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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枸杞枝条粉作为栽培基质的可行性，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以发酵好的枸杞枝条粉为主料，

研究枸杞枝条粉与蛭石、草炭混配基质为栽培基质对黄瓜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

∶蛭石＝５∶２∶３和６∶２∶２基质的干体积质量、总孔隙度、通气孔隙、持水孔隙、气水比与ＣＫ基质接近，且

能显著提高黄瓜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光合效率、功能叶片ＰＳＩＩ潜在活性及光能转化效率，与ＣＫ基质存在无显

著差异；与ＣＫ相比，这２个处理黄瓜的长度、直径、单果质量及产量等也表现良好。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

蛭石＝５∶２∶３和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６∶２∶２混配基质是黄瓜基质栽培的适宜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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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质栽培已成为现代化新型高效农业的基础，

国外设施园艺９０％以上是采用基质栽培模式，国内

设施园艺发展采用基质栽培模式也持续升温，世界

上普遍应用的基质是草炭，但草炭是不可再生资源，

大量开采会破坏湿地环境，加剧温室效应［１］。因此，

利用地方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开发经济环保型的国产

基质成为设施园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随着农业

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一、

二、三产业副产品或废弃物的排放量呈现日益增长

的态势，譬如畜禽粪便、秸秆、每年平茬或修剪的灌

木枝条，其合理利用与管理仍是我国高度关注的农

业和环境问题［１－２］。宁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为

枸杞生长提供了全国最优越的自然环境，素有“天下

黄河富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的美誉，据统计，宁夏

现有枸杞种植面积达５．３３万ｈｍ２ 以上，且逐年增

加，据估算年剪枝量达２０万ｔ以上，仅少量焚烧后

用于防沙造林或者插扦育苗，丰富的可再生的枸杞

资源需要后续产业的开发。而作为栽培基质前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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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生物菌剂、碳氮比、氮源类型及比例对枸杞枝条

粉基质化发酵指标进行了较多研究［３－５］，但关于枸

杞枝条基质与蔬菜生长间的关系的研究鲜有报道。

为此，本研究以西北内陆地区贮量极为丰富的枸杞

枝条栽培基质为主料，定期测定基质的物理性状及

黄瓜生长发育指标，探讨枸杞枝条粉基质栽培黄瓜

的可行性，以期为枸杞产业生物质循环开发利用探

索新的发展模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基地日光温室

内进行，设施结构是典型宁夏二代型日光温室 （温

室面积为４２０ｍ２，长６０ｍ，宽７ｍ），供试黄瓜品

种 “德尔１００”购自天津德瑞特公司，栽培方式为

地上式砖槽式栽培模式，此区年均气温为９．０℃，

最热月均温２３．５℃，最冷月均温－７．９℃，年降水

量１９８ｍｍ，年日照时数２８９８～３０４０ｈ。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７］，共设５个处

理 ［Ｔ１：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５∶１∶４

（体积比），Ｔ２：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５

∶２∶３，Ｔ３：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６∶

２∶２，Ｔ４：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７∶１

∶２，Ｔ５：ＣＫ （草炭∶珍珠岩＝２∶１）］，每处理３

次重复。黄瓜生长期间不同处理水肥管理均为黄瓜

定植后每天滴灌０．３～０．４Ｌ·株
－１的水，结果期

每天滴灌０．８～１．０Ｌ·株
－１的水，追肥从定植后

２５ｄ开始，每７～１０ｄ每６６７ｍ
２ 随水追施魔力丰

全营养液肥１０ｋｇ，直到黄瓜拉秧前１５ｄ停止追

肥，１１月初进入采收期，平均３ｄ采收１次并测

产，直至拉秧，其他管理与常规生产一致，于１月

２０日拉秋。试验所用枸杞枝条发酵粉，是枸杞春

季修剪后的枝条经粉碎至０．３～０．５ｃｍ后，每立方

米原料中加入苦豆子茎秆粉０．２５ｍ３，尿素７ｋｇ，

水分保持在６０％～６５％，并配合专用粗纤维素降

解发酵助剂高温有氧发酵８０ｄ而成。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物理性状测定：（１）采用环刀法测定，即取自

然风干的基质装满体积为１１２ｃｍ３环刀 （环刀质量

犠０）中，称质量 （犠１），水中浸泡２４ｈ后，称质

量 （犠２），环刀水分自由沥干后再称质量 （犠３）。

按以下公式计算各基质理化性状指标［８］：干体积质

量＝ （犠１－犠０）／１１２；总孔隙度／％＝ （犠２－

犠１）／１１２×１００％；通气孔隙／％＝ （犠２－犠３）／

１１２×１００％；持水孔隙＝总孔隙度－通气孔隙；大

小孔隙比＝通气孔隙／持水孔隙。（２）体积收缩率：

与黄瓜栽培试验结束后，每试验处理选取１０个点

测定基质下降高度，并计算基质体积收缩率。

叶绿素、气体交换及叶绿素荧光测定：于黄瓜

结果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日），

每处理选取壮龄叶１０片 （从上到下最大叶片），在

晴天上午光照强度为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ｌｘ，叶片温度为

２０～２１℃环境下进行叶绿素含量、光合速率及荧光

的测定，重复３次。其中，叶绿素采用便携式

ＳＰＡＤ５０２叶绿素仪测定，光合速率 （Ｐｎ）采用

ＴＰＳ２便携式光合仪测定，叶绿素荧光采用连续激

发式 ＨａｎｄｙＰＥＡ荧光仪测定。

产量测定：自结瓜开始，每２～３ｄ采收１次，

并称质量计产量，至拉秧结束。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处理均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７．０５ＤＰＳ统计软件

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瓜定植后不同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地温的变化

黄瓜定植后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和草炭基质

１０ｃｍ处地温经连续３０ｄ内定期的监测图１可以看

出，枸杞有机复合基质与草炭对照基质内地温变化

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这与环境温度变化一

致，较对照草炭基质相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在黄

瓜定植后３０ｄ内地温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且与对

照间无显著差异，基质地温稳定在１７～２３℃，在

黄瓜适宜生长地温在２０～３０℃内。说明枸杞有机

复合基质经过８０ｄ高温有氧发酵后栽培黄瓜未发

生２次发酵，其在栽培黄瓜前已发酵腐熟。

２２　黄瓜栽培前后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的

物理性状变化

由表１可以看出，栽培黄瓜前后不同配比枸杞

有机复合基质的物理性状发生较大变化，黄瓜收获

后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干容重和持水孔隙均

高于定植前，黄瓜收获后干容重大小顺序依次为

Ｔ２＞Ｔ３＞Ｔ５＞Ｔ１＞Ｔ４，持水孔隙大小顺序为Ｔ５

＞Ｔ２＞Ｔ３＞Ｔ１＞Ｔ４，经方差及多重比较分析，不

同处理对黄瓜收获后枸杞有机复合基质有显著影

响，以Ｔ２干容重最重，其次是 Ｔ３，两处理间无

显著性差异，但均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持

水孔隙Ｔ５、Ｔ２、Ｔ３三者较高，处理间无显著性

差异，但均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较黄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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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前，基质总孔隙度和通气孔隙均呈降低趋势，其

大小顺序均依次为Ｔ５＞ Ｔ２＞Ｔ３＞Ｔ１＞Ｔ４，经方

差及多重比较分析，不同处理对黄瓜收获后枸杞有

机复合基质有显著影响，以Ｔ５总孔隙度和通气孔

隙最大，其次是Ｔ２，再次是Ｔ３，处理间存在显著

性差异；基质大小孔隙比较定植前均降低；栽培试

验结束后不同配方基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体积收

缩，枸杞有机复合基质的体积收缩率均显著高于对

照基质。总体来看，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在

黄瓜栽培前后的理化性质发生一定改变，但各指标

均在适宜范围内［９－１０］，为黄瓜根系发育提供了不

同的栽培条件。

图１　枸杞有机复合基质栽培黄瓜后基质地温的变化

犉犻犵．１　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犿犲犱犻犪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犉犠犅犘

注：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Ｄｕｃａｎ新复极差法比较差异达极显著

（犘＜０．０１）或显著 （犘＜０．０５）水平。下图同。

表１　不同枸杞枝条粉复合基质的物理性状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犉犠犅犘

处理
干体积质量／（ｇ·ｃｍ－３） 总孔隙度／％ 通气孔隙／％ 持水孔隙／％ 大小孔隙比

种植前 收获后 种植前 收获后 种植前 收获后 种植前 收获后 种植前 收获后

体积收缩率

／％

Ｔ１
０．１９±

０．０１１ａ

０．２２±

０．０１１ｂ

６３．１５±

０．７８８ｃ

６０．４８±

０．２３２ｃ

１７．５０±

０．１５５ｂ

１４．３４±

０．１００ｃ

４５．６５±

０．７２０ａｂ

４６．２７±

０．０１８ｂ

０．３８±

０．００８ｂ

０．３１±

０．０１７ｂ

８．１２±

０．０５０ｂ

Ｔ２
０．２０±

０．０１２ａ

０．２８±

０．０１４ａ

６４．８１±

０．７０９ａｂ

６３．８５±

０．２００ａｂ

１７．２１±

０．１９０ｃ

１５．８４±

０．１２４ｂ

４７．６０±

０．１２５ａ

４８．００±

０．０１８ａ

０．３７±

０．０１０ｂ

０．３４±

０．００３ａｂ

７．７３±

０．１３４ｃ

Ｔ３
０．２２±

０．０１３ａ

０．２７±

０．０１３ａ

６４．０３±

０．５７５ａｂ

６２．９３±

０．３８９ｂ

１７．１２±

０．０９７ｃ

１５．７５±

０．１２３ｂ

４６．９１±

０．６８０ａ

４７．１８±

０．０１８ａ

０．３６±

０．００３ｂ

０．３３±

０．００５ａｂ

７．７６±

０．３１８ｃ

Ｔ４
０．１８±

０．０１２ａ

０．２１±

０．０１４ｂ

６１．５７±

０．６２４ｃ

５９．２８±

０．１９９ｄ

１７．９８±

０．０７０ｂ

１４．２０±

０．１６５ｃ

４３．５９±

０．６２０ｂ

４４．９４±

０．０１８ｂ

０．４１±

０．００６ａ

０．３２±

０．００６ｂ

８．６０±

０．０３５ａ

Ｔ５
０．２２±

０．０１１ａ

０．２４±

０．０１３ｂ

６５．７４±

０．５２３ａ

６４．７７±

０．３６９ａ

１８．０４±

０．２６９ａ

１７．３４±

０．２６８ａ

４７．６９±

０．４３５ａ

４８．１０±

０．０１８ａ

０．３８±

０．０１１ｂ

０．３６±

０．００６ａ

６．７８±

０．００６ｄ

适宜范围 ０．１～０．８ ６５～９０ ２０左右 － １∶２～１∶４ －

注：多重比较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新复极差法，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大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２３　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对黄瓜结果期叶

绿素及气体交换指标的影响

由图２Ａ可以看出，不同枸杞发酵物基质配

比对结果期黄瓜叶绿素影响不同，但变化趋势大体

一致，均随着生育进程呈先升高后降低的总趋势，

叶绿素含量大小顺序依次为Ｔ５＞Ｔ２＞Ｔ３＞Ｔ１＞

Ｔ４。经方差及多重比较分析表明：不同处理对结

果期黄瓜叶绿素含量有显著影响，以Ｔ５、Ｔ２、Ｔ３

黄瓜叶片的叶绿素含量较高，三处理间无显著性差

异，但均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以Ｔ４处理

最低。说明枸杞有机复合基质以枸杞枝条发酵粉∶

草炭∶蛭石＝５∶２∶３和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

蛭石＝６∶２∶２这两个配方与对照草炭基质相近，

更有利于提高黄瓜叶片的叶绿素含量。

由图２Ｂ和图３Ａ可以看出，不同配比枸杞有

机复合基质对黄瓜结果期功能光合速率 （Ｐｎ）变

化趋势与叶绿素含量变化相似，仍以Ｔ５处理黄瓜

的Ｐｎ最高，其次是Ｔ２，两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

均与Ｔ１和Ｔ４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配比枸

杞有机复合基质对黄瓜结果期蒸腾速率 （Ｔｒ）的

影响仍以Ｔ５、Ｔ２、Ｔ３处理黄瓜的Ｔｒ较高，三处

理间无显著性差异，均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

异；说明枸杞有机复合基质以枸杞枝条发酵粉∶草

炭∶蛭石＝５∶２∶３和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

石＝６∶２∶２这两个配方更有利于提高黄瓜叶片的

光合效率。

胞间ＣＯ２浓度 （Ｃｉ）是光合气体交换过程中一

个十分重要的参数，作为其来源的外界ＣＯ２浓度、

气孔导度和叶片光合碳同化均会产生重要影响［１２］。

由图３Ｂ可以看出，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对

黄瓜盛果期功能胞间ＣＯ２浓度 （Ｃｉ）表现出与光合

速率 （Ｐｎ）和蒸腾速率 （Ｔｒ）不同的响应态势，

随着生育进程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结果盛期

降到低谷，总体Ｃｉ大小顺序为Ｔ２＞Ｔ５＞Ｔ３＞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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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以Ｔ２处理黄瓜的Ｃｉ最高，其次是Ｔ５，以

Ｔ４处理最低，但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相较而言，

枸杞有机复合基质以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

＝５∶２∶３和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６∶２

∶２这２个配方较优。

图２　不同配比枸杞基质对黄瓜结果期功能叶叶绿素及光合速率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狅狀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犾犲犪犳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犪狀犱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狉犪狋犲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狆犾犪狀狋狊

犱狌狉犻狀犵犳狉狌犻狋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图３　不同配比枸杞基质对黄瓜结果期功能叶蒸腾速率和胞间ＣＯ２ 浓度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狅狀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犾犲犪犳狋狉犪狀狊狆犻狉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犮犲犾犾狌犾犪狉犆犗２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

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狆犾犪狀狋狊犱狌狉犻狀犵犳狉狌犻狋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２４　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对黄瓜结果期叶

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ＰＳⅡ的原初光能转化学效率 （Ｆｖ／Ｆｍ），其大

小反映了ＰＳⅡ反应中心内光能转换效率，是研究

光合作用抑制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Ｆｖ／Ｆｏ是表

明光化学反应状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

ＰＳＩＩ反应中心的潜在活性。图４可以看出，基质

栽培黄瓜叶片的Ｆｖ／Ｆｍ和Ｆｖ／Ｆｏ均随着生育进程

变化不大，说明黄瓜叶片的Ｆｖ／Ｆｍ不易受生长进

程和环境条件的影响，Ｆｖ／Ｆｍ和Ｆｖ／Ｆｏ大小顺序

依次为Ｔ５＞Ｔ３＞Ｔ２＞Ｔ４＞Ｔ１。经方差及多重比

较分析表明：不同处理对结果期黄瓜 Ｆｖ／Ｆｍ 和

Ｆｖ／Ｆｏ含量有显著影响，以 Ｔ５、Ｔ２、Ｔ３黄瓜叶

片的叶绿素含量较高，三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均

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以Ｔ１处理最低。说

明枸杞有机复合基质以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

石＝５∶２∶３和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６

∶２∶２这两个配方更有利于提高黄瓜叶片光能转

化能力，潜在活性中心，从而提高了光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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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配比枸杞基质对黄瓜结果期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狑犻狋犺狏犪狉犻犲犱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犾犲犪犳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

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狆犾犪狀狋狊犱狌狉犻狀犵犳狉狌犻狋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２５　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对黄瓜果实形态

指标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２可以看出，枸杞基质中添加草炭比例在

１４．２９％～４０．００％内，随着草炭比例的增加黄瓜瓜

长、瓜直径、瓜数、单果质量及产量呈上升趋势，

瓜长大小顺序为Ｔ２＞ Ｔ５＞ Ｔ３＞ Ｔ１＞ Ｔ４，瓜直

径大小顺序为Ｔ２＞ Ｔ５＞Ｔ３＞ Ｔ１＞ Ｔ４，瓜数、

单果质量及产量大小顺序为Ｔ５＞Ｔ２＞Ｔ３＞ Ｔ１＞

Ｔ４。方差及多重比较分析表明 （表３）：不同配比

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处理２ （添加草炭比例为４０％）

和处理３ （添加草炭粪比例为２５％）黄瓜瓜长和瓜

直径与对照处理Ｔ５较接近，但所有处理间未达到

显著差异；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处理２ （添

加草炭比例为４０％）和处理３ （添加草炭粪比例为

２５％）黄瓜瓜数、单果质量及产量与对照处理Ｔ５

较接近，且三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均与处理Ｔ１和

处理Ｔ４存在显著差异。可见枸杞有机复合基质以

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５∶２∶３和枸杞枝

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６∶２∶２这２个配方更有

利于提高黄瓜产量的提高。

表２　不同配比枸杞有机复合基质对黄瓜果实形态指标及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狑犻狋犺狏犪狉犻犲犱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犳狉狌犻狋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狊

处理 长度／ｃｍ 直径／ｃｍ 瓜数／个 单果质量／ｇ
产量

／（ｋｇ·ｈｍ－２
）

Ｔ１ ２６．８４±１．１３ａ ３．１０±０．１２ｂ ９．８３±０．６５ｂ ２１１．３５±１１．２５ｂ ６７１００．００±２２．３５ｂ

Ｔ２ ２８．８５±１．１１ａ ３．４１±０．１３ａ １０．３０±０．５９ａ ２３０．３９±１０．６９ａ ７２１６０．００±２１．３６ａ

Ｔ３ ２８．５０±１．１３ａ ３．３０±０．１２ａ １０．２０±０．５１ａ ２２７．９２±１２．４５ａ ７１８６５．００±２３．７５ａ

Ｔ４ ２６．６７±１．３１ａ ３．０２±０．１３ｂ ９．７０±０．６１ｂ ２０９．４３±１１．４２ｂ ６６０６５．００±２２．１９ｂ

Ｔ５ ２８．４３±１．１０ａ ３．３３±０．１１ａ １０．３２±０．６６ａ ２３４．５４±１１．０３ａ ７２３７５．００±２１．９５ａ

３　讨论与结论

栽培基质的理化性状是决定能否获得高产、高

效的关键。单质基质常在容重、孔隙度、小孔隙比

等指标不能满足作物健壮生长的需求，因而适宜基

质种类和配方比例对于基质栽培非常关键。郭世

荣［９］和蒋卫杰等［１０］认为，栽培基质的容重在０．１～

０．８ｇ·ｃｍ
－３，总孔隙度在５５％～９５％，通气孔隙

应在２０％左右，大小孔隙比保持在１∶２～１∶４范

围内栽培作物效果较好。本试验中，较黄瓜定植

前，基质干容重和持水孔隙呈现增加趋势，总孔隙

度和通气孔隙均呈降低趋势，这与栽培黄瓜中枸杞

有机复配基质不断被微生物分解及矿质化有关，各

个处理的容重在０．１８～０．２９ｇ·ｃｍ
－３、总孔隙度

在５９．０４％～６５．７４％，大小孔隙比保持在０．２８～

０．４１，说明枸杞有机复配基质基本物理性能指标均

接近ＣＫ基质，且符合郭世荣
［９］和蒋卫杰等［１０］提

出的理想基质的范围内。

作物产量的增加依赖于叶片光合效率的改善和

光合速率的提高。光合作用是植物有机物质积累、

７０３１第１２期 冯海萍等：不同枸杞枝条粉含量的栽培基质对黄瓜生长发育的影响



生长发育的基础，受植物本身生理特性和环境因素

的共同影响，其中栽培环境是影响光合生理过程的

重要因素，植物光合能力的差异可通过光合及荧光

指标综合反映［１１］。植物叶片的净光合速率、蒸腾

速率、气孔导度和胞间ＣＯ２浓度是反应植物光合作

用强弱的主要参数，通过这些参数进而可以判断植

物的生长发育状况［１２］。研究表明，有机基质可以明

显提高番茄叶片的净光合速率和胞间ＣＯ２浓度
［１３］，

也有研究表明，合理的基质配比能提高黄瓜叶片的

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胞间 ＣＯ２浓

度［１４］。本试验结果也证明了枸杞枝条基质配比较

合理时其结果期黄瓜叶片各光合参数较高，且以枸

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５∶２∶３为栽培黄瓜

基质配方更有利于提高黄瓜叶片的光合效率。

植物体内发出的叶绿素荧光信号包含着丰富的

光合作用信息，叶绿素荧光与光合作用紧密相关，

叶绿素荧光诱导动力学的参数是反映植物叶片光合

作用 （ＰＳⅡ途径）的重要指标
［１５］。利用叶绿素荧

光能够有效探测有关植物生长发育与营养状况的许

多信息［１６－１７］，可以有效分析环境因子对光合作用

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枸杞枝条发酵粉中添加

鸡粪后对黄瓜盛果期功能叶片的Ｆｖ／Ｆｍ和Ｆｖ／Ｆｏ

影响显著，且以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比例

为５∶２∶３和６∶２∶２这２个为栽培黄瓜基质配方

效果较好，更有利于提高黄瓜叶片光能转化能力和

潜在活性中心，从而提高了光合效率。

蔬菜的产量是决定农民收入的根本，在评价某

种栽培基质优异与否时，产量是最主要的标准。选

择作物适宜的栽培基质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马

超［１８］研究了腐叶、田园土、珍珠岩、河沙、稻壳、

猪粪、牛粪作为试材，设置４种基质配方，其中８

份腐叶与２份堆肥混合而成的基质栽培小南瓜、青

花菜、胡萝卜和香菜等蔬菜产量是常规菜田产量的

１５７％，明显提高了蔬菜产量。本试验结果也证明

了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比例为５∶２∶３和

６∶２∶２黄瓜的长度、直径、单果质量及产量等方

面都表现出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枸杞枝条发酵粉∶草炭∶蛭石比例

为５∶２∶３和６∶２∶２为最适黄瓜栽培基质配比，

说明将枸杞枝条发酵粉作为栽培黄瓜基质是可行

的，但这一配比是否在栽培番茄、茄子、辣椒、西

瓜、甜瓜等瓜果类中的表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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