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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扦插育苗基质复配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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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废弃物炭化稻壳和粉煤灰为基质原料，与泥炭、细沙和蛭石进行不同比例的复配，探究由其配制成的

复合基质对金银花扦插育苗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由炭化稻壳、泥炭、细沙和蛭石复配的 2 种复合基质，其容
重在 0.28 ～ 0.63 g/cm3 之间，总孔隙度在 69.51% ～ 84.90% 之间，pH 值在 5.60 ～ 7.50 之间，其理化性质在金银
花扦插育苗所需的适宜范围内。相关性分析表明：复合基质中的总孔隙度及有效磷、速效钾和碱解氮含量与金银
花扦插苗的株高、生根数、最长根长、叶片数、SPAD 各生长指标呈显著正相关（P<0.01），容重对金银花扦插
苗各生长指标呈显著负相关（P<0.01），说明复合基质对金银花扦插苗生长发育的作用效果与基质混合比例有关。
综上，推荐泥炭∶细沙∶炭化稻壳 =1∶1∶4、泥炭∶细沙∶蛭石∶炭化稻壳 =1∶1∶1∶4 为金银花扦插育苗基质
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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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银 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又 名 忍 冬，
是忍冬科忍冬属植物［1-3］，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

［4］

有麦秸、油菜秸、稻壳等［7-11］，其中稻壳不仅产量
大、来源广，且具有容重小、总孔隙度大等优点，

。当前，由于环境污染和土地退化等

经炭化处理后的稻壳可作为育苗基质使用，是十分

问题，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金银花较为少见，大多

易得的可再生资源［12］。粉煤灰是工业上煤粉燃烧后

为人工栽培，其繁育以扦插［5］ 的方法见效快，效

产出的工业废渣，具有良好的理化性状及丰富的矿

果佳。而在人工培育的方法中，无土栽培由于具有

质元素，在改良土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3］。

操作简单、不受土壤条件限制等优点，成为金银
花集约化栽培的首选方法，且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6］

要求

。

本 试 验 选 用 炭 化 稻 壳 和 粉 煤 灰 为 基 质原料，
将其与常用泥炭、细沙和蛭石进行不同比例的复
配，以此作为金银花扦插育苗的复配基质。通过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目前的热点问题之一。
［6］

近年来，我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方向

对不同配比基质的理化性质、金银花扦插苗生长

为

发育的农艺性状及两者相关性的研究，探求适宜

基质化、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和材料化等。基

金银花扦插育苗的最佳基质配方，为固体废弃物

质化是先将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再与其他物料进行

再利用及金银花育苗的集约化生产使用提供理论

一定比例的复配，以此作为花卉、食用菌等的栽培

依据。

基质原料。我国常用作基质原料的农业废弃物主要

1

材料与方法

收稿日期：2020-08-17；录用日期：2020-12-02

1.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项目（KJ2017A159）；安徽省大学生

1.1.1

作者简介：冯文倩（1996-），女，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
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环境。E-mail：3264602295@qq.com。胡志成
（1998-），男，安徽滁州人，本科，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环境。
E-mail：1784385714@qq.com。冯文倩和胡志成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屠人凤，E-mail：turenfeng@ahau.edu.cn。

供试金银花品种
供试金银花品种为大毛花。取材于安徽农业大

创新基金（201910364236）；农田生态保育与污染防控安徽省重点
实验室开放基金（FECPP201703）
。

试验材料

学农萃园，选取健壮、无病虫害、长势一致的两年
生枝条，修剪插条长度至 12 cm，留上部 1 个叶芽，
下端剪成马耳形，待用。
1.1.2

供试基质材料
试验采用 3 种常用基质（泥炭、细沙、蛭石）
275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1 （5）
和两种可作基质使用的固体废弃物（炭化稻壳和粉

于还原条件下经 300℃、2 h 热处理，得到炭化稻

煤灰）作为复配原料。泥炭、细沙、蛭石来自市

壳）来自合肥市双墩米场，各原料基质的理化性质

售；粉煤灰来自淮南市发电厂；炭化稻壳（将稻壳

见表 1。

表1
容重

基质

总孔隙度

3

（g/cm ）

（%）

基质原料理化性质

pH

有机碳

全氮

有效磷

速效钾

（g/kg）

（g/kg）

（mg/kg）

（mg/kg）

细沙

1.32

30.50

6.7

0.00

0.06

5.68

0.00

泥炭

0.56

84.40

5.1

465.65

22.80

330.61

102.30

蛭石

0.25

95.00

6.5

1.66

0.11

4.82

501.61

粉煤灰

1.05

54.70

8.3

9.24

0.33

23.21

166.60

炭化稻壳

0.17

82.50

7.7

11.14

5.40

178.98

6432.60

1.2

试验方法

1.2.1

1.2.2

基质配比方案设计

扦插栽培方法
试验于 2019 年 4 月 2 日进行，采用随机区组

试验在安徽农业大学农萃园内进行，依据金

设计，16 个处理，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共计 48

银花生长特点，对 5 种基质原料泥炭、细沙、粉

个扦插盆。盆钵的规格为 11.0 cm×8.0 cm×12.5 cm

煤灰、炭化稻壳、蛭石作配方设计。包括 CK 处理

（口部直径 × 底部直径 × 盆高），按照不同处理

（原料为泥炭、细沙），A 组 5 个处理（原料为泥

进行基质混配。

炭、细沙、蛭石、粉煤灰）、B 组 5 个处理（原料

每个盆钵内设置 3 个深 6 cm 的小穴，每穴放

为泥炭、细沙、炭化稻壳）和 C 组 5 个处理（原料

置 1 支扦插条，适当压紧，扦插完成后浇透水一

为泥炭、细沙、蛭石、炭化稻壳），共计 16 个处

次，并于盆栽厂荫棚下培养，此后，进行适量浇水

理。具体基质原料配比见表 2。
表2

（各处理保持一致），保持基质湿润。培养 30 d 后，
进行相关指标测定。

基质配方设计

处理

材料

配方（体积比）

CK

泥炭∶细沙

1∶1

A1

泥炭∶细沙∶粉煤灰

1∶1∶0.5

A2

1∶1∶1

A3

1∶1∶2

A4

1∶1∶4

A5

1∶1∶6

1.3

测试方法

1.3.1

复配基质理化性质测定

（1）容重、孔隙度：参照郭世荣［14］ 的《无土
栽培学》。
（2）pH 测定：电位法，具体步骤参考谢嘉霖
［15］

等

的方法测定。

（3）有机碳、速效钾、有效磷、碱解氮：有机

1∶1∶0.5

碳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速效钾含量采

B2

1∶1∶1

用醋酸铵溶液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有效磷含量

B3

1∶1∶2

采用碳酸氢钠溶液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碱解

B4

1∶1∶4

氮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具体步骤参照鲍士

B5

1∶1∶6

旦［16］的《土壤农化分析》。

B1

C1

泥炭∶细沙∶炭化稻壳

泥炭∶细沙∶蛭石∶炭化稻壳

1∶1∶1∶0.5

1.3.2

金银花生长与生理指标的测定

C2

1∶1∶1∶1

株 高： 用 直 尺 测 量 根 茎 到 茎 生 长 点 之 间 的

C3

1∶1∶1∶2

C4

1∶1∶1∶4

长 度。 叶 片 数： 展 开 叶 片 的 数 量。SPAD： 利

C5

1∶1∶1∶6

用 SPAD-502Plus（Japan，Konica Minolta）叶绿
素 仪 测 定， 选 取 由 上 数 第 3 片 展 开 叶 测 定， 每

试验前按不同处理进行基质混配。将扦插基质

片 叶 测 定 3 次 并 取 其 平 均 值。 生 根 数： 计 数 法

在 阳 光 下 暴 晒 1 周， 然 后 用 5% 的 KMnO4 溶 液 消

测 定 每 株 根 部 生 长 的 根 数 量。 根 长： 测 量 最 长

［1］

毒

，再将基质均匀喷水，装盆后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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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

于 CK 0.55 和 0.54 g/cm3，总孔隙度最大的 B4 和 C5 分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6 进行统计，SPSS 23.0

别高于 CK 19.93% 和 18.13%。

和 OriginPro 9.1 进行分析和制图。

2

3 组复配基质中的有机碳含量，随着配方中粉煤
灰和炭化稻壳配比的增加皆呈现下降趋势，且同组各

结果与分析

2.1

处理间有机碳含量差异显著；3 组复配基质中的碱解

复配基质理化性质与特点

氮含量，除 B4、B5、C3 处理高于 CK，其它皆低于

对本次试验所采用的 16 个配方基质的基本理

CK。基质中有效磷的含量，3 组处理差异较大：A 组
随着配比中粉煤灰体积比的增加，有效磷含量呈下降

化性质进行了测定，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分析结果显示，3 组复配基质因基质材料和配

趋势；B、C 两组随着炭化稻壳比例的增加，有效磷

比的不同，其理化性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3 组基质

含量呈上升趋势。B、C 组中有效磷含量最高的 B4 和

的容重和孔隙度具有的特点为：A 组随着配比中粉煤灰

C5 相 对 于 CK 分 别 提 高 198.77 和 199.77 mg/kg；3 组

体积比的增加，容重呈上升趋势，总孔隙度呈下降趋

复配基质中速效钾的含量均高于 CK，且随着粉煤灰、

势，且容重皆高于 CK，总孔隙度皆低于 CK；B、C 两

炭化稻壳配比体积的增加，速效钾含量均呈上升趋

组随着炭化稻壳比例的增加，容重呈下降趋势，总孔

势，其中 B、C 两组中速效钾含量最高的为 B5 和 C5，

隙度呈上升趋势，其中容重最小的 B4 和 C5，分别低

分别高于 CK 处理 2827.26 和 1498.71 mg/kg。

表3
处理

容重

总孔隙度

（g/cm3）

（%）

pH

复配基质理化性质
有机碳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g/kg）

（mg/kg）

（mg/kg）

（mg/kg）

CK

0.83±0.02e

64.97±0.13i

5.80±0.05l

131.07±0.58a

50.05±6.65ab

10.58±0.90i

31.98±0.19o

A1

0.86±0.01d

60.58±0.02k

6.61±0.06h

105.16±0.39b

46.71±6.99abcd

26.94±0.39g

87.02±0.28n

A2

0.86±0.01d

62.23±0.03j

6.99±0.03f

88.29±0.46c

39.99±0.81def

9.69±0.18i

102.85±1.12l

A3

0.98±0.01c

57.29±0.03l

7.31±0.02d

66.11±0.70e

40.33±2.84cdef

7.51±0.12ij

96.94±1.69m

A4

1.11±0.01b

50.32±0.10m

7.50±0.03b

44.47±0.87g

33.55±2.09f

5.37±0.36jk

116.48±2.25k

A5

1.15±0.03a

49.43±0.10n

7.60±0.01a

33.19±0.62i

36.35±2.25ef

2.88±0.14k

135.15±1.53j

A 组平均

0.99

55.97

7.20

67.44

39.39

10.48

107.69

B1

0.63±0.01f

69.51±0.09h

6.01±0.02k

105.18±0.07b

47.72±3.46abcd

23.87±1.34h

595.74±1.91i

B2

0.50±0.01g

74.26±0.11g

6.13±0.07j

88.02±0.43c

44.24±7.34bcde

99.05±4.34f

644.65±2.29h

B3

0.38±0.03i

82.36±0.08c

7.00±0.03f

66.70±1.06e

49.40±1.79ab

184.66±2.60d

1432.08±2.07d

B4

0.28±0.01j

84.90±0.06a

7.41±0.03c

44.92±0.36g

53.07±1.89a

209.35±0.05a

1727.36±2.70b

B5

0.29±0.01j

84.87±0.13a

7.50±0.06b

33.86±0.57i

50.27±0.57ab

200.85±2.39b

2859.24±1.77a

B 组平均

0.42

79.18

6.81

67.74

48.94

143.56

1451.81

C1

0.53±0.01g

76.31±0.04f

5.60±0.02m

75.17±0.89d

47.76±0.92abcd

175.51±1.54e

692.63±1.10g

C2

0.46±0.02h

76.37±0.08f

6.01±0.03k

66.02±0.77e

44.27±7.83bcde

187.38±1.54d

595.33±1.50i

C3

0.44±0.01h

78.04±0.08e

6.32±0.03i

53.33±0.61f

50.97±5.69ab

193.21±0.53c

1087.39±2.06f

C4

0.39±0.02i

80.94±0.07d

6.80±0.01g

38.61±0.65h

48.59±3.73abc

193.61±2.39c

1136.81±2.20e

C5

0.29±0.04j

83.10±0.02b

7.22±0.05e

30.27±0.60j

44.94±3.27abcd

210.35±2.80a

1530.69±2.10c

78.95

6.37

52.68

47.31

192.01

C 组平均

0.42

1008.57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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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株高的影响

叶的 SPAD，结果如图 3 所示，除 A5 处理的 SPAD

金银花苗扦插培养 30 d 后，进行株高测定，结

值略小于 CK，其余结果都高于 CK。A、B、C 3 组

果如图 1 所示，3 组复配基质扦插条件下金银花苗

处理的 SPAD 平均值分别为 35.16、41.81 和 42.85，

长势不同且差异显著。A、B、C 3 组金银花扦插苗

说明 C 组复配基质对金银花扦插苗 SPAD 的影响

的平均株高分别为 8.54、10.35 和 10.66 cm。B、C 组

更大。而 C3 是 SPAD 含量最高的处理，其值达到

的株高均高于 CK，A 组的株高均低于 CK，由此可

44.57， 相 对 CK（32.30）、A3（A 组 最 优，36.53）

以推断，B、C 组配方基质在促进金银花扦插苗株高

和 B4（B 组最优，43.07），增幅分别为 40%、22%

生长方面优于 A 组。3 组中金银花扦插苗株高最高

和 1%，说明 C3 复配基质的配方对于促进金银花扦

的是 B4 处理，其株高 30 d 增加了 5.89 cm，相对 CK

插苗 SPAD 的效果最为显著。

（3.29 cm）、A2（A 组最优，2.92 cm）和 C3（C 组最
优，5.65 cm），增幅分别为 79%、102% 和 4%，说
明 B4 复配基质的配方相对于其它的配方更有利于金
银花扦插苗株高的增长。

图2

图1

2.3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叶片数目的影响

不同复配处理基质对金银花株高的影响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下同。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叶片数目的影响
金银花苗扦插培养 30 d 后，进行叶片数目的测

定，结果如图 2 所示，叶片数目的处理间差异与株
高变化类似。A、B、C 3 组金银花扦插苗的平均叶
片分别为 12.9、14.8 和 14.9 片。B、C 组的结果都
优于 CK，A 组的结果都低于 CK，说明 B、C 组处
理的基质配方相对于 A 组基质配方，更适合金银花
扦插苗的叶片生长。而 C3 是培养 30 d 后金银花扦
插苗叶片数目最多的处理，达到 15.7 片，相对 CK

图3

（14 片）、A1（A 组最优，13.7 片）和 B4（B 组最
优，15.3 片 ）， 增 幅 分 别 为 12%、15% 和 3%， 说
明 C3 复配基质的配方相对于其它配方更有利于金

2.5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 SPAD 的影响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生根数目的影响
金银花苗扦插培养 30 d 后，计数法测定其根

银花扦插苗叶片生长。

的数目，结果如图 4 所示，A 组扦插苗生根数目

2.4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 SPAD 的影响

随粉煤灰添加比例的增加呈下降趋势，组内生根

金银花苗扦插培养 30 d 后，测定顶端第 3 片

数最多的 A1，其数目仍少于 CK，B、C 组各处理

278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1 （5）
的生根数目皆高于 CK，而且随着炭化稻壳添加

CK；B、C 组的最长根长都高于 CK，两组皆随炭化

比例的增加两组都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B4 是生

稻壳添加比例的增加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B4 处

根数目最多的处理，达到 12.7 根，相对 CK（6.7

理为最优处理，其扦插苗最长根长达到 8.33 cm，相对

根 ）、A1（A 组 最 优，6.3 根 ）、C3（C 组 最 优，

CK（5.73 cm）、A2（A 组最优，5.36 cm）、C3（C 组最

10.3 根 ）， 增 幅 分 别 为 90%、101%、23%， 这 说

优，7.20 cm），增幅分别为 45%、55%、16%，这说明

明 B4 复配基质的配方相对于其它配方更有利于金

B4 复配基质对金银花扦插苗根长生长具有显著的促进

银花扦插苗生根。

作用。

图4

2.6

图5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生根数目的影响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根长（最长根）的影响

2.7

金银花苗扦插培养 30 d 后，测量最长根根长，

关性分析

不同复配基质对金银花最长根长度的影响

复配基质理化性质与金银花生长发育指标相

结果如图 5 所示，A 组复配基质的最长根长随粉煤

由表 4 可得复配基质理化性质和金银花扦插

灰添加比例的增加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均低于

苗生长发育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植物各生长发育

表4
株高
株高
生根数
最长根长

1

复配基质理化性质与金银花扦插苗生长发育指标相关性

生根数

最长根长

叶片数

SPAD

pH

容重

总孔隙度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碳

碱解氮

0.830**

0.939**

0.659**

0.745**

0.038

-0.844**

0.832**

0.807**

0.711**

-0.374**

0.548**

1

0.856**

0.670**

0.630**

0.008

-0.861**

0.872**

0.811**

0.771**

-0.239

0.662**

1

0.666**

0.738**

-0.020

-0.889**

0.883**

0.833**

0.755**

-0.311*

0.578**

1

0.611**

-0.283

-0.711**

0.725**

0.640**

0.534**

-0.041

0.781**

1

-0.151

-0.810**

0.789**

0.762**

0.593**

-0.297*

0.495**

叶片数
SPAD
pH
容重
总孔隙度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碳
碱解氮

1

0.171

-0.179

-0.044

0.282

-0.686**

-0.320*

1

-0.994**

-0.922**

-0.820**

0.263

-0.637**

0.919**

0.822**

-0.240

0.668**

1

0.803**

-0.512**

0.528**

1

-0.544**

0.494**

1

1

0.139
1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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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生根数、最长根长、株高、叶片数、SPAD）

力，其通气性也较好［24］。本研究的 3 组复配基质

之间均为极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金银花扦

中，有机碳、碱解氮含量主要来自于泥炭，而粉煤

插苗各生长发育指标存在一致性。金银花扦插苗各

灰和蛭石中的有机碳、碱解氮含量相对较低，炭化

生长指标与 pH 在试验范围的 5.60 ～ 7.60 之间不具

稻壳中虽然含有一定量的有机碳和碱解氮，但只有

有显著相关性；各生长指标与容重呈极显著负相关

泥炭的 2% 左右［14］，因此，3 组基质中的有机碳和

（P<0.01）；各生长发育指标与总孔隙度、有效磷、

碱解氮都出现因粉煤灰、炭化稻壳配比增加，含量

速效钾和碱解氮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各生

降低的现象。而因炭化稻壳中含有大量的有效磷、

长指标与有机碳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基质组成材

速效钾成分，使得 B、C 两组 10 种复配基质中，有

料差异所导致的。

效磷、速效钾的含量较高，进而有利于金银花扦插

3

苗的生长。因此，泥炭、炭化稻壳、蛭石组成的复

讨论

配基质更加有利于作物的生长，由此也验证了本研

基质栽培是利用不同的基质原材料，模拟配制
出植物生长最适应的肥力环境，其水、肥、气和热
条件均符合拟栽培植物生长需求
基质的物理特性和养分含量等

究中 B、C 组金银花扦插苗的生长效果优于 CK 和
A 组的结果。

［17］

［18-19］

，因此，复配

由此可以看出，基质的理化性质不仅影响幼苗

都会影响植物

的生长速度和质量，而且影响作物定植后的缓苗时

生长。

间和产量［25］，植物生长指标可以反映其生长状况，

3.1

复配基质物理特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容重小、总孔隙度大、有效磷、速效钾、碱解氮等

一 般 情 况 下， 园 艺 基 质 的 理 想 基 质 容 重 为

养分含量高，可以更好地促进作物的生长［26-28］。本

0.15 ～ 0.80 g/cm3， 总 孔 隙 度 为 70% ～ 90%［20］，

研究中植物各生长指标与总孔隙度、有效磷、速效

而金银花生长的过程中基质的容重和孔隙度指标尤

钾和碱解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容重呈显著负相

为重要，因有研究表明，水分胁迫能够迫使金银花

关，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在本研究中植物各生

［21］

产量降低

，所以在本研究 3 组复配的基质中，

长指标与有机碳呈负相关，这与大多数学者［26-28］

B、C 组复配基质因为有孔隙度较高、密度较低的

的研究结果相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作物不

蛭石、炭化稻壳，使得容重、总孔隙度都在理想的

同，另一方面可能是培养时间短，植物在该阶段

范围内，提升了基质的通气、保水和排水能力，进

对于养分需求不高所导致，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而有利于金银花扦插苗的生长。

验证。
本研究复配基质中采用的炭化稻壳原料来源

无土栽培基质酸碱性以中性或微酸性为佳，且
［17］

，如果基质过酸或过碱，不仅

广 泛， 储 量 丰 富， 这 相 对 于 不 可 再 生 的 泥 炭 而

会对作物根系生长造成影响，也会影响营养元素的

言，具有良好的生态性和经济性，如果能够利用

应保持相对稳定

平衡、稳定性和对作物的有效性

［22］

。不同学者对
［20］

基质的 pH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李谦盛
想 基 质 pH 值 为 5.80 ～ 7.00， 郭 世 荣

［14］

这种材料替代传统的泥炭材料，对于实现废弃物

提出理

的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另

认 为 pH

外，因本研究仅从短期内以不同基质配比对植物

值在 6.50 ～ 7.00 之间比较适合作物的生长。在本

生长指标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缺少长期验证，

研究中，3 组复配基质由于添加了 pH 值高的粉煤

所以有些内容不够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期望

［20］

、郭世

通过延长金银花栽培时间，例如延长至生殖生长

所 提 理 想 范 围 内， 但 因 忍 冬 对 pH 要 求 不

阶段，进一步研究炭化稻壳复配基质的实际应用

，因此，并未对金银花扦插苗的生长产生明

效果。

灰和炭化稻壳，使得 pH 值不在李谦盛
［14］

荣

［23］

高

显影响。
3.2

复配基质养分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4

结论

栽培基质中的养分含量因复配基质原料不同而

本研究结果表明，1）在设定的 16 种复配基质

有一定的差异（表 3），有机基质（泥炭、炭化稻

中，B4（泥炭∶细沙∶炭化稻壳 =1∶1∶4）和 C3（泥

壳）具有保水性好、蓄肥力强等优点，而无机基

炭∶细沙∶蛭石∶炭化稻壳 =1∶1∶1∶4）更适合金银

质（例如蛭石）具有较高的缓冲性和离子交换能

花扦插栽培。2）对于金银花扦插育苗而言，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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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重、适宜的孔隙度、丰富的有效态氮磷钾对其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 pH、有机碳在短期培养
过程中对植株生长的影响不显著。3）金银花的各
项生长发育指标在育苗过程中表现出极为显著的一

Cleaner Production，2020，269：122145．
［11］

陈振德，何金明，黄俊杰，等．蔬菜穴盘育苗基质的选配及
其理化特性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1998（2）：198-203．

［12］

许晨雨．炭化稻壳基质对果菜类穴盘苗生长发育及质量的影
响［D］．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7．

致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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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ound substrates and test verification on cutting propagation of Lonicera japonica
FENG Wen-qian1，2，HU Zhi-cheng1#，TU Ren-feng1，2*，YANG Run-ze1，LI Yu-xin1，JIN Yuan-yuan1，GUI Ying1，WU
Jun3，ZHU Jiang1，2（1．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6；
2．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Farml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6；3．Anhui HeMe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Hefei Anhui 230000）
Abstract：The carbonized rice husk and fly ash obtained from waste were mixed with turf，fine sand and vermiculite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to be used as the seedling substrate of Lonicera japonica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composite
substrates on cutting seedings of Lonicera japonic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groups composite substrates compounded
by carbonized rice husk，turf，fine sand and vermiculite，its bulk density was between 0.28 ～ 0.63 g/cm3，the total
porosity was between 69.51% ～ 84.90%，the pH was between 5.60 ～ 7.50，and its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in a suitable range for Lonicera japonica cutting seedlings．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otal porosity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available potassium and alkali hydrolyzable nitrogen content in the composite substrat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lant height，rooting number，longest root，leaf number and SPAD growth indicators of Lonicera
japonica cutting seedlings（P<0.01），the bulk density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growth indicators
of Lonicera japonica cutting seedlings（P<0.01），thi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composite substrate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Lonicera japonica was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substrate mixing．In brief，turf：fine sand：carbonized rice
hull（1∶1∶4）and turf：fine sand：vermiculite：carbonized rice hull（1∶1∶1∶4）were recommended as the substrate formula
for Lonicera japonia cutting seedlings.
Key words：seedling substrate；soilless cultivation；carbonized rice h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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