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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 年中国大陆香蕉主产省份的

         栽培面积、总产和单产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2

香蕉是中国南方重要的热带、亚热带水

果，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
台湾等地。表 1 是 2012 年中国大陆香蕉主产

省份的栽培面积、总产和单产数据。其中，
广东省为第一大香蕉主产省，其次为广西、
云南、海南。 广东

广西

云南

海南

福建

贵州

四川

重庆

    面 积                         

   （亩）

1,882,500

1,276,500

1,197,000

978,000

414,000

21,000

19,500

1,500

     总 产

   （吨）

3,848,889

2,057,463

1,687,361

1,892,265

869,735

5,900

36,499

1,850

            单 产

      （公斤 / 亩）
省份

2,045

1,612

1,410

1,935

2,101

281

1,872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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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要求

香蕉原产东南亚和我国南部，适宜在高

温多湿的地区种植。温度是影响香蕉生长发

育的重要环境因素。香蕉植株不同器官对温

度的反应有所差异，但在 18-37℃时生长良好。
温度过高，叶片和果实会出现灼伤，温度过低，
会出现冷害。低温是亚热带香蕉高产栽培的

一个主要限制因素，但适当低温对生殖生长

和提高果实风味有利。另外，香蕉是大型草

本植物，植株水分含量高，叶面积大，蒸腾

量也很大，对水分的需求量很大。水分不足，
香蕉生长会受到较大影响。但是，香蕉根系

为肉质，好气性强，干旱易根枯，土壤过湿

易缺氧烂根。雨季土壤排水不良易烂根甚至

死亡。土壤水分含量为土壤田间持水量的 60-
80% 时最适宜香蕉生长，但在挂果后期适当

干旱对提高果实品质有好处。光照对香蕉生长也

有一定影响。在我国亚热带产区，光照对香蕉种

植密度有较大影响。在冷季，充足光照明显提高

地温，有利于香蕉避免冷害。因此，海南和广东

最南部产区的香蕉种植密度通常明显高于其它

产区。另外，香蕉密植光照不足会使植株增高，
相反，光照充足会使植株矮化。如在光辐射强烈

的海南蕉区或蕉园边行，植株均较矮。
　　

虽然香蕉可在广泛的土壤条件下生长，但高

产香蕉对土壤的要求较高。土层的厚度决定了根

系的生长范围，一般要求土层厚度在 60 厘米以

上，达到 1-1.5 米更好。香蕉根系为肉质，要求

土壤疏松透气，以砂壤土至轻粘壤土为好。世界

上香蕉生长良好的土壤是火山土和冲积土形成

的壤质土壤。板结的粘土、粉粘土等透气性和排

水性差，一般不适宜种植香蕉。在犁底层厚而

粘重的土壤上香蕉生长也很差。香蕉适应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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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范围较广，但以 pH 在 6.5 左右为佳。另外，
水田蕉园土壤地下水位埋深应在 0.8-1.0 米以

下，埋深高于 40 厘米则香蕉难以获得高产优

质。

整体而言，香蕉生长环境的气候及土壤

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香蕉合理的施肥量

和施肥次数。在不利于香蕉生长的气候条件

下，应避免施肥，以防止肥料对香蕉树体造

成损伤或降低肥效。在肥沃的土壤上，香蕉

的施肥量和施肥次数应适当减少，而在砂质

或贫瘠的土壤上，施肥量与施肥次数则需适

当增加。

      香蕉对养分的需求
　　

香蕉为多年生大型草本植物，每造生长期长

达 10-14 个月，每亩生物量可高达上万公斤。因

为生物量非常高，香蕉需要吸收大量的养分才能

满足其健康生长和高产优质的需要。香蕉从土壤

中吸收的必需营养元素有 13种，包括氮、磷、钾、
钙、镁、硫、锌、铜、铁、锰、钼、硼和氯。香

蕉不同品种对养分需求量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以

粉蕉对养分需求最大，中把香蕉次之，矮香蕉和

巴西蕉对养分需求量相对较低，两者相当 ( 表 2)。
如目前中国最广泛种植的巴西蕉，每生产 1 吨香

蕉果实，地上部大约需要吸收 4.59 公斤氮、0.94
公斤五氧化二磷、18.07 公斤氧化钾、2.52 公斤

钙和 1.22 公斤镁。由此可见，土壤自身供应的

养分往往不能满足当造香蕉高产的需求，必须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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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用足够的肥料才能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
就单个养分元素而言，香蕉对钾的需求量最

大，氮次之，随后为钙、磷和镁。粉蕉对钾

的需求比例明显高于其它品种，巴西蕉次之。
巴西蕉对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钙和镁

需求比例为 1:0.20:3.94:0.55:0.27。由于香蕉为需

钾量大的作物，施肥时必须重视钾肥的施用。另

外，由于大量施钾会影响植物对钙、镁养分的吸

收，香蕉施钾的同时尤其需要注意钾、钙、镁肥

的平衡施用。

品  种

中把香蕉

矮香蕉

巴西蕉

粉蕉

吸收量

比例

吸收量

比例

吸收量

比例

吸收量

比例

         N

5.89

1

4.84

1

4.59

1

8.5

1

K2O

22.61

3.84

17.95

3.71

18.07

3.94

39.28

4.62

P2O5

1.08

0.18

1.03

0.21

0.94

0.20

2.80

0.33

Ca

2.97

0.61

2.52

0.55

3.95

0.46

Mg

0.62

0.13

1.22

0.27

1.71

0.20

表2 不同香蕉品种生产每吨果实的养分需要量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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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适用的常见肥料品种
　　

适合香蕉施用的常用肥料品种见表 3。

在生产中，最常用的大量元素肥料品种有

尿素、过磷酸钙、磷酸一铵、磷酸二铵、氯化钾、
硫酸钾、硝酸钙、
硫酸镁等；微量元

素肥料有硼砂、硫

酸锌、钼酸铵等。
在我国的香蕉宜栽

区，土壤通常含有

较高含量的铁和锰，
因此，香蕉一般不

必再施用铁和锰肥。
相反，在高温的雨

季或在高温且土壤排水不畅的情况下，香蕉容易

出现铁、锰中毒危害。

除含单一养分的化学单质肥料外，适合香蕉

施用的肥料还有各种复混肥（含香蕉专用肥）、
缓控释肥料、有机肥、作物秸秆以及微生物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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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品种

大量元素肥料

尿素

硫酸铵

过磷酸钙

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

氯化钾

硫酸钾

硫酸钾镁

硫磺

硫酸镁

石膏 ( 含结晶水 )
石膏 ( 不含结晶水 )
微量元素肥料

硼砂

硼酸 
硫酸锌

硫酸铜

硫酸亚铁

钼酸铵

化学分子式

CO(NH2)2

(NH4)2SO4

Ca(H2PO4)2

NH4H2PO4

(NH4)2HPO4

KCl
K2SO4

K2SO4·2MgSO4

S
MgSO4·7H2O
CaSO4·H2O
CaSO4

NaB4O7·10H2O
H3BO3

ZnSO4·7H2O
CuSO4·5H2O
FeSO4·7H2O
(NH4)6Mo7O24·7H2O

养分含量

46% N
21% N, 24% S
12-18% P2O5, 18-21% Ca, 11-12% S
10-12% N, 48-61% P2O5

18% N, 46% P2O5

60% K2O, 45% Cl
50% K2O, 17-18% S
21-22% K2O, 10-11% Mg, 21-22% S
95-99% S
13-16% Mg, 13% S
13% Ca, 18% S
29% Ca, 23% S

11% B
17% B
22% Zn, 11% S
24-25% Cu, 11-12% S
19% Fe, 11% S
54% Mo

表 3 适合香蕉的常用肥料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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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施肥技术
　　

在广东珠三角及粤西茂名、阳江香蕉主

产区，一造香蕉亩产达到 3 吨左右或以上就

可称为高产。珠三角蕉园土壤多为三角洲或

滨海沉积物发育而成，土层深厚，呈弱酸性，
较适宜香蕉生长。而且，除土壤有效硼含量

较低外，其它中微量元素含量丰富，施用钙、
镁、锌肥香蕉增产作用不明显。粤西茂名、
阳江蕉区土壤多为坡积物、洪积物发育而成，
土层较浅，呈酸性，土壤物理性质相对比珠

三角蕉区土壤稍差，中微量元素含量较低或

者缺乏，而且整体上该地区香蕉种植密度稍

大于珠三角地区。

由于香蕉对钾养分需求量最大，氮次之，
而且对这两种养分的需求量明显高于其它养

分。因此，在高产香蕉平衡施肥技术中，关键是

施用足量及比例适宜的钾、氮肥，适当补充缺乏

的中微量元素养分。为实现更为合理的香蕉施

肥，建议在种植香蕉前采集蕉园土壤样本，分析

测定土壤养分含量，根据测定结果按照表 4 或表

5 的土壤氮、钾养分分级，确定合理的氮、钾肥

用量。

对于磷肥用量，以 P2O5/N=0.25-0.35 的比例

计算即可满足香蕉对磷养分的需要。另外，建议

香蕉每亩施用硼砂 0.2 公斤左右。在此基础上，
由于粤西蕉园土壤为酸性且土壤钙、镁含量较

低，建议整地时每亩施入 40-50 公斤熟石灰，
每造每亩还需施用七水硫酸镁 20-30 公斤作为追

肥。此外，该产区蕉农大多数使用有机肥。如

果每亩施用约 500 公斤禽畜粪肥等有机肥作为基

肥，则上述每造每亩化肥用量可减少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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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粤西香蕉园土壤氮、钾养分分级及推荐施肥

土壤碱解氮

(N，mg/kg)

>180

150～ 179

120～ 149

90～ 119

60～ 89

<60

施氮量

(N，kg/ 亩 )

28～ 32

32～ 36

36～ 40

40～ 44

44～ 48

48～ 52

尿素用量

(kg/ 亩 )

61～ 70

70～ 78

78～ 87

87～ 96

96～ 104

104～ 113

土壤速效钾

(K，mg/kg)

>300

200～ 299

150～ 199

100～ 149

50～ 99

<50

施钾量

(K2O，kg/ 亩 )

40～ 45

45～ 50

50～ 55

55～ 60

60～ 65

65～ 70

氯化钾用量

(kg/ 亩 )

67～ 75

75～ 83

83～ 92

92～ 100

100～ 108

108～ 117

土壤碱解氮

(N，mg/kg)

>180

150～ 179

120～ 149

90～ 119

60～ 89

<60

施氮量

(N，kg/ 亩 )

22～ 28

28～ 32

32～ 36

36～ 40

40～ 44

44～ 48

尿素用量

(kg/ 亩 )

48～ 61

61～ 70

70～ 78

78～ 87

87～ 96

96～ 104

土壤速效钾

(K，mg/kg)

>300

200～ 299

150～ 199

100～ 149

50～ 99

<50

施钾量

(K2O，kg/ 亩 )

25～ 35

35～ 40

40～ 45

45～ 50

50～ 55

55～ 60

氯化钾用量

(kg/ 亩 )

42～ 58

58～ 67

67～ 75

75～ 83

83～ 92

92～ 100

表 4  珠三角香蕉园土壤氮、钾养分分级及推荐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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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香蕉每造需用的化学肥料，通常分6-8
次施用即可。

具体施用方法如下：

1、基肥的施用

　　

广东珠三角和粤西产区的香蕉通常在 3-4
月种植。移栽香蕉苗前，可根据当地习惯及

个人喜好决定是否施用基肥。如基肥用化肥，
则氮、钾肥用量约占一造香蕉氮、钾肥总用

量的 3%、磷肥及硼砂用量占 50% 即可。操

作方法是：将肥料施入种植穴附近土壤，与

土壤充分混匀后，植入试管苗。也可将堆沤

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如禽畜粪肥未经堆

沤腐熟，由于粪肥中含有大量的病原物和虫

卵，那么香蕉发生病虫害的风险相对较高。
有机肥可沟施，与土壤混匀后再移栽蕉苗。

2、生长前期（营养生长期）施肥

　　

香蕉的营养生长期，在生产上俗称前期，通

常约需 4 个月左右。春植香蕉苗期的气温通常都

较低，根系生长较慢。对于苗期的香蕉，可在蕉

苗定植后 15 天左右追第一次肥，以后每隔 1 个

半月左右施肥 1 次。前期共追肥 3 次，每次追肥

量应逐渐增加，如移栽时未施基肥，则 3 次合计

施肥量占一造香蕉氮肥总量的 25%、钾肥总量的

20%、全部的磷肥和全部的硼砂。其中，全部的

磷肥和硼砂可在第一次施肥时一次性施入。如蕉

苗移栽时已施用 50% 的磷肥，则剩下的 50% 的

磷肥可在生长前期的第 2 次施肥时全部施入。生

长前期施肥，应在叶片滴水线附近打穴或开沟施

肥。将各种肥料充分混匀后施入沟穴中再培土。
随着香蕉长大，施肥穴或沟也应随着叶片滴水线

向外扩展而相应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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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前期如施用复混肥为主，则宜选择

钾氮养分比例、即复混肥的氧化钾和氮素

养分含量比例（K2O/N）约为 0.8-1.0 的复混

肥。按照我国复混肥外包装标识规定，复混

肥的氧化钾和氮素养分含量都在包装袋上明

显标识出来。如某种复混肥的氧化钾含量为

15%，氮养分含量为 18%，则它的钾氮养分

比例就是 15÷18=0.83。如果复混肥的钾氮养

分比例 >1.0，则需要添加适量氮肥调节钾氮

养分比例至合适范围；如果复混肥的钾氮养

分比例 <0.8，则需要添加适量钾肥来调节钾

氮养分比例至适宜水平。

3、生长中期 (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共生期 )
施肥

　　

香蕉苗经过约 4 个月的营养生长，开始

进入花芽分化期。香蕉球茎、俗称为蕉头，

进入花芽分化期即开始变大呈蒜头状。香蕉从花

芽分化开始至抽蕾这段时间，通常称为生长中

期。此时香蕉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进行，根

系生长最为旺盛，遍布整个蕉地。香蕉中期对钾

需要量明显增加，对氮需要量则逐渐减少。则这

一时期可将 45% 的氮肥、50% 的钾肥和 50% 的

镁肥平均分为 2次开穴施用。在香蕉营养生长期、
即前期最后一次追肥后约 1 个月左右，追施中期

的第一次肥，中期第二次肥可在第一次追肥后 1
个半月左右进行。每株香蕉在距蕉头约 40-50 厘

米处挖 2-3个穴，每穴长约 30厘米，宽约 15厘米。
将各种肥料混匀施入后培土，两次追肥的穴应尽

量错开。如香蕉为单畦双行种植，也可在两行间

施入肥料后培土。春植香蕉的生长中期为夏季，
降雨丰沛而且比较集中，香蕉根系会上浮甚至露

出土壤表面。这种情况下，应改为在雨后撒施肥

料。雨后撒施肥料应少量多次，减少每次施肥的

用量，适当增加施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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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蕉生长中期如施用复混肥，建议选

择钾氮养分比例 (K2O/N) 约为 1.2-1.4 的复混

肥。如某种复混肥的氧化钾含量为 20%，氮

养分含量为 15%，那么它的钾氮养分比例为

20÷15=1.33。如上所述，如果复混肥的钾氮

养分比例 >1.4，则需要添加适量氮肥来调节

钾氮养分比例。如果复混肥的钾氮养分比例

<1.2，则需要添加适量钾肥来调节钾氮比例至

适宜范围。如果蕉园有枯萎病发生，在雨季

应尽量减少施肥和田间操作避免病害扩散，
在雨后土壤较干后及时少量多次撒施肥料。

　　 
另外，香蕉在抽蕾前将开始大量萌发吸

芽，在确定留芽前应及时清除吸芽，避免吸

芽大量生长消耗养分而影响母株的生长而造

成减产。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华南香蕉

在生长中期容易遭遇台风，该时期应注意天

气预报，在台风来临前用竹桩或木桩固定好

香蕉植株，避免强台风折断香蕉造成巨大损失。 

4、生长后期 ( 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共生期 ) 施肥

　　

香蕉抽蕾后至收获这个阶段通常称为生长

后期。该时期母株香蕉为生殖生长，蕉指膨大，
子株为营养生长期，此时应已定芽并及时清除多

余的吸芽。在生长后期，将剩下的 30% 的氮肥、
30% 的钾肥和 50% 的镁肥分两次施入。在断蕾

后施用第一次肥，约 1 月后施入第二次肥。该时

期施肥方法与生长中期相同。
　　

香蕉抽蕾后如施用复混肥为主，建议选择钾

氮养分比例（K2O/N）约为 1.1-1.2 的复混肥。如

某种复混肥的氧化钾含量为 20%，氮养分含量

为 18%，那么它的钾氮养分比例为 20÷18=1.1。
同上所述，如果复混肥的钾氮养分比例 >1.2，则

需添加适量氮肥来调节钾氮养分比例；如果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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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钾氮养分比例 <1.1，则需添加适量钾肥

来调节钾氮比例。

5、灌溉施肥

　　

以上介绍的为传统的施肥方法。虽然传

统施肥方法所用的肥料品种价格相对便宜，
但用工较多，而且肥料利用率偏低。肥料利

用率低主要是由肥料养分淋溶损失和氮肥的

挥发损失造成。近年来，随着水溶性肥料的

涌现和灌溉设施逐渐国产化，灌溉施肥在一

些大型蕉园已成为流行施肥模式。灌溉施肥

的优点在于省肥、省工、肥料利用率高，而

且可在旱季及时灌溉，保障香蕉生长的养分

和水分所需，值得大力推广应用。如果应用

灌溉施肥，也应注意各种肥料的合理用量和

比例，整体施肥量可比上述传统施肥方式减

少约 15-20% 左右。

      香蕉常见缺素症状的诊断与矫正     

在香蕉生产中，经常会遇到不合理施肥现

象。如养分施用量或施用比例不当，香蕉植株就

会出现某些特别的症状。在田间，可以通过观察

这些症状来判断香蕉施肥是否存在不合理施肥

现象。

香蕉为大量需钾作物，如果施用钾肥不足，
蕉叶会出现典型的缺钾症状。表现为老叶比新叶

先出现黄化现象，而且是从叶尖开始黄化，逐渐

向叶基部扩展，通常叶基部仍保持绿色，同时叶

片间距明细缩短。出现这种黄化症状或叶间距明

显缩短的现象，就要及时补充钾肥。
　　

香蕉如果施用氮肥不足，也是老叶先于新叶

黄化，但整片叶子较为均匀变黄，与缺钾是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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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开始变黄有所不同。此时需要及时补充氮

肥。
　　

如香蕉新叶越长越小，心叶甚至不完整

有缺失，则表明是缺钙。这种症状容易在高

温高湿条件下发生。如香蕉出现这种症状，
可在空气湿度减少情况下喷施 0.5% 硝酸钙加

以补救。在容易

出现这种症状的

蕉园，应提前施

用硝酸钙或硝酸

铵钙等钙肥，每

亩用量约为 25-30
公斤。如果每亩

施用硝酸钙 25-30
公斤，由于硝酸

钙含有一定含量

的氮素养分，每

亩尿素用量应减少约 8-10 公斤。
　　

在高温高湿季节或夏天暴雨后，香蕉叶片也

容易出现铁毒现象。具体表现为在下部叶片边缘

出现约 1 厘米宽的黑边。这时应及时排水以降低

蕉地水位，同时撒施石灰降低土壤铁元素的有效

性，可较快减轻或消除铁毒。

另外，生产中也出现由于施肥位置不当对香

蕉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如种植户将肥料

（尤其是有机肥）施用在蕉头，导致肥害而抑制

香蕉生长。

因此，在香蕉生产中，在适合的时期、在合

适的位置以恰当的用量施用适合的肥料，才能获得

高产优质的香蕉生产，从而获得良好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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