同季节成熟的果实营养含量和经济价值
有所差异，其中冬季收获的果实口感好、品质优，
经济价值也最高。叶翰江等［20］ 在广东惠州的试
验结果表明，珍珠番石榴不同时期修剪，新梢花
朵数量和成熟果实 TSS 含量不同，8 月修剪，新
梢花朵数较多，成熟果实 TSS 含量较高；9 月修剪，
新梢花朵数较少，成熟果实 TSS 含量较低。以上
研究结果与本试验结果基本相同。钟思强等［21］
在广西的试验表明，番石榴秋季番花果（10 月采
收）总糖含量最高、冬季番花果（1 月采收）次之、
正造果（8 月采收）最低，即秋季番花果品质优
于冬季番花果，这与本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但其

6
“番花果品质优于正造果”
的结论与本研究一致。
可见，番石榴的产期调节生产技术有多种方案，
究竟采用哪种产期调节方案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
和番石榴果实市场价格来决定，目的都是为了提
高种植番石榴的经济效益。

4

结论

彩虹番石榴是近年从台湾引进的新品种，该
品种生长和开花结果习性与珍珠番石榴相似，在
闽南番石榴产区，彩虹番石榴一年可生产 2 季或
3 季果实。2016—2018 年两周年生产试验结果表
明，在果实品质方面，一年三季果模式和一年两
季果模式各有优缺点，一年三季果模式的冬季果
品质优于一年两季果模式的晚秋果和早春果；但
一年两季果模式的晚秋果和早春果品质优于一年
三季果模式的秋季果和春季果。在产量和产值方
面，虽然一年三季果模式的周年产量和产值均略
高于一年两季果模式，但其生产成本高于一年两
季果模式，导致其实际生产利润低于一年两季果
模式。因此，在闽南番石榴产区，彩虹番石榴适
宜推广一年两季果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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