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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不同比例粘合剂的育苗块对

黄瓜幼苗生长发育的影晌
艾冬冬，赵瑞，陈俊琴，韩旭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辽宁沈阳 110161

)

摘要:以碧龙一号黄瓜为供试作物，以育苗块方式育苗，研究了不同比例的粘合剂对育苗块育苗效果的影响.结果
表明:不同比例的粘合剂添加对育苗块的成型效果影响较大，随着粘合剂比例的增加，育苗块浸润后的散吨率降
低，但对黄瓜秧苗生长发育也有较大影响，随着粘合剂比例的增加，秧茵品质下降，试验证明，基质与粘合剂体积比
为 110: 1 的处理不但具有较好的育苗块成型效果，且能够保证秧苗品质，其次为基质与粘合剂体积比为 1 ∞: 1 ，二
者均高于对照，基质与粘合剂体积比为 80: 1 的处理秧苗品质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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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 of Adhensive in Seedling Clod
on the Seedling Growth of Cucumber
AI Dong-dong , ZHAO Rui , CHEN Jun-qin , HAN Xu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 Sheny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161 , China)
Abstract: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 of adhensive in seedling clod on the seedling growth and quantity of cucumber was studied by using the No. 1 bilong seed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t ratio of the
adhensives in seedling clod influenced greatly the seedling quantities of cucumber , increasing of the ratio
of the adhesive reduced the seedling quantity of cucumber and rate of clod dispersion. The treatment of
the volume ratio of 110 matrix to 1 adhesive had the best seedling quantity and seedling clod fonnation ,
the seedling quantity and seedling clod formation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volume ratio of 100 matrix to 1
adhesive was better and that of the volume ratio of 80 matrix to 1 adhesive was the wors t.

Key words: cucumber; seedling clod; adhesive; seedling quantity
随着无土育苗和工厂化穴盘育苗的第 1 ， 2 次育

制后成型的，其中添加了营养物质等辅助成分，在干

苗技术革命，育苗块育苗技术逐渐成为育苗技术的

燥状态下育苗块成型效果较好，通常呈圆柱饼型，但

第 3 次革命.育苗块在育苗研究上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育苗过程中需要浸润，通常浸润后的育苗块变得

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蔬菜产业 70% 的利润来自蔬菜种

较为松散，容易散挖，尤其是在育苗过程中移动育苗

苗业 [1-3]. 育苗块具有无菌无害无病虫卵、利于幼苗

块会因根部的部分或大量散挖而影响根系的生长.

健壮生长、养分供应时间长、管理幼苗省工省时等优

本试验研究了不同比例的粘合剂对育苗块成型效果

点 [44]. 育苗块通常都是采用草炭等元土基质经过压

和秧苗质量的影响，为选择适宜的粘合剂比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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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秧苗的生长量变得越来越小，表现出了较强的抑

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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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说明粘合剂的添加量不宜过大，少量粘合剂

材料与方法

的添加有可能对幼苗的生长起一定的剌激作用，适

供试作物为碧龙一号黄瓜.供试基质为草炭.粘

当增加了幼苗的生长发育速度，但过量的添加粘合

结剂为丙烯酸树脂类水溶性乳液，略偏碱性，粘性随

剂会使草炭颗粒凝结，抑制根系呼吸，使得秧苗发育

干燥程度加强而增大.基质与粘合剂的体积比分别

不良，最终影响秧苗生长.

为 80: 1 、90: 1 、 100: 1 和 110: 1 (分别记为 Tl - T4) ,

对照 (T5) 全为基质(即无粘合剂) .按照以上的添加

physiω1

Effec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ab.l

量将基质和粘合剂提合均匀，用专用育苗块模具压

property

of seedling block

制成育苗块.采用环割法测定容重，总孔隙度、毛管
孔隙度、通气孔隙度分别通过公式计算而出:

不同处理对育苗块物理性质的影晌 1 )

表 1

容重/

处理

总孔隙度通气孔隙持水孔隙
2

散培

(g • cm -.)

/%

度/%

度/%

率1%

T1

0.37a

64.04c

17.37c

28.09c

14.66c

1'2

0.33b

73.96b

26.04b

65. 26ab

17.79c

持水孔隙度=毛管持水量×容重，

1'3

0.36a

89.29a

35.95a

47.92b

23.68b

通气孔隙度=总孔隙度-持水孔隙度.

T4

0.31c

82.77a

12. 19d

70.58a

26.29b

将苗块浸润饱和后自然淋干，从 1 m 高度自然

T5

0.29c

82.63a

17.17c

65.5ab

74.45a

-l- 混合基质容重

总孔隙度-

基质密度

x100% ,

落下，收集散培称质量后与原挖质量相比，测试散培
率.却08 年 4 月 8 日在沈阳农业大学蔬菜专用育苗

1 )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O. 05 , Duncan '

温室内播种，在育苗盘中放人塑料，将育苗块摆放于

育苗盘中的塑料上，浇透水，在育苗块的中央有孔处

表2

Tab. 2

s 法)

,

不同处理对黄瓜苗成茵生长量的影晌 1)
s锐地ling

Effect of difTerent treatments on

放人 1 粒种子，覆盖上基质.每处理播种 3 盘，每盘

地上

地上

地下

地下

部鲜

部干

部鲜

部干

growth
叶面

株高

茎粗

/cm

/cm

TI

5.5bc

0.413c

1. 97d 0.356 5c 0.48c 0.045 5c 34.6c

η

5.8b

0.427b

3. 17c 0.512 8c 0.76b 0.072 3b 62.lb

理特升性测定:采用 πC 法测定根系活力;采用 LI-

T3

9.7a

0.492a

3. 95b 0.613 4b 0.92a 0.085 5a 66.3b

64∞光合系统测定光合作用;采用乙醇丙酣(体积比

T4

5.2c

0.465b

4.92a 0.725 3a 0.95a 0.086 4a 87. Oa

为 1: 1 )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T5

4.5c

0.433b

3. 65b 0.583 5c 0.73b 0.062 Ib 55.lbc

为 1 个重复，随机区组排列，苗龄三叶一心时，随机

处理

取样进行测定， 3 次重复采用电子天平测定根、茎、
叶鲜质量及干质量，采用直尺和游标卡尺测定株高
和茎粗.采用L1

2
2.1

3000 型叶面积仪测定叶面积.生

结果与分析
不同处理对育苗块物理性质的影晌

质量/g

质量/g

质量/g

质量/g

f/cm

2

1 )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0. 05 ,
Duncan' s

法)

不同处理对秧苗晶质的评价

2.3

育苗块的物理性质直接影响育苗块育苗的效

由于秧苗的生长发育进程不同，秧苗各器官物

果，容重、通气孔隙度小，说明基质比较疏松，孔隙

质分配量也不一定相同，造成植株根冠比、 G( 日均生

多，通透性好;基质总孔隙度、持水孔隙度小，表明基

长量或积累的干物质的量)和壮苗指数的差异.

质比较紧实，空隙小，结构性差，通透性差.从表 1 可

由表 3 可看出， 3 种壮苗指标的趋势基本相同.

看出， T4 的容重、通气孔隙度均小，而总孔隙度和持

根冠比是衡量植株生长发育平衡的重要指标，也能

水孔隙度大，说明其基质特性比较好，其次为白、T3.

较强地反映秧苗的素质，除处理 1 外，其余处理的根.

但由于 T5 的散地率高，比较容易散培，所以 T5 也不

冠比均在适宜的范围内 .G 能较稳定地反映出秧苗

适于做育苗块.

的生长状况， T4 每日的生长量高于其他处理，其次为

2.2

不同处理对黄瓜苗成苗生长量的影晌

T3和白，均大于对照，T1最小.壮苗指数与 G 的趋

从表 2 可见，添加不同的粘合剂浓度，对黄瓜秧

势相同 .G 和壮苗指数对前期产量有较强的预测性，

苗生长状况影响不同，育苗块中添加低比例粘合剂

因此这将预示着将来产量形成的时期和数量的

对秧苗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粘合剂含量的增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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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 3

不同处理对壮苗指标的影晌 1)

第 30 卷

与粘合剂体积比为 110: 1 )表现的总体效果较好，不

E tTect of ditTerent treatments on Exponent of stern

仅育苗块成型效果较不添加粘合剂有所提高，而且

seedling

秧苗品质最高，其次为T3(基质与粘合剂体积比为

处理

根冠比

G

壮苗指数

T1

0.0825c

0.0029d

0.0087c

在利用育苗块育苗过程中，适量添加粘合剂不

1'2

O. 128 6b

O.0066c

O.0148b

仅可以保证育苗块浸润后的成型效果，而且可能因

1'3

O. 136 8a

0.011 9b

0.0207a

适量化合物(粘合剂)的添加对幼苗的生长发育有一

T4

O. 140 4a

0.0121a

0.021 6a

定的剌激作用，从而促进其生长发育和提高秧苗品

T5

O. 123 513

0.0067c

0.015 5b

质，但添加粘合剂过多的育苗块虽然会使育苗的成

1 )壮苗指数= (茎粗J株高) x 全株干质量 ;G= 全株干质
量/育苗天数 [M]; 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
著 ( p = O. 05 , Duncan ' s 法)

100: 1) ，二者均高于对照， Tl 最差.

型效果大大增强，但也会使草炭颗粒凝结，抑制根系
呼吸，影响秧苗品质，使得秧苗发育不良，并且容易
早衰.因此粘合剂的添加有个适度问题.

不同处理对秧苗主要生理特性的影晌

2.4

本试验所涉及的粘合剂以及不同的添加量，是

植物根系是吸收水肥的主要器官，又是物质同

通过对育苗块粘合剂添加量调节育苗块的松紧度及

化、转化或合成的器官，因此根的生长情况和活力水

散培程度，使得育苗块的物理性质发生变化，进而利

平直接影响地上部的生长和营养状况及产量水平.

用其不同处理的育苗块播种育苗，检测不同粘合剂

根系活力越大，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越强，说明根系

添加量的育苗块对黄瓜幼苗生长发育的影响.以期

仍处于良好的生长发育阶段.由表 4 可看出， T4 的根

找到适合生产育苗的育苗块.因此，不同粘合剂的种

系活力明显高于其他处理，其次为1'2和T3，均高于

类和不同产地的草炭可能也会对试验产生不同程度

对照， Tl 最低.

的影响.不同蔬菜种类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也可能

光合速率反映幼苗物质积累的重要指标，也是
反映秧苗质量的一个指标.光合速率与叶绿素的含

量呈正相相关.从表 4 可看出，光合速率和叶绿素含

表现各自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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