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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花凤仙无土栽培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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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红茶花凤仙（Impatiens balsamina）为材料，研究水培和不同配方基质对红茶花凤仙生长发育指标
的影响，以便为其无土栽培提供科学依据。试验设置 4 个处理，分别为 1:1、2:1、1:2 体积比的椰糠:泥炭组合和水
培，培养至 3 周、6 周、9 周时测定生长和开花数据。结果表明，1:2 的椰糠:泥炭处理有利于叶数、开花数、叶重、
茎重、花重、株重的增加；水培有利于株高和根重的增加，但是不利于开花；1:1 和 2:1 的椰糠:泥炭组合的营养生
长差，开花在 4 个处理中均处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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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oilless culture of Impatiens balsa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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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its soilless culture, the effects of hydroponics and different
stromas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mpatiens balsamina were studied.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four
different formulas: coconut husk: peat volume combinations of 1:1, 2:1 and 1:2 and hydroponics. The growth and
bloom of I. balsamina were determined after three, six and nine week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conut husk: peat
volume combination of 1:2 was favorable for the leaf number, flower number, leaf weight, stem weight, flower
weight and plant weight of I. balsamina, whereas hydroponics was favorable for its plant height and root weight, but
was not for its bloom. The growth of I. balsamina was poor at stromas with coconut husk: peat volume combinations
of 1:1 and 2:1, and their blooming abilities were medium among the four form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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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土栽培指的是不用天然土壤，而是用基质或
营养液栽培植物[1]，具有生长速度快、成花期短、 花
多色艳和花期长的特点，还能节约养分、水分和劳
力[2]，使家庭养花更洁净和工厂化生产更方便[3]。
基质的选择是无土栽培成功与否的关键[4-5]。泥炭是
古代的藻泽地里的动、植物残骸堆积物，含有大量
的有机质，保水保肥能力强，是一种化学性状优良
和结构稳定的栽培基质[6]。椰糠是椰子破碎后的产
物，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有利于植物吸收
养分和水分，基质的使用期长[7]。霍格兰大量元素
配方和营养液微量元素通用配方被广泛应用[8-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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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花凤仙（Impatiens balsamina）是凤仙花的
一种，形如茶花，红艳美丽，具有很高观赏价值[10]，
可种植在公园，绿地，庭院，阳台等处。此外，它
还具有药物作用，茎、叶、花均能入药，可以抗真
菌，治理灰指甲，种子可活血消炎[10]。国内至今尚
无红茶花凤仙无土栽培研究的报道。作者以泥炭、
椰糠为基质配方的原料,以霍格兰大量元素配方和
营养液微量元素通用配方配制成营养液，研究不同
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生长特性和开花特性的影响,
以期为其无土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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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

试验材料与培养条件
红茶花凤仙种子购自广州绿怡园林园艺有限公
司，所用器具有塑料盆、水培盆与培养筛。试验在
华南农业大学果园的塑料大棚内进行(夏季强光高
温时期用遮阳网遮盖大棚)。
1.2 试验营养液配方与配制
试验营养液配方采用的是 1/2 霍格兰大量元素
配方和营养液微量元素通用配方[9]。营养液配制的
方法采用的是间接配制法。分别配制成 4 种母液，
保存于 4 个试剂瓶或塑料容器中，使用时按比例稀
释混合（表 1）。工作液的配制方法是先加入所需配
制工作液的 50%左右的水，
再逐一加入混匀 A 母液、
B 母液、C 母液和 D 母液，最后定容。
1.3 穴盘育苗
育苗基质为泥炭:椰糠为 3:1, 穴盘为 72 穴的塑
料盘。将基质泥炭和椰糠混匀后，装入穴盘，浇足
底水，每穴播种 2～4 粒，覆盖基质，放入塑料大棚，
进行育苗。苗期为 30 d。苗期管理同常规生产。
1.4 试验设计
采用 4 处理 5 重复的试验设计（表 2）
。每个处
理种植 5 盆，每盆种植 3 株。营养液配方为 1/2 霍
1.1

Table 1
母液
Mother liquor
A
B
C
D

浓缩倍数
Concentration multiple
200
200
1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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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配方。营养液的浇灌方式是基质培养每周浇灌
营养液 2 次，每次每盆浇灌 1 L，盆栽静水培养每 3
周换 1 次营养液。
1.5 试验方法
水培时，将穴盘幼苗先用清水洗去基质，小心
放入种植筛中，植株用小石子固定，同时将种植筛
移入水培盆中，植株上盆以后先用清水培养 1 周，
使植物适宜水生长环境，再进行正式培养。基质培
时，首先在栽培盆先放入 1/2 的基质，小心放好穴
盘苗，再将基质量填埋至子叶处，浇足定根水。
1.6 试验过程管理
水培植物在高温晴天时水分蒸发大，需 2～3 d
补充 1 次水分到初始刻度，阴雨天植物水分蒸发较
小，5～7 d 补充 1 次水分到初始刻度，营养液浓度
下降到 50%以下时或者培养 4～5 周更换 1 次营养
液。对于基质培植物，高温晴天期间，每天浇 1 次
水，1 周浇 1 次营养液。夏季强光高温时期大棚内
盖遮阳网。
1.7 试验测定记录
试验培养到第 3 周、第 6 周及第 9 周时，每盆
取 1 株（合计 5 株）洗干净，用吸水纸吸去表面水
分，测定 5 株个体的开花数和花朵总重，第 9 周时
测定株高、株重、根重、叶片数、叶重、茎重。

表 1 母液的制备方法
The preparation method for the mother liquor
成分
Component
Ca(NO3)2. 4H2O 和 K NO3
NH4H2PO4 和 MgSO4. 7 H2O
H3BO3、MnSO4.4H2O、ZnSO4.7H2O、CuSO4.5H2O 和(NH4)6 Mo7O24.4H2O
EDTA-Na 2 和 FeSO4.7H2O
表 2 试验设计
Table 2 Experimental design

处理
Treatment

栽培种类
Cultivation type

处理 1 (T1)

基质栽培 Stroma

处理 2 (T2)
处理 3 (T3)
处理 4 (T4)

基质栽培 Stroma
基质栽培 Stroma
水培 Hydroponics

配方
Formula
椰糠：泥炭=1︰1 （体积比） +1/2 霍格兰营养液
coconut husk︰peat =1︰1(in volume combination) +1/2 hoagland solution
椰糠：泥炭=2：1 （体积比） +1/2 霍格兰营养液
椰糠：泥炭=1：2 （体积比） +1/2 霍格兰营养液
1/2 霍格兰营养液

数据分析与处理
数 据 统 计 分 析 和 作 图 由 Microsoft Excel 和
SAS9.0 软件系统完成。
1.8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形态指标的影响
2.1.1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株高的影响

在不同的处理下的平均株高为 T4>T3>T2>T1,其中
T4 显著大于其他 3 种处理(P<0.05），说明盆栽静水
培可促进株高的生长，椰糠和泥炭各 50%的基质不
利于株高生长（图 1）。
2.1.2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叶片数的影响
在不同的处理下，平均叶片数为 T3>T4> T1 和 T2，
但是各处理的差异不显著（图 2），说明泥炭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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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质栽培有利于红茶花凤仙叶片数的生长。
2.1.3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花朵数的影响
在不同的处理下，T3 处理的平均开花数显著多于其
他处理(P<0.05），比后三者多 1 倍以上（图 3）。T4
处理的平均开花数最少，不到其他处理的 60%。

2.2 不同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平均重的影响
2.2.1 不 同 处 理 方 式 对 红 茶 花 凤 仙 叶 重 的 影 响
在不同的处理下，T3 的平均叶重显著大于 T1、T2
和 T4 处理(P<0.05），比后三者大 55%以上，其余处
理的平均叶重为 T4>T1>T2（图 4）。

Figure 2

图 2 不同处理对平均叶片数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leaf number

图 3 不同处理对平均开花数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flower number

Figure 4

图 4 不同处理对平均叶重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leaf weight

图 5 不同处理对平均茎重的影响
Effec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stem weight

Figure 6

图 6 不同处理对平均根重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root weight

图 7 不同处理对平均花重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flower weight

Figure 8

图 8 不同处理对平均株重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plant weight

2.2.2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茎重的影响红
茶花凤仙的平均茎重为 T3> T1>T4>T2, 其中处理

T3 处理显著大于其他处理(P<0.05）
，
为后者的 140%
以上（图 5）
。

Figure 1

Figure 5

图 1 不同处理对平均株高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ean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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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根重的影响
红茶花凤仙的平均根重为 T4>T3>T1>T2, 其中 T4
处理显著大于其他处理(P<0.05），为其他处理的
190%以上，T2 处理显著小于其他处理(P<0.05），不
到其他处理的 75%（图 6）。
2.2.4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花重的影响
红茶花凤仙平均花重为 T3>T1>T2>T4, 其中 T4 处
理显著大于其他处理(P<0.05），为其他处理的 196%
以上，T2 处理最小，不到其他处理的 52%（图 7）。
2.2.5 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红茶花凤仙株重的影响
红茶花凤仙的平均花重为 T3>T4>T1>T2, 其中 T3
处理为其他处理的 128%以上，T2 处理显著小于 T3
和 T4 (P<0.05），不到其他处理的 80%（图 8）。

3

小结与讨论

在 T1 和 T2 处理下，红茶花凤仙的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上都没有优势，泥炭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
养分和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椰糠养分含量少，但在
调节基质物理性质上有重要作用，两者混合后可以
改善基质理化性质[11]。但是复合基质混合不当，会
造成产量及品质下降[12]。本研究中，椰糠与泥炭的
比例为 1:1 和 2:1 时，因椰糠含量过高，基质养分
难以满足红茶花凤仙对养分的要求，造成营养器官
的生长、开花数和各器官重量均小于椰糠与泥炭的
比例为 1:2 的基质。
在 T3 处理下，红茶花凤仙植株的叶片数、开
花数、叶重、茎重、花重、株重在 4 种处理中最大，
株高和根重仅次于 T4 处理，说明椰糠与泥炭的比
例为 1:2 时是最佳处理，将适量的营养丰富、保肥
性强的泥炭和保水、透气性强的椰糠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充分满足了红茶凤仙对栽培基质理化性质的
要求，所以各项指标居于前列。
在 T4 处理下的植株根系发达，株高显著大于
其他处理。叶片数，叶重，株重仅次 T3 处理，但
是花朵数和花重是 4 种处理中最差的，表明 T4 处
理下红茶花凤仙的营养生长较好，生殖生长最差。
T4 处理下虽根系发达，株高显著，但是全株重却不
及 T3，说明 T4 处理的植株有徒长趋势，不如 T3
处理的植株健壮。T4 处理下根系发达的原因在于营
养液的养分不如基质充足，植物会通过增加根生物
量分配而提高对养分的吸收能力[13]。由于红茶花凤
仙在营养生长中消耗了营养液中的大量养分，剩余
养分不足以满足红茶花凤仙生殖生长或开花所需，
造成其花朵数少和花重量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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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对红茶花凤仙各项生长发育指标影响
程度不同, 采用单一的指标评价是不科学的[15]，需
要对不同处理下的红茶花凤仙生长发育状况进行综
合评价。对观赏花卉来说，花多、花大、花艳、花
期长是生产的最终目标[16]，综合评价中开花数和花
重应居于首要位置。在椰糠:泥炭为 1:2 处理下，多
项指标优于其他处理，特别花多花重，是较理想的
红茶花凤仙的无土栽培基质，可在生产应用中借鉴
与推广。
花卉生长发育与其栽培基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工基质比自然基质能更有效地控制养分，协调水
肥气热的供应，可减少植物病虫害等。单一基质可
能具有某些不足，如泥炭的再吸水能力较差、酸性
较强，椰糠的含盐量过高等，采用混合基质合理搭
配可以克服这些缺点，显著提高花卉植物的产量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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