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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柄小叶榕 云蚤糟怎泽 糟燥灶糟蚤灶灶葬 增葬则援 泽怎遭泽藻泽泽蚤造蚤泽 是小叶榕 云蚤糟怎泽 糟燥灶糟蚤灶灶葬 的一个变种袁 耐低温袁 耐盐碱袁
是热带尧 亚热带地区常见的重要园林景观树种咱员暂 袁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尧 广西尧 广东等省

渊自治区冤袁 是温州市的市树遥 因此袁 开发乡土树种要要要无柄小叶榕的市场前景广阔遥 由于目前无柄

小叶榕的种苗严重缺乏袁 城市绿化种苗需从南方调运袁 再加上裸根苗造林或苗圃栽植的成活率较低袁
采用容器育苗是提高造林成活率的一条捷径咱圆暂 遥 容器育苗的基质是苗木成活和生长发育的养分和水

分基础袁 是决定苗木质量的关键因素袁 如何选择和配制好基质袁 对容器育苗的成败起决定作用遥 自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以来袁 国内学者对不同树种容器苗的培养基质等进行了研究咱猿 原 愿暂 袁 然而袁 以往以森林

腐殖质土尧 火烧土和黄心土为主袁 添加树皮粉尧 有机肥料作为基质袁 大多仍属于半轻型基质袁 质量较

大袁 不便运输与机械化作业袁 而以质地疏松尧 质量较轻的有机质为主配制轻型基质配方研究尚少见袁
并且袁 无柄小叶榕的容器育苗基质配方研究尚未见报道遥 因此袁 此研究从配方基质入手袁 结合浙江省

实际情况与机械化操作需要袁 筛选质轻易得的配方基质袁 以解决种苗亏缺袁 提高造林成效遥
员摇 材料和方法

员郾 员摇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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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遥 圆园园远 年 源 月 远 日挑选苗高尧 地径基本一致袁 叶片数达 源 片的小苗移栽到各个试验处理的网袋中遥
育苗基质院 泥炭土为东北产袁 经晒干尧 粉碎尧 过筛袁 纤维长约为 缘 皂皂 曰 珍珠岩系上海强威公司提

供袁 过筛渊囟 越缘 皂皂冤遥 木屑采用当地木材加工厂的锯屑袁 经腐熟处理曰 稻谷壳系当地农业废弃物袁
经炭化处理遥 容器的种类和规格院 试验容器采用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提供一整套工厂化育苗容器袋

生产设备生产的可降解的无纺布网袋袁 规格 源缘 皂皂 渊凿冤 伊 员园园 皂皂 渊澡冤遥
员郾 圆摇 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亚热带植物种苗创新基地内袁 整个试

验安排在基地的连幢塑料温室大棚内进行遥 基质配方采用喳源袁 猿札单形重心混料试验设计咱怨暂 渊表 员冤袁
另在试验的基质中均添加质量分数为 猿 早窑噪早 原员的缓效肥遥 圆园园远 年 源 月 员 日至 圆园园远 年 远 月 猿园 日袁 每隔

员缘 凿 进行生长监测袁 每次随机抽取 猿园 株袁 测量苗高尧 地径等生长指标遥 选取 猿 株测全株鲜质量袁 并

经 苑园 益烘干袁 称干质量遥 苗木品质指数咱员员暂 渊匝陨冤 越苗木总干质量 辕 咱渊苗高 辕地径冤 垣 渊茎干质量 辕根干质

量冤暂遥 采用多目标决策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咱员圆暂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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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摇 不同基质配方对无柄小叶榕容器苗形态指标的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渊表 圆冤袁 不同基质配方对无柄小叶榕容器苗的高生长量尧 地径和高径比差异达

到极显著水平遥 其中袁 孕远 和 孕愿 基质配方的苗高及地径都要高于其他配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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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说明院 以上数据为 圆园园远 年 远 月 猿园 日测得的形态指标遥 云园郾 园缘 渊员源袁 源猿远冤 越 圆郾 园员袁 云园郾 园员 渊员源袁 源猿远冤 越 圆郾 苑遥

圆郾 圆摇 不同基质配方对无柄小叶榕容器苗生物量的影响

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渊表 猿冤袁 不同基质配方的无柄小叶榕 远 月 猿园 日容器苗平均单株鲜质量尧 地

上鲜质量尧 地下鲜质量尧 干质量尧 地下鲜质量尧 地下干质量生长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遥
圆郾 猿摇 不同基质配方对无柄小叶榕容器苗苗木品质指数的影响

苗木品质指数咱员园暂是综合了数个指标所得出的袁 比较全面地反应了苗木的品质好坏遥 苗木高径比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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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摇 不同基质配方无柄小叶榕生物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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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远 缘郾 苑园 源郾 圆怨 员郾 源员 员郾 园苑 园郾 苑怨 园郾 圆愿
孕苑 源郾 缘怨 猿郾 远远 园郾 怨猿 园郾 愿圆 园郾 远猿 园郾 员怨
孕愿 缘郾 猿圆 源郾 圆员 员郾 员员 员郾 园源 园郾 愿园 园郾 圆源
孕怨 猿郾 猿员 圆郾 源圆 园郾 愿怨 园郾 缘愿 园郾 源圆 园郾 员远
孕员园 远郾 源愿 缘郾 猿员 员郾 员苑 员郾 圆愿 员郾 园猿 园郾 圆缘
孕员员 圆郾 远猿 员郾 怨怨 园郾 远源 园郾 缘员 园郾 猿愿 园郾 员猿
孕员圆 园郾 缘园 园郾 猿缘 园郾 员缘 园郾 员员 园郾 园苑 园郾 园源
孕员猿 员郾 远愿 员郾 猿缘 园郾 猿猿 园郾 猿圆 园郾 圆缘 园郾 园苑
孕员源 猿郾 猿猿 圆郾 远怨 园郾 远源 园郾 远猿 园郾 缘园 园郾 员猿
孕员缘 员郾 远园 员郾 猿圆 园郾 圆愿 园郾 圆缘 园郾 圆园 园郾 园缘
云 苑圆郾 怨员 员园园郾 苑苑 员猿郾 苑员 缘圆郾 圆圆 远远郾 园园 员远郾 苑圆

摇 摇 说明院 以上数据为 圆园园远 年 远 月 猿园 日测得生物量指标遥 云园郾 园缘 渊员源袁 源猿远冤 越 圆郾 园员袁 云园郾 园员 渊员源袁 源猿远冤 越 圆郾 苑遥

图 员摇 不同基质的无柄小叶榕容器

苗苗木品质指数
云蚤早怎则藻员摇 杂藻藻凿造蚤灶早 择怎葬造蚤贼赠 蚤灶凿藻曾 枣燥则 云蚤糟怎泽 糟燥灶糟蚤灶灶葬 增葬则援 泽怎遭泽藻泽泽蚤造蚤泽

糟燥灶贼葬蚤灶藻则 泽藻藻凿造蚤灶早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泽怎遭泽贼则葬贼藻 枣燥则皂怎造葬

茎根比越小袁 总干质量越大袁 品质指数越高袁 苗木

品质也越好遥 由图 员 可见袁 不同基质配方的小叶榕

容器苗苗木质量系数有差异遥 其中袁 在 孕员园 基质配

方上生长的苗木品质指数 大渊约 园郾 员源冤袁 孕猿 号基

质上生长情况 差渊约 园郾 园圆冤袁 从大到小的顺序是院
孕员园 跃 孕缘 跃 孕远 跃 孕愿 跃 孕员 跃 孕苑 跃 孕圆 跃 孕源 跃 孕员源 跃 孕怨 跃
孕员员 跃 孕员猿 跃 孕员圆 跃 孕员缘 跃 孕猿袁 可见 孕员园 基质更适宜苗

木生长遥 其次为 孕缘袁 孕远 和 孕愿 较为良好遥
圆郾 源摇 最佳基质组合的筛选

根据以上的各项指标的分析结果袁 不同基质配

方对无柄小叶榕容器苗苗高尧 地径尧 生物量和品质

指数等指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遥 但各项指标的

差异情况各不相同遥 因此袁 为了全面和科学地评价

不同基质类型的容器苗优劣袁 选择苗木生长指标尧
苗木生物量指标和苗木品质指标袁 应用多目标决策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和决策咱员员暂 袁 以便筛选出 佳的

基质配方遥
从表 源 可以看出袁 各基质配方中 孕员园 基质综合评价分数 高渊评价值为 园郾 怨圆员 远冤袁 为 优配方袁

孕远 基质为次优配方渊评价值为 园郾 怨园苑 园冤袁 而 孕猿 基质配方 差渊评价值仅为 园郾 员园园 园冤遥
猿摇 讨论

试验的 员缘 种轻型基质配方质地疏松袁 质量轻袁 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持水能力和袁 有机质含量高遥
不同基质配方对无柄小叶榕 猿 个多月的苗龄的苗高尧 地径尧 单株鲜生物量尧 地上鲜生物量尧 地下鲜生

猿园源摇 第 圆缘 卷第 猿 期 林摇 霞等院 无柄小叶榕容器育苗轻型基质配方筛选 摇



表 源摇 不同基质下的无柄小叶榕容器苗效益指标测定值与综合评价值计算
栽葬遭造藻 源摇 月藻灶藻枣蚤贼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皂藻凿蚤怎皂泽 葬灶凿 贼澡藻 糟葬造糟怎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糟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遭藻灶藻枣蚤贼

基质配方
效益指标测定值

灾员 渊权重 园郾 圆圆冤 灾圆 渊权重 园郾 圆源冤 灾猿 渊权重 园郾 猿园冤 灾源 渊权重 园郾 圆源冤 综合评价值 优劣排序

孕员 园郾 远员 园郾 远苑 园郾 远远 园郾 缘愿 园郾 远猿圆 圆 苑
孕圆 园郾 缘缘 园郾 缘猿 园郾 远员 园郾 缘缘 园郾 缘远猿 圆 怨
孕猿 园郾 员园 园郾 员园 园郾 员园 园郾 员园 园郾 员园园 园 员缘
孕源 园郾 愿圆 园郾 怨猿 园郾 源远 园郾 源愿 园郾 远缘远 愿 远
孕缘 园郾 怨员 园郾 愿员 园郾 愿愿 园郾 怨源 园郾 愿愿源 圆 猿
孕远 员郾 园园 员郾 园园 园郾 愿员 园郾 愿缘 园郾 怨园苑 园 圆
孕苑 园郾 愿源 园郾 愿苑 园郾 远源 园郾 远远 园郾 苑源源 园 缘
孕愿 园郾 怨怨 园郾 怨猿 园郾 苑源 园郾 愿圆 园郾 愿缘怨 愿 源
孕怨 园郾 远猿 园郾 源愿 园郾 源圆 园郾 源愿 园郾 源怨缘 园 员员
孕员园 园郾 愿源 园郾 愿圆 员郾 园园 员郾 园园 园郾 怨圆员 远 员
孕员员 园郾 远缘 园郾 远远 园郾 源员 园郾 源猿 园郾 缘圆苑 远 员园
孕员圆 园郾 员缘 园郾 圆猿 园郾 圆园 园郾 员源 园郾 员愿员 愿 员源
孕员猿 园郾 源苑 园郾 源源 园郾 圆缘 园郾 圆怨 园郾 猿缘猿 远 员猿
孕员源 园郾 苑员 园郾 远源 园郾 源缘 园郾 缘圆 园郾 缘远怨 远 愿
孕员缘 园郾 缘员 园郾 缘缘 园郾 员愿 园郾 圆源 园郾 猿缘缘 愿 员圆

物量尧 单株干生物量尧 地下干生物量和地上干生物量的影响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遥 从所测的指标来

看袁 可以将 员缘 种配方划分为 猿 种生长类型院 孕员袁 孕缘袁 孕远袁 孕苑袁 孕愿 和 孕员园 基质配方的容器苗生长表现

良好为促进型袁 孕猿袁 孕员圆袁 孕员猿 和 孕员缘 为抑制型曰 而 孕圆袁 孕源袁 孕怨袁 孕员员 和 孕员源 为中间型遥 通过多目标

决策的综合评价袁 孕员园 基质的综合评价值 高袁 为 佳配方袁 与苗木品质指数结果一致袁 其次是 孕远
基质遥 结果认为泥炭土颐 珍珠岩颐 木屑 越 园郾 源远 颐 园郾 圆苑 颐 园郾 圆苑 或泥炭土颐 珍珠岩 越 园郾 远 颐 园郾 源 渊均为体积

比冤的基质配方为佳袁 可以推广使用遥 若考虑生产成本袁 固 孕员园 基质增加农林废气物的利用袁 成本较

低袁 经济实惠袁 更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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