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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翌噩m
作为高中通用技术的选修模块《现代农业技术》的一个专题，这

本《营养与饲料》与同学们见面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资源逐年减少，食品安全

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获得史多和史优良的食品满足社会的需求，是

农业生产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无土栽培技术可以在传统不可耕种的非

耕地和退化的耕地上生产农产品;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较土嚷

栽培产量高几倍的产品;通过人工控制可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特殊质

量的农产品;还可以在航天飞机上直接种植宇航员所需要的绿色食

品。随着都市农业、阳台园艺和屋顶园艺在城市的发展， ，无土栽培技

术的应用范围越未越广?

无土栽培具有这么多奇妙的功能，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么，它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无土怎么栽培?这种技术是怎么产生的?它有哪

些特点?它需要哪些设施?无土栽培植物的管理有什么特殊之处?通

过本专题的学习，上述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当同学们从自己无土栽

培的番茄树或黄瓜树上采摘果朴的时候，丰收的喜悦将是对我们学习

这门技术课程最好的表奖!

作为通用技术课程必修模块《技术与设计》的后续课程， <<无土栽培》

也贯设计的思想，体出了流程、系统和控制的思想。希望同学们在学

习本专题内容时，要注意自觉地运用前面学过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思想，

在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实践、探究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素养。

为了拓宽同学们的知识视野，培养实践技能和创新思维能力，本

书精心设计了"学习导航" "现象与问题" "探究浓度" "新视窗" "'J、
资料" "实践活动" "活动延伸" "阅读材料"等栏目，在附录中给

出了"部分中英文坷汇对照哀"。

无土栽培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通用技术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

新课程。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中仍然会存在很多不足甚至错误

之处，恳请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发现问题，向我们提出宝

贵的意见，以便在今后的修订中日臻完善。

编者

2004 年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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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近无土栽培

在地球上，有肥回沃野，这里生长着一望无际的玉米、小麦、

水稻、蔬菜和果树。可是也有的地方却十分贫婿、荒芜，如岩石密

布的高山、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漠、白花花的盐碱地，这些不适合种

植庄稼的地区，其面积要比肥田沃野大得多。

我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但所具有的耕地面积仅为世
界总耕地面积的约 1/7，要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国民
生活水平，必须不断提高有限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开拓农业生产

的空间。而无土栽培不用土壤，利用现代的栽培技术手段，不仅可

提供超过普通土壤栽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产品数量，而且克服了自

然界带给人的不利因素，大幅度地扩大了农业生产的空间，扩大了

人类生存的空间，在技术和观念上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进步，特别

是随着宇航事业的发展，有的国家已将无土栽培列入"空间生活维

持系统"的研究内容，这就使无土栽培有可能成为将来宇宙航行中

生产食品的基本途径。因此，它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
--'-L.=
目U京。



第一章走近无主栽培

第一节认识无士栽培

(学习导航)
1. 什么是无二 1:栽 !;'f?

2. 兀='二栽!ff有 l哪些特点?
3. 无士栽培经历了 19JI)些发展阶段?

现象与问题

图 1.1 水培生菜

图 1.2 基质培黄瓜

"土}泉是农业之母""万才物勿土中生

但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 7水κ仙花在水旦才抽由茎开花‘一筐筐芽苗菜也不是
生长在土中..

讨论-

1. 上述现象作何解释?

2. 没有土壤的哺育，作物还能生长吗 7

一、什么是无土栽培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基本 1慨既念。但在图1.1 、图 1.2 中，绿油汕的生菜出浮在水面上，茂盛
的黄瓜生长在小小的塑料槽巾，这些蔬菜井没有生长在土壤里，这是一

种什么样的栽培方式呢?

这就是神奇的无土栽培，目 [J不用天然土壤，而用营养 i夜或固体基质
加营养 i1fZ栽培作物的方告。

当的;在花卉市场欣赏漂亮花卉的 II.J候，你会发现很多盆栽花卉都是
用无土栽培方式和 jl恼的;在问、湖及池塘的一些水而上，你可能会发现

上面竟然生长着蔬菜和 l花卉;在一些大型温室里种植的作物，也大多

采用无土栽培。

二、无土栽培的特点

无土栽培使作物生产摆脱土墙的约束，可阪大地扩展农业生产的可

利用空间。空闲的荒山、荒地、河滩、海岛，甚至沙漠、戈壁滩都可采

用无土栽培进行作物生产，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可利用楼顶平



第一节认识无土栽培

无土栽培与

太空农业
太空农业是以航

天技术为基础，为开发

利用太空环境资源而

开辟的一个崭新的农

业领域。目前，太空农

业生产还处在试验阶

段。俄罗斯 1997 年进行

模拟太空蔬菜水培试

验，成功地种出"月球

生菜"、"宇宙胡萝|、\

"外太空番茄"等。同

年，俄罗斯农业科学院

和国家宇宙局在"和平

号"空间站上的太空温

室里试种"太空 1)、走"

又获成功。美国和日本

的科学家联合攻关，将

甘薯种在航天器内，不

仅可以补充舱内轧气，

而且可供宇航员食用。

可见，太空这一无茵、

高洁净、高真空、微主

力、强辐射的得天独厚

的特殊环境，也是食品

资源向新领域延伸的

一个新舞台。

图 1.4 屋顶花卉

------------小资料

图 1.3 屋顶草坪

栽培方式 挺水量 /kg 茄子产量 /kg 产量:水

土 !l1巨 5250 13.05 1 : 400
水培 2000 21.50 1 : 93
古乡市1t:l:立口 1000 34.20 1 : 29

番茄树
1985年日本学者野尺重雄先生在筑波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上展出了一株"番茄树\这株"番茄树"于 1984 年 10月播

种，到 1985 年 3 月博览会开幕时树冠已达 5时，到 9 月问幕

时已达到 14m2，累计结果 1 .2 万个。

图 1.5 番茄树------------~:~ ~ ----------~

台、阳台等空间栽培作物，同时可改善生存环境。

尽管土壤是最普遍的自然资源之一，由于无土栽培能充分发挥作物

的生产潜力，与土壤栽培相比，产量可以成倍或几十倍地提高。在世界

人口日益增长，而耕地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进行无土栽培可以满足人们

对粮食、蔬菜、水果的需求。

无土栽培可以避免土壤中水分、养分的流失和渗漏，提高水、肥利

用效率。无土栽培的耗水量大约只有土壤栽培的 1/4-1/10 (表1.1) ，

节省水资源，尤其是对于干旱地区的作物种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

发展节水型农业的有效措施之一。
表 1.1 茄子无土栽培与土壤栽培的耗水量比较



根据上面的图片和知识介绍，请你谈谈发展无土栽培

的重要意义，与同学们交流你的体会并总结出无土栽培的

特点

种庄稼不用土，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2000 多年前人们已无意识
地进行过无土栽培，埃及、巴比伦、墨西哥都有关于原始的无土栽培

方式的文字记载，我国在春秋时代就有关干无土栽培的记载。人类自

觉地进行无土栽培实验研究到今天大规模生产应用还不到 200年的历
史，而现代无土栽培技术最早出现在美国，是在人们对植物的生理基

础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无土栽培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实验研究和生产

应用两个阶段。

(一)实验研究阶段

1840年，德国科学家李比希 (1.V .Liebig)提出了植物矿物质营
养学说，为无土栽培奠定了理论基础。 1842年，德国科学家卫格曼
(Wiegmann) 和波斯托罗夫 (Postolof)使用白金地桐和白金碎屑来
支撑植物，并加入 j容有íî~í钱和植物灰分漫提液的蒸馆水来栽培植物获
得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地配制营养液，成为营养液栽

培的雏形，并证实了矿物质营养学说。

1859一 1865年，美国科学家萨克斯 (Sachs)和克诺昔 (Knop)
以无机化合物硝酸 t甲、硝酸钙、磷酸二氢何、硫酸镜、氯化铁为营养
源，设计了一种水培

植物装置(图 1. 7) ，
探索了水培过程的

管理方毯，栽培植物 I 止，冉
|凉

获得成功，成为现代七 ----τ

无土栽培技术的先 F二二洛液二三二
驱。'--一一- --

无土栽培与土壤栽培相比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需要一定的投资建

造栽培设施，二是需要较为复杂的栽培管理、控制技术。

图 1.6 水面绿化

水培与污水净化
在北海水面上漂

浮有美人蕉和旱伞草

等众多水生植物，它

们都使用无土栽培技

术，它们主根的长度

可达 1m 以上。这些漂
亮的植物可以充分吸

收水体中的氮、磷等

物质，使水体不再富

营养化，这样水面上

就不会再出现那一层

绿油油的厚膜了。利

用无土栽培技术可以

净化污染的水体，这

就是"水面绿化"工程

(图J .6) 。

图 1.7 萨克斯和克诺苦的水培装置



实践活动

设计一个简易的水培装置
给你一个塑料瓶、一个软木塞、幼苗和营养液，请你参照萨克斯和克诺普的水培

装置进行设计，并将幼苗栽入。你还可以设计出其他的无土栽培装置吗?

李比希的植物营养学说
17世纪时海耳蒙特根据他著名的柳枝土培试验，认为植物

从土壤中得到的除水分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物质。 19世纪初，德

国的 A.D. 泰伊尔提出，除了水分以外，土壤中的腐殖质是唯一

能作为植物养料的物质，是植物碳素营养和其他营养物质的源

泉，错误地认为腐殖质可以被植物直接利用。当时德国的著名

化学家李比希致力于研究植物所需要的营养来源问题。他判断

植物是通过吸收氨来获得含氮养料的。他还做了许多农业化学

的实验，揭开磷和磷酸对植物生命的价值。他的研究还表明，除

E 碳、氢、氧、氮、磷、押之外，植物还需要硫、钙、铁、锤、硅

等许多元素。他对植物燃烧后剩下来的灰作了详细分析，证明

了自己的论点。植物吸收上述各种元素的唯一源泉就是土壤。

1840 年，他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和植物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矿物质营养学说，阐明植

物是以矿物质为原始营养源，植物吸收的矿物质元素，为其生

长和形成严量所必需。这个学说首次明确地指出了土壤矿物质 E
是土壤肥力的核心，从而修正了 A.D. 泰伊尔的错误。它不仅在 E
土壤科学和农业化学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促进了 E
化肥工业的发展。李比希开创了农业化学的研究，提出植物需.

要氮、磷、押等基本元素，研究了提高土壤肥力的问题，因此 i
他被农学界称为"农业化学之父\'

我国无土栽培

的早期记载
最早有无土栽培

文字记载的是我国。早

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70- 前 476年)就有

"豆芽菜"水培技术。魏

晋时期 (220-420 年)，

上虞人稽含著《南方草

木状》中记载"菇，叶

如落葵而小，性冷，味

甘。南人编苇为薇，做

小孔，浮于水上，种子

于孔中，则如萍，根浮

于水面。及长，茎叶皆

出于苇筷孔中，随水上

下，南方之奇蔬也。"

----.----小资料

(二)生产应用阶段

1929年美国科学家格里克 (W. F. Gericke) 应用营养液栽培番茄成
功，设计了一个"水培植物装置" (图1. 8) ，并取得专利，将该方在去命名
为"水培毡"，成为第一个将无土栽培用于商业化生产的人。此后无土栽

培便进入了生产应用阶段。 1935年在格里克的指导下建造了 8000m2 的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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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土栽培生产设施，此后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在太平洋

中部的威克岛建立了蔬菜无土栽培生产基地。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军在无土壤的岛屿上建立了

大规模的无土栽培基地，生产蔬菜以供军需。此外，许

多大石油公司在石油基地也发展蔬菜无土栽培，解决

员工的吃菜需求。这些都对无土栽培技术在世界范围

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 80年代后，世界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对
无土栽培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计算机和自动

控制技术的应用，使得环境条件的调控实现了自动

化;设施园艺的发展，使无土栽培的保护设施不断提

高与完善;小型机械的研发与使用，使得生产过程逐

步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大型的无土栽培工广已在

世界各地建立，无土栽培已成为植物工厂的核心技术。

图 1.8 格里克的"水培植物装置"

占世--

.，'卫兵队'在专杀点:主句:;;刘
_____u 上 ll.-ìλ-----主归------

图 1.9 水培生菜工厂

-回国H昌圈噩噩电

植物工厂
工厂化高效农业是国内外新兴的一项产业技术，它是指在人工控制或创造的

环境(设备场所)条件下，不依赖太阳和土壤，而利用水体(藻类等) ，使动物

(主要是养殖业)、粮食作物、蔬菜、花卉、苗木、牧草、药草等不受大自然因素

的制约，进行有计划的、程序化的、如同工业品一样的连续生产。在一些发达国

家，把上述这种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高度自动化地培育植物生长的设施叫做

"植物工厂
l旧95盯7年世界第一家植物工厂诞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郊区的斯滕森农场 J

并最先实际投产运行，它生产的是一种生吃的叶菜，从播种到收获平均只需 6d。

美国通用面粉公司于 1980 年在芝加哥郊外的迪卡布建立了一座植物工厂，实行

企业化生产，平房式的厂房面积为 4600 时，分隔为上下两层，每层各设 2条包

括从育苗到包装全过程的生产线。这个工厂仅有 39 名工作人员，生产的品种为

菠菜和西蓝花，每年上市量为 30 万箱。1981 年英国达雷卡德设施农业工程公司

发明了一种工厂化栽培果树的新方法。此法不是把果树栽在土壤中，而是把枝条

插在像树枝形的胶管上，以营养液输送养分，开花、结果、成熟后，只需在胶管

中输入脱落素，果实则自行脱落。每根果树枝可用 2~3 茬 1年能收 3~5 次。

广

「飞

「飞

f飞

广

('

广

广

广

广

广

广



第二节无主栽培的类型

第二节无士栽培的类型

这里是几幅无土栽培的图片:

(a) 生长在玻璃瓶里的花卉; (b) 生

长在管子里的生菜; (c) 漂浮在水

面上的生菜; (d) 生长在墙壁上的

花卉和蔬菜。

讨论:

1. 这些无土栽培在形式上有什

么差异?

2. 无土栽培为什么要采用不同

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可以互换

吗?

(d) 花卉墙

(学习导航)

1. 无士栽培有几种类型?各有什么特点?

2. 水培主要有哪儿和 l'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3. 基质栽培主要有 19J~几种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现象与问题

(c) 浮饭栽培

一、水培

水培是指植物根系漫润生长在营养液中的一种无土栽培方法，在

上面我们看到的浮板栽培形式就是水培的一种。根据营养液液层的深

度和设施结构的不同，水培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深液流技术和营养

液膜技术。

1.深液流技术 (Deep Flow Technique. DFT) 深液流技术需要

的营养液液层较深，一般达到 20-30Cill ，植物根系生长在深层营养液

内(图1.10) 。深液流技术是最早成功应用于商业化植物生产的无土
栽培技术， 1929年由美国加州农业实验站的格里克首先应用于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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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生产。由于营养液液层深，其浓度、 pH 值、温度等比较稳定，
缓冲能力强。

2. 营养液膜技术 (Nutrient Film Technique ，NFT) 在营养液膜栽

培方式中作物的根系生长在很挠的小型栽培槽里(图 1.11) ，植株大部
分根系裸露在潮湿空气中，大约 O.5cm 的浅层营养;夜不断地流过作物
根系表面，由于营养液层很段，像一层水膜，因而获得了营养液膜这一

名称。

图 1.10 深液流法种植生菜

泡沫塑料定植板

定植孔

波纹瓦

图 1.11 营养液膜法种植生菜

生菜

想一想，上述两种水培方式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你还见过其他类型的水培形式吗?

小资料~------------------------、
蔬菜花卉台

与大面积商业化水培生产不同，家庭用的水培装置侧重于小巧轻便，造型新颖美观，

日常管理方便。图 1 .12 是小巧灵活、移动方便的蔬菜花卉台。其支架分为两层，栽培床

安装在支架的上层，为 90cm x 90cm 的正方形，支架的下层放营养液盒。支架脚上的轮子

可使栽培装置移动。如摆放在室内，

需要人工补光装置，可将人工光源安

装在支架的顶部。

因其洁净、美观、简易的特点而

适直于家庭使用。在有限的空间种植

蔬菜、花卉等作物，不仅可以为家庭

提供新鲜的产品，而且可以美化环
境、赏心悦目。图 1.12 蔬菜花卉台

、-----------------------------------~
8



第二节无主栽培的类型 4

基质栽培与水培不同，作物的根系不是像水培作物一样生长在营养

液中，而是生长在人工配制的栽培基质中，植物从基质中吸收水分和养

分。基质是根据植物根系生长需要而配制的一些有机或无机固体材料，

它比土壤更有利于作物生长。

根据栽培形式的不同，基质栽培可分为四种类型:容器栽培、槽

培、袋培和立体柱式栽培。

1.容器栽培用花盆、塑料瓶、玻璃瓶等容器盛放基质栽培植物

的方住称为容器栽培(图 1.13) 。容器栽培小巧轻便、日常管理简单，
可以栽培多种作物。

图 1.14 容器栽培的观赏番茄

玻璃容器陶瓷容器 塑料容器

图 1.13 容器栽培

并不只是花卉和观叶植物可以在容器中栽培，我们经常食用的蔬菜

也可以栽培在容器中(图 1.14) ，如樱桃番茄、飞碟西葫芦、观赏辣椒

等。只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栽培措施，如把植株矮化等，就既可以美化自

己的小环境，又可以品尝到美味果实。

2. 槽培槽培是一种在一定的槽体内填入基质，供应营养液栽培
作物的方怯(图 1.15) 。槽的体积大，里面可以盛放较多的基质，有利

于满足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这种栽培方式主要在大面积生产中应

用。

苯乙烯槽培红掌 塑料槽培黄瓜

图 1.15 各种类型的槽培

砖槽培番茄

3. 袋培在尼龙袋或聚乙烯塑料袋内装入基质也可以进行瓜类和
茄果类蔬菜的栽培，这种方怯即为袋培(图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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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袋
图 1.16 袋培

黄瓜袋堵

实践活动

袋培用栽培袋的制作
材料与工具:直径 30 ~ 35cm 的塑料薄膜筒旬，岩棉(岩棉是矿石经高温熔融后喷制而

成的一种丝状材料)基质 50L ，电费斗一个。

制作:
( 1)筒式栽培袋:将塑料薄膜筒剪成 35cm 长，用安斗将筒膜一端封严，装入 10 ~ 20L

岩棉基质，直立放置，即成为一个筒式栽培袋。
(2) 枕式栽培袋.将塑料薄膜筒剪成 70cm 长，用安斗封严筒膜的一端，装入 20 - 30L

岩棉基质，再封严另一端，平放到栽培温室中。在袋上开两个直径为 10cm 的定植孔，两孔

中心距离为 40cm。即成为枕式栽培袋。

:.~::

4. 立体柱式栽培你见过长在"柱子"上的蔬菜吗?如果说，在

一根一人多高、电线杆粗细的"柱子"上能长出六七层几十棵生菜、

芹菜，你会相信吗?图 1.1口7便是这种神奇的"柱子
这种"柱子"里布满了输送营养;掖夜的管子，蔬

菜的营养问题全由它来解决。这就是立体柱式栽

培:将固体基质装入长条形袋状或柱状容器中，

Vf~ 容器囚周有螺旋状开孔，用来种植小型作物。
-- .........立体柱式栽培技术借助于栽培体使植物向空

间发展，从而可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种植量和

收获量，充分发挥有限空间的生产潜力，大大提

、四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图 1.17 立体柱式栽培



三、雾培

雾培又称气培，在这种栽培方式中，作物的根系既没有生长在营

养被中，也没有像基质栽培那样生长在基质中，而是生长在相对湿度

达到 100%的"湿空气"中，作物的根系悬挂在封闭、不透光的容器

(槽、箱或床)内，营养液经特殊设备形成雾状，间歇性地喷到作物

根系上，提供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图 1.19 立柱式雾培

立柱式雾培
作物种植在垂直

的柱式容器四周，才民

系生长在容器内部，

每根立柱的顶部均有

啧嘴，可将雾状营养

液和空气喷到根系 t

上，多余的营养液经

柱底部的排液管回

收，循环使用。立柱式

雾培的特点是充分利

用空间，节省占地面

积。这种栽培方式最

初由意大利图比萨大

学的研究人员开发。

立柱式雾培的主要设

施包括立柱、喷雾装

直、营养液循环系统

和自动控制系统。立

柱的柱休一般用白色

不透明硬质塑朴制

成，高 1.8-2.0m ，直

径 25-35cm ，柱问距

80-100cm ，柱的四周

有许多定植孔定植作

物。

比较图 1. J 8和图 J .10 ，深液流与雾培这两种栽培形式根系的生长环境有什么不
同?雾培与深液流相比有哪些优点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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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字型雾堵栽培床 A 字型雾培剖面图(池田， 1990)

图 1.20 A 字型雾培

::•.JQ
喷雾装置

A 字型雾培
这一栽培方式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开发。 A字型雾培

的主要设施包括栽培床、喷雾装置、营养液循环系统和自动控

制系统。 A字型的栽培框架是该类型雾培的典型特征，作物生
长在侧面板上，根系侧垂于 A 字型容器的内部，间歇性地沐浴

在雾状营养液中。如果框架侧边 i1334 ⋯4

与底边的夹角为 600 则栽培作物节 i时，⋯"⋯�

的面积是占地面积的 2 倍。因此，
A 字型雾培可以节约温室面积，提

高土地利用率。这种栽培方式适

用于空间狭小的场合，如宇宙飞

船、屋顶花园、家庭阳台等。

、----------~------------------------~
参观附近的花卉市场和蔬菜、花卉种植基地，观察有哪些是无土栽培，种植

的是什么作物，然后将你所看到的无土栽培进行分类，比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利用无土栽培制作三维艺景系统
三维艺景系统是科学、园艺、艺术和个人爱好的完美结合。在世界同名的迪斯

尼乐园，这种新颖的高科技园艺技术在专门的新科技区就有着完美的体现。坐在公

园的游览车上，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花草和其他植物生长在三维
艺景系统之中。--飞世---- ---

三维艺景园艺系统适合室二-

内和户外。我们可以把它放置在雪=
任何地方一一室内、屋外，阳台 azgu
上、办公室或客厅中，让春天的

气息一年四季常驻身边。三维艺

景系统可栽培的植物品种丰富，

有观赏型和食用型的瓜果、蔬
菜、草药、花卉等，搭配形式丰 (a) 蔬菜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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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

产

「气

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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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适合家居、会议室、宾馆厅堂房间的绿化和艺术布置。在典型的五层系统上，

可以培育 20种不同的植物。三维艺景系统所提供的水培营养液包含了植物健康成长
所需的 13 种必需元素，通过珍珠岩和其他基质渗透让植物吸收。珠海市农科所的珍

奇瓜果园，以无土栽培方法生产各类新、奇、特的瓜果品种，配以各种独其特色的艺

术造型，布局新颖奇特，令游人流连忘返。

(b) 果菜花争奇斗艳
图 1.21 三维艺景系统

(c) 各色南瓜

广

「飞

「飞

「飞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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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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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无土栽培指不用天然土壤，而用营养液或者营养液加固体基质栽培

作物的方战。无土栽培可利用人工为植物创造优良的根系环境条件，最

大限度地满足根系对水、肥、气、温度等条件的要求，充分发挥作物生

产的潜力，它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对天然土壤的依赖，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农业生产的空间。

采用无土栽培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栽培环境清洁，可生产优质高档农产品:无土

栽培省水、省肥、省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两千多年前人类就采用过无土栽培，但现代无土栽培技术是建立在德国科学家李比希

的植物矿物质营养学说基础之上的。 1929年美国科学家格里克首次将水培怯用于商业生产，
目前无土栽培已成为大型植物工厂的核心技术。

无土栽培的主要类型有水培、基质栽培和雾堵。水培根据营养液液层的深度、设施结

构的不同可分为深液流技术和营养液膜技术两大类型;基质栽培根据栽培形式的不同可分

为容器栽培、槽培、袋培和立体柱式栽培，立体柱式栽培可使植物向空间发展，从而大幅

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种植量和收获量，充分发挥有限空间的生产潜力;雾培(又称气培)不

同于水土音，作物的根系悬挂生长在封闭、不透光的容器内，营养液经特殊设备形成雾状，间

歇性地喷到作物根系上，以提供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13



第二且 营养液与基质

基质和营养液是无土栽培的基础和核心。在无土栽培中，固体

基质的使用非常普遍，从固体基质栽培，到水培中的育苗阶段和定

植时利用少量基质来固定和支持作物，都需要应用不同的固体基质。

营养液是将含有各种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化合物溶解于水中配制而

成的溶液，无论是固体基质栽培还是非固体基质栽培，都主要依靠

营养液来为作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养分和水分。无土栽培生产的

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养液配方和浓度是否合适、营养

液管理是否能满足植物各个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



第一节营养液

第一节营养液

(学习导航)

1. 作物生长需要 l哪些营养?

2. 如何表示营养液的浓度?
3. 如何配 ilitl无士栽 t古营养液?

现象与问题

这里是一幅用营养液栽培的虹掌，瓶子里面是由一些化

学元素按照一定的浓度自己制而成的营养液。

讨论:

1. 作物正常生长需要哪些元素?

2. 对于红掌这种观赏植物来说，影响其营养液质量的
因素可能有哪些?

在图 2.1 中玻璃容器里面盛放的可不是普通的水，而是含有各种植
物必需营养元素的化合物所配制成的溶 i-Øi - 营养液。无土栽培主要依
靠营养液来为作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养分和水分。

一、作物生长需要的营养元素

作物生长过程中不仅要从空气中获得氧气，从土壤中获得水分，更要

通过根系吸收土壤中的养分，这些养分就是植物的营养。在无土栽培中，

由于没有土壤，要求人工配制营养液，保证作物生长的需要。

作物对不同元素的需求量是不同的，对氮、磷、押、钙、镇、硫等

元素的需求量较大，这类元素称为大量元素;而对铁、锚、铮、铜、棚、

生目等元素需求量比较小，这类元素称为微量元素。这些元素都以化合物图 2.1 营养液栽培花卉

的形式存在于一些化学物质当中。

下而是无土栽培配制营养液时经常用到的原料，配制营养液时可以

从下面列举的化合物中选择。

1.大量元素的化合物作物对大量元素需求量大，般占到营养

液浓度的 90% 以上，这些元素的化合物主要有四水硝酸钙、硝酸按、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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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按、尿素、磷酸二氢饵、磷酸氢二钥 1、磷酸二氢铀、硫酸钥 1、硫酸钙、硫酸镜等(表 2. 1)。
表 2.1 植物营养液中常用大量元素化合物的性质与纯度

名称 分子式 色泽和形状 溶解度① 生理酸碱性 纯度要求/%②

四水硝酸钙 Ca(N03\ .4Hp 白色，小品 129.3 耐性 90
硝酸钊I KN03 臼色，小品 31.6 弱耐性 98
硝酸钱 NH~N03 臼色，小品 192.0 弱碱性 98.5
硫酸按 (NH~)2S0~ 白色，小品 75.4 强酸性 98
尿素 CO(NH2)2 白色，小品 37.2 酸性 98.5
磷酸二氢饵 KH2PO~ 臼色，小品 22.6 中性 96
磷酸氢二节 l' K2HPO~ 白色，小品 167.0 中性 98
磷酸二氢铀 NaH2PO~ .2H20 臼色，小品 85.2 中 't!t: 98
硫酸饵 I<ßO~ 白色，小品 11.1 强酸性 95
硫酸钙 CaSO~ .2H20 白色，粉末 0.204 酸性 98
硫酸续 MgSO~. 7Hp 白色，小品 35.5 酸性 98

注:①在 20.C时 100g水中最多 i在解的克数(以无水化合物计)。
②指每 100g固体物质中含有本物质的克数， lln质量分数。

(a) 大量元素(工业川) (b)大量元素(化学纯)

2. 微量元素的化合物作物对微量元素的

需求虽然很小，但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一般占

到营养液浓度的 10%以下，这些元素的化合物主
要有硫酸亚铁、乙二胶囚乙酸一样 l铁、乙二胶囚
乙酸二铀铁、棚酸、硫酸镜、硫酸样、硫酸铜、

铝酸按等(表 2.2) 。

图2.2 配制营养;在的某些大量元素

表 2.2 植物营养液中常用微量元素化合物的性质与纯度

名称 分子式 色泽和形状 溶解度① 酸碱性 纯度要求/%

硫酸亚铁 FcSO~ .7I-IP 浅背，小品 26.5 水解酸性 工业 JrI 98
乙=n安四乙酸一铀铁 NaFcCIOHI~OsN2 .2H20 白色，小品 易i俗 傲自在 化学纯 99
乙二!胶四乙酸一铀铁 Na2FeClI)H1PSN2 黄色，小品 易 j容 fl改日在 化学纯 99
础酸 H3B03 白色，小晶 5.0 微酸 化学纯 99
硫酸钮 MnSO~. 4Hp 粉红，小品 62.9 水解酸性 {七年:纯99
硫酸辛辛 ZnS04 .7H20 白色，小晶 54.4 水 fij~酸性 化学纯 99
硫酸铜 CuSO~ .5日p 蓝色，小品 20.7 水解酸性 化学纯 99
相酸钱 (NH4)óMoP24 .4Hp 浅黄色，品块 易洽' 仿生自主 f七年=纯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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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元素在植物体内的作用

氮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元素，直接参与每个植物细胞的生命活动，氮更是植物叶绿素的

重要组分，其充足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植物光合作用的强弱，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到植物的生

长;磷是植物细胞核的重要组分，对细胞分裂和植物各器官的分化发育，特别是对开花结实

有着重要的作用; 4甲能促进光合作用、促进豆科作物根瘤的固氮作用，提高作物的抗性;钙
是构成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能抑制真菌的破坏，提高作物抗病性;键是叶绿素的主要组分之

一，还是许多酶的活化剂，有利于促进植物的代谢作用和呼吸作用，促进植物合成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从而有利于提高果品和蔬菜的品质;铁是绿色植物中叶绿素的组分，明 1有增强
作物输导组织的作用，促进碳水化合物的运输转化，棚能促进植物生殖器官的发育，促进早

熟，有利于蛋白质的合成和固氮菌固氮;辞是作物体内许多酶的组分，能促进作物体内生长

素和蛋白质的合成，并能提高作物籽粒质量，改良其品质。

-------------------------_._---甲，-----~
二、营养液浓度的表示方法

在一定质量或一定体积的溶液中，用所含溶质的量来表示溶液的浓

度的方怯即为直接表示法。例如 10L营养液中含有 50g的硝酸饵，那么
这种营养液中硝酸押的质量浓度可表示为 5g/L。在配制营养液的过程
中，常用这一种方法来表示其浓度。营养液浓度的表示方法主要有以下

几种:

1.化合物 B的质量浓度 ρB 通常用每升溶液中所含化合物 B 的
质量数来表示，单位为 g/L或 mg/L 。这种表示法通常称为工作浓度或
操作浓度，具体配制时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的。

2. 元素 B 的质量浓度 ρB 通常用每升溶液中所含营养元素 B 的
质量数来表示，单位为 mg/L 。如某种营养液中氮含量为每升 21Omg，
该营养液氮的质量浓度 ρ(N) = 210mg/L。用元素质量表示浓度是科
研比较上的需要，不能用来直接进行操作。

3. 物质 B的浓度或物质 B的物质的量浓度乌这里用每升熔液中
所含某物质(化合物、元素或者离子)的摩尔数来表示，单位为 mo1/
L或 mmo1/L。使用物质的量浓度有助于了解溶液的确切化学组成，但
不能直接进行操作，需进行换算后才能称取配制。

三、如何配制营养液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下面就以番茄树的营养液配制(参见上小节的

"实践活动")为例来讲述。

1.选择合适的养料根据番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请选择配制营

养液时所用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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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浓度表示方法的换算
栽培番茄树所用的营养液配方，其浓度我们用每升溶液中元素的质量数来表示，单

位为 mg/L ，其中大量元素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ρ(N) =196 ， ρ(P) =33 ，ρ(K)=371 ，

p (Ca) =250 ， ρ(Mg) = 29 ， ρ(S) =108 。微量元素的质量浓度为 :ρ(Fe) =0.84 ，

ρ(B) =0.27 ， ρ(Mn) = 0.55 ， ρ(Zn) = 0.33 ， ρ(Cu) = 0.05 ， ρ(Mo) = 0.05 。

现在请同学们选择含有这些元素的化合物，并计算其相应的化合物的质量浓度、化

合物的浓度与元素的摩尔浓度。

表 2.3 三种浓度表示方法的换算

兀素的质量浓度/
所选化合物

化合物的质量浓度/ 化合物的浓度/ 兀素的摩尔浓度/

(mg.Vl) (mg' L-l) (mmol' L-l) (mmol' VI)

p (N) =196

p (P) =33

p (K) =371

p (Ca) =250

ρ(Mg) = 29

p (S) =108

大量元素:

咆!/1 旦�中1以豆兀~号:

原料选择好后，下一步让我们来计算各种化合物的用量。

2. 原料用量的计算在番茄树的营养液配方中 Cax 素的质量浓
度为 250mg/L ，我们配制体积为 1000L 的营养液，选择 Ca(N03)2 .

4H')0 (四水硝酸钙)作为 Ca 的肥源，请同学们计算-下，需要多少质

量的 Ca(N03h .4H20?

计算公式:

Ca(N03h .4 日20 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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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Ca(N03)2' 4H20 除了含有营养液中需要的 Ca元素外，哪些元素

也是营养液中应该有的?这对于我们下一步营养液的配制有什么影响?

Ca(N03h .4H20 还含有 N 元素，在满足营养液中 Ca元素需求的
同时，我们已经加入了一部分的 N元素，那么我们在下一步计算含有 N
元素化合物的用量时就应该减去这一部分。

假如我们计算得出 Ca(N03)2 .4H20的用量为 χg，ì青同学们计算一
下，在这 1000L 营养液中， N元素的含量是多少克?

计算公式:

假如计算得出 N 元素的含量为贤，那么我们在计算含有 N 元素化
合物的用量时，就应该以满足 (l96-.1J) mg/L 的量为准进行计算。

实践活动

生菜正常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的质量浓度 (mg/L)分别为 p(N) =112 ，p(P) =30 ，

p(K) =185 ， ρ(Ca) =80 ， p (Mg) =24 ， p (8) =64 ， ρ(Fe) =2.8 ， ρ(B) =0.5 ， p (Mn)

=0.5 ，p(Zn) =0.05 ，ρ(Cu) =0.02 ，请你选择。a(N03)2 . 4H20 、KN03、KH2P04 、K2804 、Mg804 •

7H20 为大量元素， Na2Fe-EDT A、Mn804 .4H20 、H3B03 Zn804 • 7H20 、Cu804 . 5H20 作为微量元素

的肥源，根据这个配方为生菜准备 1 L 的营养液，计算各种肥源的用量:

表 2.4 选择并计算营养液肥料的用量

冗素 元素的质量浓度/ (mg' V') 所选肥 I原 肥源的质量 /g

N

大 P
量 K
兀事'* Ca

Mg

Fe

微量 Mn

7素巳
B

Zn

Cu

3. 化合物的称量所需的各种化合物用量计算完毕后，下一步就

该量取相应的化合物了。称取各肥源，大量元素因其用量大，可选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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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托盘天平 (b) 电子天平

图 2.3 各种类型的天平

口互n古 .1-1回

请同学们上网查询，熟悉其他类型的电子天平及使用方法。

盘天平[图 2.3(a)] 或台秤进行量取:微量元素用量极少，为满足其

精确度，需用精度较高的分析天平或电子天平[图 2.3(b)] 称量。

4. 营养液的配制我们先在营养液池中注入一定体积的水，然
后将称量好的全部化合物逐一溶解于水中，最后加水到规定的体积，

这样我们就为番茄树准备好了一顿丰盛"大蟹"。

配制完一次营养液后，你有什么感受呢?在大面积栽培时，营养

液消耗很快，我们如何才能减少工作量呢?

5. 浓缩储备液(母液)的配制为了减少工作量、方便使用，
规模生产时应先配制成高浓度的营养液，使用时再进行稀释，这就是

现在再为番茄树配制 1L 元素成分不变、但浓度是原来 50 倍的营养液，观察一下营养

液会发生什么情况。你是否发现营养液中有絮状的沉淀物?产生的沉淀物是什么化合物

呢?配制营养液时所选用的化合物，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时都会产生哪些沉淀。为什么配制

浓度低的营养液不会产生沉淀，而浓度增大时产生沉淀了呢?如何才能避免浓缩储备液产

生沉淀呢?



浓缩储备液(母液)。

为了避免母液储存时的沉淀，母液配制时要根据化

合物的特性进行分类，把相互之间不会产生沉淀的化合

物在一起熔解，然后用不透光的容器存放(图 2.4) 。

母液浓度提高的倍数，根据营养液配方规定的用量和

各种盐类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来确定，以不致过饱

和而析出为准。一般来说，大量元素可浓缩为 200倍，
微量元素因其用量小，可浓缩为 1000 倍。

6. 工作营养液(栽培营养液)的配制规模栽

培时直接供给作物生长用的营养液称为工作营养液。

工作营养液一般用浓缩储备液来配制，根据所需的浓

度对母液进行稀释，在加入各种母液的过程中，要稀

释均匀，避免局部出现沉淀。在规模化生产中一般由电

脑控制调节，稀释、 1昆合形成工作营养液(图 2.5) 。

第一节营养液

图2.4 浓缩液盛放桶

图2.5 工作液配制系统

小资料 ------------------------
常用营养液配方

至今为止已发表了 200 种以上营养液配方，其中霍格兰氏等研究的营养液配方最为有

名，以该配方为基础，稍加调整演变形成了许多营养液配方，正被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另

外，日本学者研制的山崎配方、园试均衡营养液配方也被广泛采用。在无土栽培实践中，有

许多实用、可行的配方可供选用。

1 . Hoagland番茄配方 (mg/L) ，四水硝酸钙708 、硝酸押 10 门、磷酸二氢镀 230 、七水硫酸

铁 493 、乙二胶四乙酸一纳铁 20、四水硫酸锺 2.13 、七水硫酸钵 0.22 、五水硫酸铜 0.08 、

四水铝酸接 0.02 。

2. 日本山崎黄瓜配方 (mg/L) :四水硝酸钙 826 、硝酸卸 607 、磷酸二氢镀 115、七7)(硫酸

镇 483 ，微量元素同 Hoagland番茄配方。
3. 日本山崎草莓配方 (mg/L) ，四水硝酸钙236 、硝酸押 303 、磷酸二氢接 57、七水硫酸镇

123 ，微量元素同 Hoagland番茄配方。
4. 香石竹配方 (mg/L) :四水硝酸钙 950 、硝酸押 500 、磷酸二氢饵 170、硝酸镀 20、七水

硫酸镇 250 ，微量元素同 Hoagland番茄配方。

-----------------------------------~



请查阅《营养液栽培全编)) ((无土栽培原理与技术》等收集营养液

配方，填入表 2 5 中。

表 2.5 营养液配方的搜集

营养物质用量 化合物的质量浓度/ (rng.VI) 兀素的浓度/ (rnrnol . VI)
'

磷 磷 七
士IE!L、 N

四 磷
类总计营养液 7EK肖 酸押硝

硝 酸 酸氢 酸 硫 硫 水 水 氯 2 12酸 国主
酸仰

硫 硫 化 ::r:: 10 P K Ca Mg S
配方名称及 酸 钱 氢 氢 钱 酸 酸 铀 。可

•• IW
+ I

钙 押 怦 钱 钱 钙 \「 I I 1
适用对象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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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导航)

1. 无土栽培基质有哪些类型?
2. 衡量基质理化性质的指标主要有哪些?对基质理化特性的一般要求是什么?
3. 在单一基质不能满足栽培需要时，如何进行基质的配制?

现象与问题

在植物栽培中，也有既不用土

壤也不用营养液的情况，由图可

见，从生菜幼小秧苗的培育，到刚

刚定植到栽培槽里的黄瓜，再到快

要收获的甜瓜，我们并没有看到土

壤与营养液的踪迹，其中用于植物

栽培的物质，你能叫出它们的名

称，说出它们的作用吗?

岩棉育苗

'"'1 一←--国~-= 一

-一一二一 !!!EIiiii:ii 寸- -回

国 λrIIInnlll@!lI!iil.1!!I斗'

暨辛辛直
珍珠岩种植黄瓜 革炭栽培甜瓜

在无土栽培中为植株提供支撑作用的物质称为基质。基质能为作

物生长提供稳定协调的水、气、肥根际环境的条件，具有支持锚定植

物、保持水分和透气的作用。

1.无机基质天然矿物或其经高温等处理后的产物，称为无机

基质。生产中常用的无机基质主要有岩棉、珍珠岩、炉渣、陶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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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珍珠岩

岩棉与珍珠岩

的来源
岩棉是由 60% 辉绿

品、 20% 后友后和 20%

芳、炭混合，在 1 500-

20000G 高温下熔化，喷

成立径为 5/.lm 的细丝，

压成密度为 80 - 100k.g/

时的板块状，在冷却至

2000G 左右时，加入盼

醒树脂以减少表面张力

而制成的;珍珠岩是把

一种灰色火山岩加热至

1 OOooG ，因岩A颗粒膨

胀而形成的。

(b)岩棉 (c) 陶粒

国 2.6 部分无机基质

(d) 苔辞

(a) 锯末 (b)革炭
图 2.9 有机基质

2. 有机基质主要由一些含碳、氢的有机
生物残体及其衍生物构成的栽培基质称为有机基

质。主要有草炭、锯末(图 2.9) 、树皮、作物秸
轩等。有机基质除了具有无机基质的作用外，还

具有养分供应、病虫防除和缓冲作用，可以使根

际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除了上面列举的一些有机基质，你还见过哪

些有机基质用于无土栽培生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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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

了解不同基质的物理特性
材料:准备三种常见的风干基质，如珍珠岩、锯末、草炭等。

用具:天平、烧杯 (500ml) 、小塑料瓶 (50ml) 若干个、纱布、滤纸、橡皮筋等。

步骤.

( 1)分别称量小塑料瓶的质量，记为 WJ 。
(2) 取基质分别装满小塑料瓶，注意使基质呈自然状态放置，不要压迫基质，然后

称质量，记为吨。

(3) 用细纱布将容器的口封闭，让其浸泡在盛满水的烧杯中充分吸收水分，当基质
全部充满水后取出，去掉纱布，用滤纸擦干瓶外的水分，然后称质量，记为叫。

(4) 再用纱布封闭瓶口，将容器倒置，等到水珠不再滴落时去掉纱布，用滤纸擦干
瓶外的水分，然后称质量，记为叭。

想一想

1. 同样是 50ml 的体积，不同基质的质量相同吗?

2. 同体积的基质吸收水分的能力一样吗?基质吸收的水分存放在哪里?

3. 小塑料瓶倒置后，水为何会从瓶中流出来呢?各瓶中流出的水量相等吗?

上面的小实验说明了基质物理特性的差异，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

下基质的物理、化学特性。

1.基质的物理特性

(1) 堆密度。堆密度指单位体积内干燥基质的质量，单位为 g/L 或
g/cm3。相同体积的容器装满不同基质后质量的差异反映了堆密度的不

同。
现在请你根据上面的实验计算出所测定基质的堆密度，填人表 2.6

中。(假设容器的形状并不规则，它的体积怎么计算?你能否想出一种最

简单的方战求得容器的体积? )
表 2.6 基质堆密度的计算

容器的质量 /g 装满基质后 基质的质量 /g 容积 /cm3 堆密度 /(g 'cm-3) I
容器的质量 /g

基质 l

基质 2

基质 3

(2) 总孔隙度。基质所吸收的水分主要储存在基质之间的孔隙中，基
质吸收水分的能力反映了基质总孔隙度的大小。总孔隙度是指基质中所

有孔隙的体积总和与基质体积的百分比。

现在请你根据上面的实验计算出所测定基质的总孔隙度，填人表 2.7
中。



第二章营养液与基质

表 2.7 基质总孔隙度的计算

装满基质后容器|吸水后容器的质|容积 /cm3 I 总孔隙度/%
的质量 /g I 量 /g I

基质 l

基质 2

基质 3

小资料)--------------、
常见基质的物理特性
表 2.9 一些常见基质的物理特性

基质名称 (堆密~~)I 总孔隙度/%|通气孔隙/% I 持水孔隙/%g. cm

沙子 1.49 30.5 29.5 1.0

煤 j查 0.70 54.7 21.7 33.0

怪石 0.13 95.0 30.0 65.0

岩棉 0.11 96.0 2.0 94.0

炭化稻壳 0.15 82.5 57.5 25.0
展渣(堆 0.12 90.8 44.5 46.3i区6个月 )1

基质 l

基质 2

基质 3

(3) 通气孔隙和持水孔隙。基质的总孔隙由通气孔|础和持水孔隙组
成。通气孔阳的直径-般在 O.lmm 以上，灌溉后的 j到夜会随着重力而从

其中流出，因此这部分的作用是储气:持水孔|出直径在 o . 001 - O. 1mr口，

水分在这些孔隙中会由于毛细管作用而被吸持，这种孔隙的主要作用是

怕水。
现在就请你根据上面的实验计算所测定基质的通气孔隙和持水孔

隙，填入表 2.8 中。
表 2.8 基质通气孔隙和持水孔隙的计算

重力水 /g I 吸附水 /g I 容积 /cm3 I 通气孔隙/% I 持水孔隙/%

V

草炭的形成

与特点，
草炭是古代低湿地

带生长的植物残体.由

半分解的水生、沼泽湿

地生、薛沼生或沼泽生

的植被所组成，包括未

分解的植物残体、植物

残体分解形成的腐殖质

和矿物质。草炭持水性

好，具有良好的通气性，

使用中分解缓慢。草炭

在世界各国都有分布，

我国北方地区较多，且

质量较好，南方仅在一

些山谷的低洼地表土下

有零星分布。我国草炭

蕴藏量小，属不可再生

资源，限量开采。

、------------------------~2. 基质的化学特性
(J) pH 值。pH 值表示基质的酸碱度。无土栽培基质的 pH 值应

保持相对稳定，最好为中性或 f*í酸 .t尘。pH值过高或过低音 r)会影响营养
液的平衡与稳定。

(2) 电导率 (electricalconductivity ，EC) 。表示营养液的导电
能力强弱，在一定放度范围内，营养液的含盐量与电导率呈密切的正

相关，用以表示各种离子的总量，电导率(或称 EC 值)的单位一般
为 mS/cm 。



良好的无土栽培基质的理化特性要达到一定的要求:堆密度在 0.1-
0.8g/cm3 ，密度范围为0.4-0.8 g/cm3 ，总孔隙度范围为 54%-96% ，pH
值在 6.5 左右，电导率在 2.5mS/cm 以下，且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

通过上面对一些基质物理特性的测定，考虑一下，在无土栽培中，珍珠岩、锯末、

草炭这三种基质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当单一基质的理化特性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该如何
进行弥补呢?

每种基质都有自身的特点，其透气性、保水性等各不相同，单一基质

在栽培作物时，总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密度过小或过大、通气不良

或保水性差等，故常将两种或三种以上基质进行科学的棍配，形成复合基

质，以满足生产的需求。小批量混合可用手工操作，大量基质 j昆合时可采用
基质自拌机(图 2.10) 。

图 2.10 基质混拌机

实践活动

基质配方的设计与测定
在上面的实验中你已经测定了珍珠岩和草炭这两种基质的物理特性，根据所测定的数

据，试设计两种基质的不同配比，将这两种基质充分混合后，取一部分复合基质测定其物
理特性，填写表 2.10 。

表 2.10 基质配方实验及测定

配方
‘
基质 l 基质 2 体职比 堆密度/ (g . cm-3) 总孔陈:度/% 通气孔隙/%

珍珠岩 草炭

2 珍珠岩 革炭

3 珍珠岩 草炭

4 珍珠岩 草炭

根据你所测定的数据，对照无土栽培对适直栽培基质物理特性的要求，你是否设计出
了这两种基质适直的配方?

适直的基质配方:



~------------------------、常用基质配方
表 2.11 常用基质配方

配方 基质 l 基质 2 基质 3 体积比

草炭 怪石 1: 1

2 草炭 怪石 珍珠岩 4: 3 : 3

3 草炭 珍珠岩 砂 1: 1: 1

4 椰子壳 砂 1: 1

5 刨花 炉渣灰 1: 1

6 葵花轩 炉 j查灰 锯末 5:2:3

7 花生壳 眶石 炉渣灰 4: 3 : 3

8 草炭 树皮 刨花 2 : 1 : 1

9 革炭 炉 j查灰 2:3

10 玉米芯 炉渣灰 怪石 5 : 3 : 2

、-----------------------------------，

1.人造基质一一水晶泥的制作
( 1)把 20g 的海藻酸纳放入一个容器中，并冲入水温在 60'C 左右的水(每 10g 海藻酸

纳应力口水 1 kg) ，当力口水冲泡后充分搅拌均匀，然后静置浸泡 24h 海藻酸纳化解成糊状

备用。

(2 )在另一个干净的容器中加入 150g 适量的清水，然后按 5 : 1 的浓度倒入氧化钙，

并充分搅拌均匀使之溶化于水中，然后根据颜料色彩的需求配入一定比例的色素剂。

(3 )准备一个小塑料桶，在桶底钻上几排直径约 8 mm 的小孔。然后将已化解成糊状
的海藻酸纳全部倒入小桶内，让海藻酸纳胶液顺着桶底的一排排小孔，滴入已配置好的氯

化钙溶液中，经过几小时后，海藻酸纳珠便会自行固化干结，形成晶莹剔透的水晶球。

2. 利用农作物壳、轩、芯等配制复合基质
选择稻壳、花生壳、向日葵杆、玉米芯等为原材料，把这些材料分别进行粉碎，然后

分别过 3mm和 lOmm 筛，去掉其线度小于 3mm 的颗粒和大于 lOmm 的颗粒，然后分别测定这

些原材料的物理特性。根据测定结果，判断这些材料是否适直用做无土栽培的基质，如果

不满足要求，选择其他的基质按不同的体积比进行混合，直到无土栽培基质所要求的物理

特性符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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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基质的性能及利用
1.砂砂在河流、海、湖的岸边以及沙漠等地均有分布，来源广泛，

价格便宜，栽培应用效果较好。但由于密度大，给搬运、消毒和更换等管理

带来不便。砂由于来源不同，其组成成分差别很大。一般含二氧化硅在 50%

以上，不具有阳离子交换量，堆密度为 J .5-1.8g/c 时，粒径以 o 5 -3mm 的

砂为直。用于无土栽培的砂应不含有毒物质，海砂通常会有较多的氯化纳，

在使用前要用清水冲洗。石灰岩质砂因含有较多的石灰质，会影响营养液的

酸碱性，会使一些养分失效，应特别注意。砂是砂培的基质，中东地区、美

国的亚利桑那州、我国新疆等地都采用大面积的砂培技术。

2. 石砾石砾来源于河边石子或石矿场岩石碎屑。来源不同，化学

组成差异很大，做基质以非石灰性的花岗岩等发育形成的石砾为好，粒径应

在 1.6-20mm 之间，且应有一半石砾直径为 13mm左右。应选用坚硬、不易

破碎、棱角钝的石砾使用。由于石砾的堆密度大 (1 .5- 1 . 8g/cm3) ，和砂一

样有许多不便之处。目前主要用做深液流水培定植杯中的填充物。

3. 岩棉岩棉的外观是白色或浅绿色的丝状体，疏松多孔，作物根
系很容易穿插进去，孔隙度高达 96% ，吸7k力很强，具有良好的透气和持水
性能。新制岩棉 pH值在 7.0 以上，灌水时要加入少量酸来降低 pH值。岩棉

在中性或微酸微碱条件下稳定，它不像石棉那样对人体健康有害。岩棉在无

土栽培中主要用于育苗和循环营养液栽培的植株固定、袋培等。

4. 珍珠岩珍珠岩是一种封问的轻质团聚体，堆密度小，为 0.03 -

0.16g/c 时，通气孔隙约 53% ，持水容积约 40% 。珍珠岩没有吸收性能， pH

值为 7.0-7.5 。珍珠岩中的养分多数植物不能吸收利用。珍珠岩是一种易破

碎的基质，使用时粉尘污染较大，以水喷湿较好。珍珠岩通常用于种植槽或

复合基质中，但使用中浇水较多时易浮于水面。

5. 蛙石蛙石为云母类硅质矿物 J OOooC 下颗粒片层爆裂，形成小
的、多孔的海绵状核。堆密度仅为 0.09-0. J6g/c 时，孔隙度高达 95% 。蛙

石一般为中性至微碱性，若为碱性，应加酸中和后使用。含有丰富的押、钙、

镜等营养元素，并可为作物吸收利用。蛙石的吸水能力很强，每立方米可吸

水 100 - 650kg 。用于育苗的蛙石粒径 0.75 - 1 . Omm，用于无土栽培的蛙石粒

径应在 3mm以上。蛙石易破碎，使结构受到破坏，通气性降低。蛙石一般使
用 1-2 次便需更换。

6. 草炭草炭来自草炭聋、灰聋、苔草和其他水生植物的分解残留
体，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最好的一种无土栽培基质，尤其在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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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盘育苗中应用效果较好。在使用时，大多配合蛙石、砂、珍珠岩等基质制成

复合基质，以增大堆密度，改善结构。草炭的阳离子交换量高，呈酸性 (pH <
4) ，可用白云石粉等中和酸性。

7. 芦苇末芦苇末基质是利用造纸厂废弃的芦苇末短纤维下脚料做原

料，加入一定量配方的辅料和发酵微生物堆制合成的一种环保型无土栽培有机

基质。芦苇末基质堆密度为 O. 2 ~ o. 4g/c 时，总孔隙度 80%~90% ，大小孔隙比

O. 5 ~ ] .0 ，EC值 1 . 5 ~ ] . 7mS/cm ，含有足够作物生育所需的微量元素和丰富的

大量元素。芦苇末基质可用于育苗，在槽培、袋培和立体栽培中广泛用做栽培

基质，直添加一定比例的蛙石、砂、炉渣、草炭等形成复合基质使用。

8. 椰子纤维椰子纤维为长纤维，松泡多孔，保水和通气性能良好。椰
子纤维基质堆密度约 O.08g/c 时，总孔隙度高达 94% ，偏酸 (pH 值为 4.5~

5.5) ， EC值 O.4~6.0mS/cr 口，碳/氮为门7、含有较多的木质素和纤维素，具

有丰富的有机质和营养元素。作物栽培应用效果不亚于草炭，也是公认的无土

栽培良好基质。椰绒基质等同样具有良好的栽培效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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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中，其中氮、磷、钢、钙、钱、硫的用

量很大，称为大量元素，而铁、钮、辑、铜、棚、生目的用量则相对小

得多，称为微量元素。这些元素都必须依靠化合物来提供。营养 j夜是

用含有各种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化合物所配成的 j容;夜，无土栽培主要依靠营养液来为作物

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养分和水分。
在配制营养 i夜时，首先应根据作物吸收营养的特性设计出营养液的配方，然后根据其

配方规定的浓度称取相应的肥料进行配制，在实际操作时为减少工作量，一般先配制成浓

缩液，使用时再稀释成工作营养液。浓缩惊为避免沉淀应该分开存放。

在无土栽培中，固体基质的使用非常普遍，从固体基质栽培，到营养液栽培中的育苗

阶段和定植时利用少量的基质来固定和支持作物，都需要应用不同的固体基质。基质有很

多种类，天然矿物或其经高温等处理后的产物，称为无机基质;由一些含碳、氢的有机生

物残体及其衍生物构成的栽培基质称为有机基质:另外还有人工合成的基质。

作为无土栽培适宜基质的堆密度为 0.4~O.8 g/cm3 ，总孔隙度为 54%-96% ，既要有

一定的保水性，又要通气性良好。当单一的基质不能满足栽培需求 H寸，需要将不同的基质
民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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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配制好了无土栽培所用的基质，也为番茄树储备

了大量的食物，你是否已经急不可待地想培育出自己的番茄树，品

尝到那鲜美的果实?你是否也想利用基质在花盆里栽培出美丽的花

卉，来装点一下自己的校园和家庭?

别着急，大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只有基质和营养液，

没有一个舒适的"家"，番茄树怎么能苗壮地生长呢?我们还是先

来了解一下无土栽培的各种设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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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水培设施

番茄树在生长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吸收水分和营养，这些都需要由

营养陆来提供，那么这些营养掖由什么来盛放 l呢?

我们在为番茄树建"房"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营养液的盛放问题，

这种结构被称为栽培槽。

1.固定式栽培槽图 3.1 所示的水泥 i也就是用来迸行生菜水培
的栽培槽，槽底是 5cm 厚的混凝土，陆 i恒用水泥砂浆和 íi专制成，并用
高标号 i耐酸抗腐蚀的水泥砂浆抹丽。这种种植槽管理方便，耐用性好，
但为永久性建筑，不能拆卸搬迁，槽体沉重，要求较坚实的地基，一

经建成就难以更改。

2. 简易栽培槽在用干观赏及家庭栽培时只需要简易的栽培槽，
它由不漏水的容器构成，可以选择瓶、盆、箱、桶等(图 3.2) 。容器
除了不能漏水之外，还不能透光，使营养拙和根系处干黑暗之中，以

|坊营养;夜中滋生绿藻。

栽培槽做好后，里面就可以盛放营养;夜，在土壤栽培中，根系可

图 3.2 简易栽培槽



以由土壤来固定，而植株在液体中就需要用定植板来固定。

6
定植板由聚苯乙烯硬泡沫板块制成，板厚

2-3cm ，板面上按株、行距要求开直径 5-6cm 5

的定植孔(图 3.3)。定植孔内嵌入定植杯，定
植杯由塑料制成，高 7.5-8.0cm，杯口的直径

~ \ 川o川川川川o川川川川u同川 o川门 u川门与定植孔相同，杯口外沿有一宽约 5mm 的唇，
以卡在定植孔上，不使其掉进槽内，杯的下半 n川川川o 0川川00门川o 0川00门U川
部及底上开有许多孔，子 L径约 3mm ，见图3.4。

飞~

图 3.3 定植孔 图 3.4 定植杯(单位: cm)

定植板与定植杯的制作
材料与工具:聚苯乙烯硬泡沫板、打孔器、塑料杯、直尺、圆规、石砾、剪刀、铅笔。

制作方法与步骤:

( 1)按照所要种植作物的种类确定适直的间距，如定植叶菜类，株、行距可以为 15cm x 15cm

然后用直尺和铅笔定出打孔的部位;

(2) 以定出的部位为圆心，以塑料杯的上部宽度的一半作为半径，用圆规在定植板上画圆;
(3) 用剪刀在塑料杯上竖直剪开一些小孔，然、后将石砾放在塑料杯内;
(4) 将放有石砾的塑料杯卡在打好的孔中。

想一想，除了用定植杯固定作物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定植饭

储i夜地

回流笛'

图 3.5 深液流设施的组成

-11 -- - -

~一⋯一服踢
营养液循环系统由供 j夜管道、回

流管道和水泵组成。所有管道均采用

硬质塑料管。供液管道是向种植槽内

提供营养液的管道，总供液管再分出

许多支管接上槽内供液管，槽内供液

管为一条贯通全槽的长塑料管，其上

每隔一定距离开有喷液小孔，使营养

液均匀分布到全槽。回流管道是种植

槽内的多余营养液返回到地下储 j夜地

内的管道，在种植槽的-端底部设一回流管，出水管口与槽底面持平，

管下段埋于地下，经总回流管流入储液池，见图 3.5 。



luliiÎl管

橡皮塞

\
种植槽底

硬塑料管

橡皮管

图 3.8 居室美化

图 3.6 回流液及液层控制装置

图 3.7 亲手操作

图 35 是深液流设施的营养液循环系统，同学们观察一下，

营养液是如何从储液池流进栽培池，又如何从栽培池回流到储

液池呢?你能画出营养液的流程图吗?图形中增氧支管的作用

是使从储液池中吸上来的营养液

的一部分重新回流到储液池中。

为何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它的作

用是什么?图 3.6 是深液流循环

系统控制营养液深度的装置，在

种植槽槽底设置一根回流管，为

防止营养液流失，回流管口由橡

皮塞堵着，在橡皮塞中插有一段

约 20cm长并可升降的硬质塑料管，
塑料管的上部套有橡皮管。你能

说出它的调控原理吗?

将自己设计的深液流装置栽培上蔬菜或花卉幼苗放置在教室的

阳台上，经过细心的照料，不久你就会欣赏到开放的漂亮花朵或品

尝到自己种植的没有污染的绿色蔬菜了。不需走出校门，就能接触

大自然、了解大自然了。

家庭用小型深液流装置的制作
材料与工具:塑料槽(泡沫槽、玻璃槽) ，规格 1m x O.5m x O.3m; 泡沫板，规格

O.9m x O.4m x O.03m; 岩棉，剪刀;小型充氧机;番茄苗，黄瓜苗。

制作方法与步骤

(1)将配制好的营养液倒入塑料槽中，深度为 25cm。

第三章无土栽培的设施

地下储液池
在大面积生产时，

需要建造一个地下储液

池，它可以增大营养液

的缓冲能力，为根系创

造一个较稳定的生存环

境，同时也便于营养液

的循环，便于调节营养

液的浓度、 pH 值、温度

等。池的容积，可按每个

植株适直的占液量来计

算，一般大株型作物(如

番茄、黄瓜等)每株需

15~20L 小株型作物

(如生菜等)每株需3L左
右。算出总液量后，按

1/2 存于种植槽中， 1/2
存于地下储液池中来计

算池的容积。建筑材料

应选用耐酸抗腐蚀的水

泥，池壁砌砖，池底为混

凝土结构，池面应有盖，

保持池内黑暗以防藻类

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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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剪刀在泡沫板上按照株、行距 15cm x 15cm 的距离在泡沫板上打直径为 3cm 的圆形

小孔，将泡沫板放入槽中，然后用岩棉裹住幼苗的根茎部将苗子栽到泡沫板上的小孔里。

(3)把充氧机的充气管放入栽培槽的底部。

�田园æ.-
供液主管

营养液膜水培设施的结构
营养液膜技术简称 NFT 0 NF丁的设施主要由种植槽、储液池、营养液循环系统

和一些辅助装置所组成(图 3.9) 。

贮液也育苗钵

(a) NFT 全系统示意图 (b) 种植槽示意图

图3.9 营养液膜水培设施(单位 :em)

1.种植槽大株型作物的种植槽是用 0.1 -0.2mm 厚的面白里黑的聚乙烯薄

膜临时围起来的薄膜三角形槽，槽长 10-25m ，槽底宽 25-30cm ，槽高 20cm [图

3.9 (b)] ，为了改善作物的吸水和通气状况，可在槽底铺一层无纺布，小株型作

物可采用多行并排的密植种植槽，以玻璃钢制成的波纹瓦或水泥制成的波纹瓦做

槽底，波纹瓦的谷深 2.5 - 5. Ocm，峰距 13 - J 8cm，宽度 100 -120cm ，可种 6-8

行，槽长 20m 左右，槽坡降(即槽两端的高度差与槽长之比)为 1 : (70-100) 。

一般波纹瓦种植槽都架设在木架或金属架上，槽上加一块厚 2cm左右的有定植孔

的硬泡沫塑料板做槽盖，使其不透光。

2. 储液池设于地平面以下，其容量根据作物数量计算:大株型作物每株
5L 、小株型作物每株 1L。加大储液池有利于营养液的稳定，但建设投资也同时增

加。

3. 营养液循环系统由水泵、管道及流量调节阀门等组成。水泵选用耐腐
蚀的自吸泵或潜水泵，功率大小应与整个种植面积营养液循环流量相匹配;管道

应采用耐腐蚀的塑料管，安装时要严格密封，采用牙接的方式连接。为了方便工

作、避免日光照射加速老化，尽量将管道埋于地下。管道分为供液管和回流管两

种，供液管是从水泵接出向种植槽供液的管道，从水泵接出主管，在主管上接出



支管，其中一条支管引回储液池上，使一部分抽起来的营养液回流到储液池中，

搅拌营养液使之更均匀，并增加其中的溶存氧，同时可通过其上阀门来调节输往

种植槽方向去的流量。在通往种植槽的支管上又接出许多毛管输到每条种植槽的

高端，每条毛管设流量调节阀，毛管上再接出数条小输液管引入种植槽中，流量

调节以大株型作物 2 -4L/min 、小株型作物 2Ljmin 为准。回流管是将多余营养液

引回到储液池的管道，在种植槽的低端设排放口，用管道接到集液回流主管上，

再引回到储液池中。

4. 其他辅助装置包括间歇供液定时器、电导率自控装置、 pH 自控装置、

营养液温度调节装置和安全报警器等。间歇供液是 NF丁特有的管理措施，如每小

时内供液 15min，停止 45min ，如此日夜不断地进行，在水泵上安装一个定时器来

控制问歇供液可省去人工操作的麻烦。定时器要比较准确，设定间歇时间要符合

作物生长的实际需要。电导率自控装置由电导率传感器和控制仪表、浓缩营养液

罐(分 A、B两个)及注入泵组成，当电导率传感器感应到营养液的浓度降到设定

的浓度以下时，控制仪表便令注入泵将浓缩营养液注入储液池中，使营养液恢复

到原先的浓度。反之，如营养液的浓度过高，控制仪表则会令水源问门开启，力口

水冲稀营养液使其浓度达到规定的要求。 pH 自控装置自 pH传感器和控制仪表及带

注入泵的浓酸(碱)储存罐组成.其工作原理与电导率自控装置相似， pH值采用

两点设定，变化幅度 0.5 左右，浓酸由硝酸或磷酸、浓碱由氢氧化纳或氢氧化饵

配制而成。营养液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抑制作物的生长，通过营养液温度调节装

置调节液温可以改善作物的根际生长条件。小面积生产时营养液加温可采用电热

管进行，大规模生产可采用热水锅炉将暖气通过不锈钢螺旋管导入储水池中加温。

营养液的冷却，首先要用隔热性能良好不易受光照影响而剧烈升温的材料建造种

植槽，有条件的也可利用冷泉或深层井水通过管道在储液池中循环降温，或采用

其他强制冷却剂降温。 NFT种植槽内的液层很薄，一旦停电或水泵故障而不能及

时循环供液，很容易因缺水而使作物萎蕉，即使槽底有吸水无纺布做衬垫，在强

光下也只能维持 1 -2h 所以 NFT系统应配置备用电机和水泵，同时在循环系统中

装有报警装置。电导率、酸度计、温度等自动调节装置和报警装置的质量要灵敏

而稳定，要经常监视其是否失灵，保证不出差错，以免危害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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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墓质栽培设施

第三节基质栽培设施

(学习导航)

1. 岩棉种植垫栽培的步骤是什么?应注意哪些问题?
2. 如何用容器进行基质栽培?
3. 什么是有机基质培技术?它有什么特点?

现象与问题

这里是一幅黄 Æ-.. 基质栽培的图
片，在栽培槽中盛有炉渣、草炭等基

质，黄瓜扎根于其中。

讨 t仓:
1. 这种栽培槽与水培的栽培槽

有哪些不同?

2. 除了盛放基质的栽培槽外，

基质栽培还需要哪些设施?

基质栽培不同于水培的最大特点是植物的根系生长在固体基质中。

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些常用的基质栽培设施的结构。

一、岩棉基质栽培

岩棉是一种用多种岩石熔融在一起，喷成丝状冷却后

粘合而成的疏松多孔型的固体基质，与其他基质相比具有

良好的保水和通气性能。岩棉墙就是将植物种植于一定体

积的岩棉块中，让作物在其中扎根锚定，吸水和吸肥。

1. 筑睦首先将地面整平，做成龟背形的高哇并将

其压实，紧贴地面铺一层 0.2mm 厚的黑白塑料薄膜。哇的

规格依作物种类而定，一般果菜类可采用宽 150cm 、高

10cm 的哇，哇面坡降为 1 : 50，哇长约 30m ，哇向沿长边
方向坡降为 1 : 100，见图 3.10 。

图 3.10 番茄岩棉垫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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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种植垫黑白双色聚乙烯薄膜

无纺布

图3.11 岩棉种植垫横切面

2. 制作岩棉种植垫选用亲水性好、理化性能稳定、无毒的农
用岩棉毡。岩棉毡要厚薄均匀，一般厚度 8-10cm ，

宽度以 20-25cm 为宜，应事先切好。在地面平摊一

宽 70cm、厚O.05mm 黑白双色聚乙烯薄膜，最好再
铺一层 30g/m2 的无纺布，以利吸水和稳定根际温

度。将备好的岩棉毡平放其上，相邻的两块之间要连

接好，不能保留空隙而导致营养液滞留。然后用钉书

钉或黠合剂将黑膜封牢。注意根际封口要紧，以减少

蒸发和营养液外溢，井防止高血季节汽化热从根际

外泄灼伤茎叶。

1. 在建造岩棉栽培床时，所做的哇为何要有一定的坡度?

2. 黑白塑料薄膜一面是黑色的，一面是白色的，用来包裹岩棉块。在包裹岩棉块时，

是黑色的一面在里面，还是白色的一面在里面?为何要这么做?

3. 摆放岩棉种植垫在哇背上一个接一个地摆放两行岩棉种植垫，
垫的长边应与哇长方向一致，每一行种植垫者 1)放在哇的斜面上(图 3.12) 。

4. 布置供排液装置供液采用滴灌系统，每株附近安装一个滴头:

开放式岩棉培的排液设施很简单，在每个岩棉种植垫一侧用刀将塑料包

装割开一长 5cm的口，以便让多余的营养液流出，利用哇面斜坡的作用，
使流出的营养 U~进入哇向中，然后集中流到设在哇横头的排液沟中，最
后将其引至设施外的集液坑内处理。

5. 定植种植时，将岩棉种植垫的上面薄膜每 40cm 割开一个直
径 8 -10cm 的小穴，

栽上带有育苗块的小

苗，并j商人营养液，植
株即可吸到水分和养

分(图3.13)。

岩棉种植垫的排列与供液滴管

图 3.13 岩棉育苗和定植



图 3.14 开口筒式袋培

岩棉袋栽培
用来乙烯黑色薄

膜或黑白双面膜做成

岩棉袋，内装岩棉垫、

岩棉下脚什和拉状岩

棉，以此组合成栽培

床，并自己以供液装直，

可将幼苗直接定植在

栽培床上，也可先用

岩棉块育苗然后定

植。根据栽培袋的形

状，岩棉袋培主要分

为开口筒式袋培(图

3.14 )和枕头式袋培

(图3.15) 。

(c) 木制花篮

----------一--回国-

(b) 塑料容器

图 3.16 各种栽培容器

小资料

(a) 陶瓷容器

常用栽培容器的材质
陶瓷容器:由陶土烧制而成，其壁面多孔，透水性与通气性

良好，能充分保证氧气供应。盛放基质后温度变化较小，但由于

基质易干，需要注意水分管理。

塑料制品:这是一种轻便而易于操作且美观价廉的容器，但

有通气性与排水性不好、温差较大的缺点。由于水分只能从表面

蒸发，必须注意不能浇水过量。

木制品:木制的桶与盆的通气性与排水性良好，温度变化也

小。但没涂防腐剂的部位易于发霉腐烂。

----------~-------------~

二、基质钵栽培

将基质装人各种钵(盆)容器内，进行无土栽培的方法称为基质钵

栽培。采用基质钵栽培的方法，重要的是容器的选择。容器要适宜于所

栽培作物的种类与大小。生长高大且生育期较长的作物需要较大的容

器，其目的是使作物根系充分扩展，长期供应养分。相反，像香料植物

那样的小型作物和生育期短的作物，就可以在小型容器中栽培。

采用基质钵栽培时，与容器一样不可缺少的是基质的选择。要求选

用的基质具有良好的保水性、排气性、通气性及保肥性能等。一般多采

用草炭、腐叶土、怪石和珍珠岩配制合成的基质。落叶腐败后而成的基

质，加入后可以提高通气、排水性及肥效，覆盖在表面有增温和保温效

果:以天然岩石等为原料经加工而成的怪石和珍珠岩，可以提高通气性。

图3.15 枕头式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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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花盆种植番茄
1 首先选择一个塑料容器，直径 30cm，高20cm ，底部要有排水孔，然后用一个网芯，里

面填入无纺布，放入塑料盆的底部[图 3. 17(a)]。想一想，塑料盆底放无纺布的作用是什么?
2. 利用第二章所学知识，选择不同的基质(填写表 3. 1)，混合后装入盆中[图 3.17(b)] 。

表 3.1 基质配方

配方 基质 l 基质 2 体积比

配方 l

配方 2

3. 播种或移栽入幼苗。请同学们探究一下:在播种或移栽入幼苗时应该怎么做?需要

注意些什么?

(a) 网芯装无纺布

��阻E噩噩-

(b) 装入基质

图 3.17 盆栽番茄

(c) 播种长出幼苗或移栽入幼苗

有机基质培技术
有机基质培无土栽培技术是现代无土栽培技术与传统有机农业相结合的产

物，它具有一般无土栽培的特点，同时追施固态有机肥、滴灌清水或低浓度的大

量元素营养液，进行开放式栽培，与水培相比大大简化了操作管理过程，降低了

设施系统的投资，节省生产费用，产品洁净卫生，而且对环境无污染。

有机基质培一般采用槽式栽培(图 3. 18) 。栽培槽可用砖、水泥、混凝土、

泡沫板、硬质塑料板、竹竿或木板条等材料制作。建槽的基本要求为槽与土壤隔

绝，在作物栽培过程中能把基质拦在栽培槽内。槽可用永久性的水泥槽，也可做

成半永久性的砖槽，还可制成移动式的泡沫板槽等。为了降低成本，可就地取材

制作各种形式的栽培槽。为了防止渗漏并使基质与土壤隔离，应在槽的底部铺

1~2 层塑料薄膜。槽的大小和形状因作物而异，甜瓜、迷你番茄、迷你西瓜、普

通番茄、黄瓜等大株型作物，槽内宽度一般为 48cm 每槽种植 2 行，槽深 15cm。

广

户

户

户

户

俨

「飞

('

「气



~~':::~~2'三mml

储液罐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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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有机基质培设施(单位 :em)

奶油生菜、西洋芹等矮生或小株型作物，可设置较宽的栽培槽，以栽培管理及采

收方便为度，一般 70-95cm ，多行种植，槽深 12 -15cm 。小株型作物也可进行立

体式栽培，提高土地利用率，便于田间管理。槽的长度可视灌溉条件、设施结构

及所需走道等因素来决定。槽坡降应不小于 1 : 250 ，还可在槽的底部铺设粗炉渣

等基质或一根多孔的排水管，有利于排水，增加通气性。

有机基质培系统的灌溉一般采用膜下滴灌装置，在设施内设置储液(水)池

或储液(水)罐。储液池为地下式，通过水泵向植株供液或供水;储液罐为地上

式，距地面 1m左右，靠重力作用向植株供液或供水。滴灌一般采用多孔的软壁

管，40cm宽的槽铺设 1根管， 70-95cm 宽的槽铺设 2根管。滴灌系统的水或营养

液，要经过一个装有 100 目纱网的过滤器，以防杂质堵塞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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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液流设施包括栽培槽、定植板、地下储 il~i也和营养液循环系
统。栽培槽是用来盛放营养攘的，是作物生长的场所，有简易栽培槽

和固定栽培槽两种类型。简易栽培槽只能用于观赏及家庭栽培，在进

行大面积生产时，必须建造固定的栽培槽。定植板一般由厚 2-3cm 的聚苯乙烯硬泡沫板做

成，在板面上按株、行距要求开直径 5-6cm 的定植孔。在定植时用一些岩棉裹住植株的根

茎部，插入孔中即可，也可以采用定植杯。地下储液 1也是为了增大营养液的缓冲能力，为
根系创造一个较稳定的生存环境和便于营养液的循环而建造的。它可以增大每株植株营养

液的占有量而又不加大种植槽的深度，使营养液的浓度、 pH值、j容存氧、温度等保持稳定:
营养液循环系统由水泵、增氧支管、流量调节阀、供液管、液层控制管和回流管组成。

在建造岩棉栽培床时，首先筑哇，然后摆放岩棉种植垫和安装排液设备，种植时，将

岩棉种植垫的面上薄膜割开一个小穴，即可定植幼苗。基质钵栽法是利用一定大小的容器，

里面装入基质进行栽培的方法。常用容器的材质有陶瓷容器、塑料制品和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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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出生的婴儿到长成栋梁之材，中间包含了母亲多少的

辛劳!同样从一粒种子到长成挂满果实的植株，中间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也需要园艺工作者的精心呵护。无论是生长在营养液里

郁郁葱葱的生菜，还是挂满果实的番茄树，它们都是从一粒幼小

的种子开始自己的生长历程的 J 而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是幼苗
期，幼苗的培育和嫁接是无土栽培管理中的重要环节，营养液和

植株的管理也必不可少。

我们已经为番茄树准备好了"盛宴"，也为它建造了一个舒适

的"家"，给你一粒番茄种子，你能收获鲜艳的番茄果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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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无士育苗与嫁接育苗

(学习导航)
1. 什么是穴批育 IFfi? 其操作:步骤足什么?
2. 为什么要进行嫁接白而?嫁接育币的方法有儿和 I'? 各有什么特点?

(现象明

我们在田野中经常会看到一块块的苗

圆、有树苗、有伯秧，有幼小的花卉和菜苗吗

这里是一幅生菜育苗的现场图。

讨论.

1. 岩棉和黑色的容器在育苗中起什么

作用?

2. 作物为什么妥首先育苗?

3.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育苗方法?

无土育苗是指不用天然土境， [(ij利用蛇石、草炭、珍珠岩、岩棉等

天然或人工合成基质及营养 Ìf~迸行育苗的方 ft。无土育苗省去了传统土
壤育苗所需的大量床二|二，减轻了劳动强度，另外，育苗i1J!~质体积小、重
量轻，便于秧苗长途运输和进入流通领域。

按照使用的育苗容器不同，无土育苗的方式有育苗钵育苗、泡沫小

方块育苗、岩棉块育苗、育苗箱育苗、育苗陪 j育苗和l穴盘育苗。目前无

土育苗多采用六 il:育苗。

一、穴盘育苗

图 4.1 中，每楝番茄、黄队的幼苗生长在一个小恪室里，这些小恪
室又互相连战在一起，它们每株有-个独立的生活空间，又可以相互招

手交流，生 i舌得多么 '1怪;言~I啊!这种育苗方告就是穴 13;育苗。
穴盘育苗是以草炭、蛙石等轻质材料做育苗基质，采用机械化精量

播种，一次成茵的现代化育苗方式。山干这种育苗方式启用的苗盘是分

恪室的，播种时-穴一粒，成苗时一室一株，并且成株茵的根系与基质

能够相互缠绕在一起，根陀呈上大底小的塞子形，故也称为塞子苗，目



图 4.1 穴盘育苗 图 4.2 穴盘苗

无土育苗与嫁接育苗

前多称做穴盘苗(图 4.2) 。

1. 育苗容器一一穴盘穴盘是按照一定的规格制成的带有很多小

型钵状穴(又称格室)的塑料盘(图 4.3) ，穴盘根据蔬菜种类和用途

规格不尽相同。国际上使用的穴盘外形大小多为 27.8cm x 54.9cm ，根

据穴盘孔六数的多少，穴盘分为 50、 72、 128、 200 、 288 等不同规格。
在培育番茄和黄瓜幼苗时一般可选用 72孔的穴盘。

2. 配制育苗基质在第二章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些无土栽培的基质
配方，现在就请你利用自己设计的基质配方，培育 5个穴盘的番茄和黄
瓜幼苗，选择需要的基质并计算各种基质所需的用量(见表 4.1) ，量取
相应的体和、然后进行民合。

表 4.1 所需基质体积的计算

|单个穴盘的休职|所需总基质的体积|基质 1的需要量|基质 2 的需要量

3. 装盘与压穴将充分混合好的基质装人穴盘内，然后用一个刮
板刮平穴盘，再用一根小木棒在每个小格室中央压一个深 0.5cm 的小
/\.。

4. 播种选取饱满的番茄(或黄瓜)种子，将它们轻轻地放入每
个格室的小六中央。番茄种子较小，直接手播较难控制，可以采用点播器
吸取种子进行播种(图 4.4) 。

5. 覆盖与浇水每个穴盘播种完毕后，检查一下是否每个小格室
都摆放了种子，然后用蛙石覆盖 lcm ，最后烧透水，见图 4.5 。这样一
盘穴盘苗就播种完了。

图 4.5 洒水

图 4.3 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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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将 JEE--------EEE-----m-
自动播种生产线

蔬菜育苗穴盘自动精播生产线装置，是工厂化

育苗的一组核心设备，它由育苗盘(钵)摆放机、送

料及基质装盘(钵)机、压穴及精播机、覆土机和喷

淋机等五部分组成(图 4.6) 。这五大部分在一起是自

动生产线，拆开后每一部分又可独立作业。
图 4.6 自动播种生产线

⋯⋯⋯⋯⋯⋯⋯⋯⋯⋯⋯⋯⋯⋯⋯⋯⋯⋯⋯-⋯⋯⋯⋯⋯⋯⋯⋯⋯⋯⋯

--

---~

:.��---主根

完成了六盘播种的操作，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种子就可以依靠自

身储存的营养完成发芽过程(图 4.8) ，首先长出幼小的根，然后是胚

轴的生长，直至子叶伸出。
随着番茄真叶的长出，植株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了，这就需要加强

幼苗的营养与水分供应。在幼苗期由干生长量小，我们可以采用常规浓

度的 1/2-1/3 进行营养液的配制。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学习过营养液的配制方法，现在就可以为番茄幼

苗配制一些营养液了。
育苗期的灌溉还因季节而不同，夏天气温高，每天喷水 2-3次，每

隔 l天喷肥 l次。冬季气温低， 2-3 天喷 l 次，可以采取一次喷水一次

喷肥的方怯，效果较好。

二、苗期管理

子~l'

脏恨 ~9

岩棉块育苗
播种时在 IJ、方块

岩棉中部为 j个"十"字

型，当种子发芽幼苗生

长到两片真叶时，然后

再将其放入大块岩棉

上。大块岩棉中央开有

一个小方洞，刚好与嵌

入的小方块相吻合，叫

f做坎"红中虹
棉除上下两个面外'四

周应用黑色或乳白色

不透尤的塑料薄膜包

上，防止水分蒸发、在

四周积累盐分及滋生

藻类。

图 4.7 岩棉块育苗

图4.8 番茄的发芽过程

一嫁接方法和技术

{俗谷创i话舌 i说l兑~"根深叶茂
分和营养物质'充分满足地上部生长的需要，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和形成

较大的果实，获得较高的产量。为了获得强大的根系，通常在幼苗期采

用换根的方法，这就是嫁接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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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 白天最适温度 /.C 夜间最适温度 /.C
番茄 20-25 12-16
黄瓜 22-28 15-18
离宦 15-22 8-15
草莓 15-22 8-15
紫罗兰 19-21 23.5- 25.5

幼苗对温度的要求
表 4.2 不同幼苗对温度的要求

---~

-----
~主育苗、与嫁接育苗

-

-----

---

------

---

------

-----小资料

---------"--

舌接法图4.9

番茄劈接示意图图4.11

吕r5cm Jft宣言 Is-6Cπ

嫁接夹图4.10

将一植物体的芽或枝接到另-植物体的适当部位，使两者接合成一

个新植物体的技术称为嫁接。采用的芽或技称为接穗，而另一接受接穗

的植物体称为陆木。

1.舌接法嫁接黄瓜

(1)接穗处理:取接穗，在子叶下部 1-1.5cm 处呈 150

- 20。角向
上斜切一刀，深度达胚轴直径的 3/5-2/3 。

(2)贴木处理:去除时木生长点和真叶，在其子叶节下 0.5-1cm
处呈 200

- 30。角向下斜切一刀，深度达胚轴直径的 1/2。
(3)时木与接穗结合:将陆木和接穗的切口相互套插在一起，用专

用妓接夹固定或用塑料带绑缚。将陆穗复合体栽人营养钵中，保持两者

根茎距离 1-2cm ，以利于成活后断茎去根，见图 4.9。
2. 劈接法嫁接番茄

(1) 接穗处理:将接穗苗拔出，保留两片真叶和生长点，用锋利刀
片将其基部削成模形，切口长度 1-2cm 。

(2) 陆木处理:将陆木于第二片真叶上方截断，用刀
片将茎从中间劈开，劈口长度 1-2cm 。

(3) 陆木与接穗结合:将削好的接穗插入础木劈口

中，用夹子固定或用塑料带活结绑缚，见图 4.11 。
3. 插接法嫁接黄瓜
(1)接穗处理:拔出接穗幼苗，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其根

部，右手持刀片在子叶节以下

0.5cm处呈 30。角向前斜切，切
口长度 0.5-0.8cm ，接着从背
面再切一刀，使下胚轴呈不对

称模形，见图 4.12 (c)。
(2) 陆木处理:用竹签剔除

陆木的真叶和生长点。然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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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黄瓜插接示意图

去除生长点

节 可 吧 5-1cm
15'-20 。

H占木苗 拔德茵 削成的接 f.llfrYi
(a) (b) (c)

护带
插入竹签

(d)

节
嫁t豆苗
(0

却〈
插入拔穗

(e)
小拱棚、

\f 王E 飞/遮阳网

{{E 内向内向内向内向.、

市床
(g)

手轻捏 E占木苗，右手用竹签斜插，深度 O.5~O.8cm ，

见图 4.12(a) 、(d)。
(3) 陆木与接穗结合:将削好的接穗插入陆木小

孔中，使两者密接，见图 4.12(e)。
4. 嫁接苗的管理
(1)光强:嫁接愈合过程中，前期尽量避免阳光直

射，以减少叶片蒸腾，防止幼苗失水萎蔷.但要注意

让幼苗见散射光。嫁接后 2-3d 内适当遮阴[图 4.12
(g)J; 3d后早晚不再遮阴，只在中午光照较强一段时
间临时遮阴; 7~8d 后去除遮阴物，全日见光。

(2)温度:嫁接后保持较常规育苗稍高的温度可以

加快愈合进程。嫁接后 3-7d，随通风量的增加降低
温度 2-3'C 。一周后叶片恢复生长时说明接口已经

愈合，即转入正常温度管理。

(3) 湿度:将接穗水分蒸腾减少到最低限度是提
高嫁接成活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每株幼苗完成嫁接

嫁接成活机理
嫁接的基本要求是使甜木和接穗形成一个整体。甜木和接穗切口处细胞由于受刀伤剌

激，两者的形成层和薄壁细胞组织开始旺盛分裂，从而在接口部位产生愈伤组织，将石占木

和接穗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两者切口处输导组织相邻细胞也进行分化形成同型组织，

使上下输导组织相连通而构成一个完整个体。这样甜木根系吸收的水分、矿物质营养及合

成的物质可通过输导组织运送到地上部，接穗光合同化产物也可以通过输导组织运送到地

下部，以满足嫁接后植株正常生长的需要。

我国古代的嫁接技术
植物的嫁接技术为我国首创，据考古记载，我国古代嫁接技术是仿效自然界"木连理"

现象逐渐演变产生的。"木连理"又称"连理枝\是指树木在自然条件下枝干彼此摩擦造

成损伤后两个枝干发生自然愈合而连接生长在一起的现象。将这种自然现象沿用于其他植

物就产生了原始的舌接技术。公元前 l 世纪《沮胜之书》上就有葫芦舌接的记载"下辄

子十棵⋯⋯即生长二尺余，便总聚十茎一处，以布缠之五寸许，复用泥泥之，不过数日，

缠处便合为一茎。"这种做法即利用 10株葫芦的根系吸收营养集中供应一条蔓生长，据说

培育的葫芦比原来的大得多。

、~----------------------------------~



湿度/%

后立即将基质浇透水，随嫁接随将幼苗放入己充分浇湿的小拱棚中[图

4. 12(g)]，用薄膜覆盖保湿，嫁接完毕后将四周封严。前 3d相对湿度最

好在 90%-95% 以上，每日上下午各喷雾 1-2次，保持高湿状态，以
薄膜上布满露滴为宜。 4-6d 内相对湿度可稍微降低， 85%-90% 为宜，
一般只在中午前后喷雾。嫁接一周后转入正常管理。

黄瓜苗的嫁接
材料.培育好的黄瓜接穗幼苗和甜木幼苗。

工具.刀片、竹签、纱布或酒精棉、塑料夹、小喷雾器、嫁接台等。嫁接场所要求没

有阳光直射、空气湿度 80% 以上。

嫁接要求.按舌接法的操作步骤进行。

记载嫁接苗嫁接及管理要点(表 4.3) ，统计嫁接苗成活率，写出实验报告。

表 4.3 幼苗嫁接后的环境管理

嫁接后天数|温度 /'C I 遮阴时数

•• m国H量⋯

图4.13 自动嫁接机

适于机械化作业的嫁接方法
机械化嫁接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胚轴或茎的切断，石占木生长点的去除

和甜、穗的把持固定方法。日本小松株式会社研制成功了全自动式智能嫁接机(图

4.13 )。嫁接机的作业过程如下:首先，由一台咕木预切机将用穴盘培育的甜木在

穴盘行进中从子叶以下把上部茎叶切除。然后，将切除了甜木上部的穴盘与接穗

的穴盘同时放在全自动式智能嫁接机的传送带上，嫁接作业由机械自动完成。枯

木穴盘与接穗穴盘在嫁接机的传送带上同速行至作业处停住，一侧伸出一机器手

把甜木穴盘中的一行枯木夹住，同时，切刀在贴近机器手面处重新切一次，使其

露出新的切口，紧接着另一侧的机器手把接穗穴盘中

的一行接穗夹住从下面切下，并迅速移至枯木之上将

两切口平面对接，然后由从喷头喷出的蒙古合剂将接口

包住，再喷上一层硬化剂把枯木、接穗固定。这种平

面智能机嫁接法每小时可嫁接 1 000株苗，管理方便，
成活率及幼苗质量高，适用于子叶展开的黄瓜、西瓜

和 1-2 片真叶的番茄、茄子。

产

r
r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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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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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

俨



第四章无土栽培的管理

第工节营养液的管理

(学习导航)

1. 如何对营养液的浓度进行管理?
2. 如何调整栽培营养液的酸碱皮?
3. 怎样提高栽培营养攘的溶氧量?入

(现象与问题 )ua:L
在番茄树生长的前期，浓度很低的营养液就能满足作物的需

求，而在作物旺盛生长的时期，我们不仅需要增加营养液的浓度、

还要增加营养液的量。为什么在作物不同的生育阶段，对营养液浓

度的需求也在变化?你能说出植物在不同生育阶段的营养需求有哪

些差异吗?基于这些差异‘我们应当考虑哪些问题?

一、营养液浓度的管理

以番茄树的培育为例，一粒种子长出幼苗，经历植株茎叶的生长、

开花、果实的发育直至成熟，中间要跨越多个生长阶段。在不同的阶

段，由于植株生长速度和生长部位的不同，对营养吸收存在很大的差

异，加上营养液自身水分的蒸发，营养恼的浓度也会发生变化，为了满

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就需要对营养陆的浓度进行检测和调整。营养液

浓度管理的指标通常用电导率来表示。

生产中一般每隔 7d 左右检测一次营养液，记录耗水量及 EC 值的
变化，并及时补充和调整。 EC 值可用电导仪简便准确地测定出来，表
4.4 给出了一些蔬菜在不同生育 H才期所需营养液浓度所对应的 EC 值。
当营养液浓度低时，可加人母;夜进行调整，当营养 i夜浓度高肘，应加入
清水稀释。

表 4.4

生育时期

育苗期

定植初期

生长中后却 j

果实发育期

果菜类不同生育时期营养液所对应的 EC值

合适浓度所对应的 EC 值 /(mS .cm-1)

0.8-1.0

1.0-1.5

1.5-2.0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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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营养渡的管理

------------------------
营养液浓度的测定

配制营养液用的无机盐是强电解质，其水溶液具有导电作用，导电能力的强弱可用电

导率表示。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溶液的含盐量(即浓度)与电导率呈密切的正相关，含盐量愈

高，溶液的电导率愈大，因此营养液的电导率能间接反映溶液浓度的高低。电导率用电导仪

(图4.14)测定，常用单位为 mS/cm 。这是目前无土栽培生产中最常用的测定营养液浓度的方
法。

图4.14 电导仪

-----------------------------------~
实践活动

营养液浓度的调整
番茄在果实发育期，营养液的适直浓度所对应的 EC值应为 2.5 mS/cm ，起始体积为500L。

栽培一段时间后 EC值降为 1.5 mS/cm ，营养液体积下降到 300L。为了果实的正常发育，需
要将营养液的浓度和量调整到原来的水平。在第二章学习过程中，我们已经配制好了栽培番

茄树的浓缩液，请计算一下，需要加入多少量的浓缩液与水分，才能使营养液恢复到原来的

水平?

浓缩液(大量元素)加入量.

浓缩液(微量元素)加入量.

水加入量:

在具体操作时为避免失误，先取一定体积的营养液进行调整，然

后进行电导率的测定，待达到了规定的要求，再根据该比例进行浓缩

液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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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的测定方法
营养液 pH 值的测定

方法有: pH试纸法、标准

色管比色法和电位计测

定法。试纸法和比色法

测定容易产生干扰，准

确度差。电位计测定法

可排除上述干扰，其精

密度和准确度高，一般

可准确到 0 ，02 个 pH 单

位。较精密的酸度计可

达 0，001 个 pH单位。现

在市场上已有多种便携

式 pH仪(图 4 ，15) ，测试

方法简单、快速、准确，

是进行无土栽培必备的

仪器。

图4.15 酸度计

二、酸碱度的调整

营养液的酸碱度 I.'!npH1直影响作物的代谢和作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
如铁对营养液的酸碱度特别敏感，在碱性条件下，二价铁易转化为三价

铁而沉淀，铁的有效性也随之降低。大多数作物根系在 pH 值为 5.5-
6.5 的酸性环境下生长良好，栽培番茄树的营养液 pH 值应控制在 6.5

左右。

酸度计的使用
步骤:

( 1 )按说明书调节好仪器。

(2) 玻璃电极在使用前应放入纯水中浸泡 J2h 以上。
(3) 将酸度计的电极浸入 250C 与样品溶液相接近的 pH值标准

缓冲溶液中，校正酸度计刻度。取下电极，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浸

泡在蒸馆水中备用。

(4) 取营养液并调整液温至 250C ，将校正过的酸度计电极用

纯水冲洗干净，放入样品溶液中，搅拌 Imin ，测试两次，误差范围

::J:: 0，02 ，取其平均读数值。测定完毕后，将电极冲洗干净，其中

玻璃电极浸在蒸馆水中备用。

在种植过程中对营养液的 p日值进行调控，主要是用酸碱中和的方
住，使其 pH1直恢复到合适的水平。当 pHf直上升时，可用稀硫酸 (H2S04)

或稀硝酸 (HN03) 来中和;当营养液的 pH{直下降时，可用稀碱溶液，
如氢氧化铀 (NaOH) 或氢氧化饵 (KOH) 来中和。进行营养液 pH 值
调节所用的酸或碱的浓度不能太高，一般可用 1-3mmo1/L 的浓度，并
且要用水稀释后才能加人种植系统的储液池中。

在确定所用酸或碱的量时，必须用实际滴定曲线的办怯来确定。取

一定体积的营养液，用已知浓度的酸碱 j容液逐滴加入，用酸度计监视 IJ其

pH值的变化，达到要求后记下其用量，然后推算出整个栽培系统的用
主主
主立。



实践活动

营养液 pH值的调整
1. 测定所配制的工作液的 pH 值。

2. 取 100ml 营养液，将其 pH值分别上调和下调 1、2，选择相应的酸碱试剂，并计算用量.
表 4.5 pH的调整

试齐 IJ

化学试剂

pH 值下调 1 I pH 值下调 2 pH 值上调 1 I pH 值上调 2

植物的呼吸作用需要氧，包括幼小的叶和根系都有旺盛的呼吸作

用。地上部的叶子可从大气中吸收氧，深液流培的番茄树根系完全漫在

营养液中，根系的供氧全靠营养液中的 j容氧来保证，而营养液中的溶氧
量又受到液温等条件的影响，稍有不慎就会缺氧，因此要特别注意解决

根系的供氧问题。

1.营养液溶氧量的测定要对营养液中的溶氧进行管理，首先需

要测定营养液中的语氧量。

实践活动

营养液溶氧量的测定
现在我们用在南中化学中学过的棋量法测定营养液中的溶氧量。

1. 量取 100ml 营养液，迅速加入固定剂 MnS04 溶液和碱性 K1溶液(含有 KOH) ，立即塞好

瓶塞，反复振荡，使之充分反应，其反应式为
2 测定.开塞后迅速加入 12ml 浓 H2S04 (提供H+) 使之生成 12，再用 O.5mol/L 的 Na2S203

溶液与之反应(以淀粉为指示剂) ，消耗一一 _ml ，有关反应方程式为

3. 计算营养液中的溶氧量，计算式是

上述这种测定营养液溶氧量的方怯是比较复杂的，现在有一种专

门的仪器一 -i容氧仪(图 4.16) 可以迅速而准确地测定出熔氧的浓度。
溶氧仪的使用方怯可在网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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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耗氧量
19番茄根在 100ml 溶液中， 15'C 时每小时耗氧量为 0.16 时，当液温上升到 30'C 时，耗

氧量为 0.39 时，增加 1.44 倍。19黄瓜根在 100ml 溶液中 20'C 时每小时耗氧量为 0.18 时，

30'C 时耗氧量上升到 0.41ml ，增加 1 .28 倍。据日本山崎所做试验，网纹甜瓜的开花期在

液温 23'C 时，每株每日吸液量为 600ml ，耗氧量每日为 170ml; 果实出现网纹时每日吸液量

990时，耗氧量为 516时，收获期每日吸液量 31 Oml，耗氧量减少到 422ml 。

2. 增加溶氧量的方法营养液中 i容存氧的来源，一是空气向 i容液
中自然扩散，二是人工增氧。自然扩散方也增氧的速度很慢，增氧量仅

为饱和 i容解氧的 1%-2%，远远赶不上植物根系的耗氧速度。因此，人工
增氧是水培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水培生产中常用的增氧方也主要

有压缩空气陆、循环流动怯、落差陆、喷雾怯和利用增氧机(图 4.17) 等。

图 4.16 溶氧仪

~

酬帽团一一-

L 国理
HZ.035A

图 4.17 增氧机

HZ.120A

四、其他问题

在无土栽培的营养液管理方面除了应注意以上三个关键问题外，还

要根据栽培作物和季节的不同及时调节营养液的温度，以满足作物生长

的要求(例如，生菜等叶菜类植物的营养液温度应控制在 IS-20'C ，

黄瓜、番茄等则应控制在 20-2S'C) ; 在深液流技术栽培中还要注意，
每隔 30-40d 更换一次营养液。



第三节植株管理

第三节植株管理

(学习导航)

1. 番茄的植株管理有哪些项目?如何实施?
2. 黄瓜的植株管理有 l哪些项目?如何实施?

现象与问题

这是一幅厚皮甜瓜果实发育期的图片，

桂林在塑料绳的牵引下生长的多么整齐。

讨论:

1. 图片中的塑朴绳起什么作用?
2. 植林立立生长有什么好处呢?
3. 每林为什么不留太多的果实呢?

一、番茄的植株管理

1.整枝整枝是为了去除多余的枝条，使番茄有一个良好的空间

分布，以利于接受阳光。普通番茄通常采用单干整枝(图 4.18) ，即除主
技生长点外，其余侧枝全部打掉。它又可根据需要，采取留 1-5穗果
摘心的方式，一般以留 2-3 穗果居多。应根据茬口安排决定摘心时期，
摘心时应在植株最上部果穗之上留 2-3 片叶。

番茄树采用多干整枝法(图 4.19) :选留健壮枝条，通过线绳牵引，使

枝蔓像树冠一样沿不同方向生长，适宜的主干数量以植株达到网架时有

25 - 32个生长点，植株平展达 2m 为宜。以后继续留枝蔓，并通过牵引

使枝蔓在棚架上均匀分布，通过修剪去除过密枝蔓，避免相互遮蔽。前

期摘除全部花穗，发现老黄病叶及下部细弱枝条及时打掉，后期摘除下

部老叶和黄病叶。

2. 吊蔓番茄是半蔓生植物，自身不会直立生长，要让它像树木

一样直立生长，我们必须给它一根"拐杖"来帮扶，这就是吊蔓。番茄

通常采用直立吊蔓(图 4.20) 。

图4.18 番茄的单干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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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的摘心 ii 番茄生长到一定时期将植株顶部摘除，称为摘心。摘叫证在有限的生长期内所结 t

E 的果实能充分肥大和成熟。摘心时间应根据品种及生长期而定。有些品种长至 2-4 个花!

!序后不再发生新的花序，不需摘心，过早摘心反而会抑制根系发育。一般栽培，留 4~5:

i 层果穗，于拉秧前 40 - 50d 摘心。 t

、--'----------------------------------~

其他整枝方法
连续摘心整枝:当

主枝第 1稳花开放后，将

紧靠该稳花下部的叶腋

中出1见的第2侧才支留下，
其余侧枝才丁掉，待第1侧

枝上第 2穗花出现后，上
留 2 片叶摘心。依此类

推，可根据需要留 4-10 -

穗果。

多次换头整枝:先

在主枝上留 3穗果后，上
留2片叶摘心，然后待主
枝上第 2 稳果采收结束

时，选择上部发出的健

壮侧枝留 1-2 个，然后
每侧枝上留 2-3 稳果再
次摘，过，待侧枝上1-2

穗果采收结束后，再选

择植株上部发出的健壮

侧枝留 1-2 个。依此类
推，可根据需要留 5-10
稳果。

图 4.19 番茄树的多干整枝

图4.20 番茄的直立吊蔓



不用吊蔓，番茄的植株也可以匍旬在地面生长，为何还用吊蔓方法?吊蔓与爬地生

长相比，有哪些优点呢?

番茄树的秧体高大，因此需要支撑设施。由于是草本植物，植株茎

蔓不能直立生长，因此需用栽培架结合丝线牵引，以达到形成理想株形

的目的。栽培架用直径 3-5cm 的铁管连接而成，离地面 2-2.5m 处用

尼龙绳做成 33cm见方的网格。如果温室内有吊蔓铁线，则不必搭栽培
架，直接将铁线和尼龙绳做成 33cm见方的网格，用以吊蔓和支撑秧体
即可。

3. 疏花疏果在自然状况下，番茄可以着生很多果实，如此多的
果实挂在番茄植株上竞相吸收养分，结果是谁也长不好，这就需要我们

采取"计划生育"，栽培学上称之为"疏花疏果"。当番茄植株在栽培架

上水平展幅达 4m，生长点数量 500个左右时，开始留花留果。为促进
果实生长膨大，可用熊蜂授粉，或用 20-40mg/ 阔的坐果灵喷花。每
穗花留 4-6个果实。

4.其他管理在植株生长到距温室顶部 30cm时要及时"落蔓"，即
将吊蔓的绳子松开，使部分植株松落到地面上，然后再将已下降的茎蔓

用吊绳绑紧，以便植株继续向上生长。在番茄生长的中后期，还应及时

摘除植株下部的叶片，一般是摘除红熟果实以下的老叶和病叶，以便通

风透光。

二、黄瓜的植株管理

1.整枝普通黄瓜栽培通常采用单干整枝(图 4.22)。黄瓜树一般
采用多干整枝(图 4.23) ，6-8 节开始留果，根据长势和产出高峰期安排
每节留 l 果或每 2节留 l 果。从茎基部至生长线采用单干，当植株顶端

越过生长线后留一

片叶在生长线上

部，然后摘心。用

绳子在该叶片下将

主蔓与生长线系在

一起，待发出侧蔓

时，留两条侧枝继

续生长。在侧枝越

过生长线后牵引其

向下生长，待侧枝

图4.22 黄瓜的单干整枝

番茄果实的

成熟过程
番茄果实的成熟过

程一般分为四期:青熟

其月:果实基本停止生长，

果顶白色;特色期:果

顶部由绿白色转为淡黄

至粉红色;坚熟期:整

呆着色，果肉较硬;完

熟期:果实肉质开始变

软。

坚熟 WJ

完熟WJ
图4.21 番茄果实的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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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黄瓜树的多干整枝 图 4.24 黄瓜的吊蔓

长至离地面 1m时，摘心留二级侧枝继续生长。
2. 吊蔓黄瓜像番茄一样也是蔓生植物，自身不会直立生长，需

要采取吊蔓才能直立生长。在吊蔓之前，首先在植株上方拉挂铁丝，然

后用塑料绳一端挂在铁丝上，一端固定在黄瓜植株的下部，将植株向上

牵引(图4.24)。

黄瓜吊蔓
用具.细铁丝、塑料绳、剪刀。

操作步骤.在黄瓜植株上方 2m左右，顺着行向固定细铁丝;将塑料绳按 2.4m 一段

剪开;把塑料绳一端绑在黄瓜植株茎基部，另一端固定在上方的铁丝上;将黄瓜植株小

心缠绕在铁丝上。

3. 其他管理及时摘除主茎上的侧技、卷须，可减少养分的损
失，同时有利于果实的良好发育和植株的生长。及早摘除不需要的果实

对植株生长很重要，如果果实过多，会引起果实畸形、弯曲、粗短或色

泽差而影响品质。及时摘除下部变色衰老叶片(一般叶龄 60d 以上)有
利于通风透光，方便采果，同时可促进新枝叶的生长。

打老叶、整侧技宜在上午进行，以利于伤口干燥，减少病菌侵染。

绑蔓(绕头)每周 3次，宜在下午进行，因上午植株水分含量较高，绑
蔓时易折断。



第三节植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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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的植株管理
l 材料与用具.

园艺植物.可在下列蔬菜植物中选择一种进行操作:番茄、茄子、辣椒、甜瓜和黄瓜植株。

用具:竹竿、剪刀、绳子、记号笔、标签牌等。

2 方法与步骤.

搭架、吊蔓、缚蔓:番茄苗高 30cm左右时进行搭架，植株每生长 3-4 片叶缚蔓一次:黄
瓜、甜瓜于 5片真叶时支架或吊蔓，蔓长 30cm以后缚或绕一次，以后每隔 3-4 节一次。

整枝:番茄采用单干整枝，只留主干，去除所有侧枝;甜椒和茄子采用双干整枝或三干整

枝;黄瓜和甜瓜采用单蔓整枝法，甜瓜去除第 12 节前和第 14 节以后的所有侧蔓。

疏花疏果:番茄大果型每穗留 2-3 个果，中果型每穗留 4-6 个果，其余花果全部疏去;

对于黄瓜，及时摘去根瓜及畸形花果;甜瓜一般只保留 1-2 个果，开花后要进行人工授粉，

待幼果长至鸡蛋大小时，选留其中生长良好的一个果。

3 要求:写出实验报告，记录每个活动的操作步骤。

本章小结

穴盘育苗是以草炭、睦石等轻基质材料做育苗基质，采用机械化

精量播种，一次成苗的现代化育苗体系，是国际上 20世纪 70年代发
展起来的一项新的育苗技术。一般采用穴盘作为育苗容器，用 2-3

份草炭和 l份怪石 i昆合作为基质，用怪石作为覆盖种子的材料:播种分为人工播种和机械
播种，人工播种时先将配好的基质装入穴盘内，接着压穴，深度为 0.5-1cm ，然后将种
子播人穴内，用怪石 Y进行覆盖，最后浇透水。

将一植物体的芽接到另一植物体的适当部位，使两者按合成一个新植物体的技术称为

嫁接。采用的芽或枝称为接穗;而另一接受接穗的植物体称为陆木。嫁接方法主要有舌接

法、劈接陆和插接法。

在植株栽培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对营养液的浓度、 pH 值和熔解氧进行监测与调整。浓
度一般用电导仪进行测定，适宜的范围为 1.5-2.5 mS/cm; pH 值可用酸度 i十进行测定，
适宜的范围为 5.5-6.5，失调时耳用稀酸或稀碱进行调整。

番茄的植株管理包括:整枝、吊蔓、留花留果等。普通种植的番茄多采用单干整技，

而番茄树采用多干整枝:为了保证果实的质量叫需要对番茄进行疏花疏果，每穗一般留 3-
4个果实，番茄树每穗可多留一些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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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土栽培

太空农业

营养液膜技术

岩棉培

水培

深液流技术

固体基质栽培

有机基质栽培

雾培

袋培

营养液

配方

j容存氧
基质

有机基质

无机基质

砂

石砾

珍珠岩

草炭

怪石

岩棉

锯末

树皮

消毒

蒸汽消毒

化学消毒

堆密度

总子L~京
通气孔隙

持水孔隙

阳离子代换量

电导率

水泵

储液;也

附录 部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soilless culture

space agriculture

nutrient film technique ，NFT
rock wool culture

hydroponics

deep flow technique ，OFT
solid substrate culture

organic substrate culture
aeropoll1cs

bag culture

nutrient solution

formula

dissolved oxygen ，00

substrate
organic substrate

inorganic substrate

sand

gravel

perlite

peat moss
vermiculite

rock wool

sawdust
bark
pasteunzatlon

steam pasteunzatlOn
chemical pasteurization
bulk density
total porosity
air-filled porosity
water-holding porosity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
pump

sump



附录部分申英文词汇对照表

供液主管 inlet manifold

回流主管 outlet manifold

栽培垫 slab

塑料膜 plastic film

定植板 planting board

定植孔 planting hole

排水孔 drain hole
温{至 greenhouse

生菜 lettuce

黄瓜 cucumber

番茄 tomato

茄子 eggplant

辣椒 pepper

幼苗 seedling

嫁接 grafting

E占木 root stock

接穗 sClon，c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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