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 热线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18/5/15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忻才康

立柱式蔬菜无土栽培
［热线答疑］

蔬菜烂根原因
及解决方法

蔬菜烂根特别是在育苗
期有很多烂根现象，影响秧
苗的正常生长，烂根的原因
主要有：一是气温、地温较
低；二是光照不足；三是育
苗床内湿度又大； 四是苗床
又不易通风换气，从而导致
秧苗生长衰弱，很容易发生
烂根现象，一般表现症状为
根部呈锈色腐烂，幼苗出土
后生长缓慢不发生新根，有
的甚至停止生长，叶色灰
绿，并逐渐变黄，造成全株
萎蔫死亡。
一般解决的方法有：
增施有机肥。腐熟有机
肥，特别是热性农家肥不但
可以提高幼苗抗病能力，还
可以提高苗床土温，降低发
病率。育苗前，在苗床内将
腐熟细碎的热性农家肥与床
土按 5:1 的比例拌和均匀作为
育苗土，苗床内尽量少施氮
素化肥做底肥。注意：有机
肥应充分腐熟，最好用专业
发 酵 剂 （如 金 宝 贝 发 酵 剂）
处理，以免发生“烧苗”和
养分大量流失现象。
控制浇水量。在大棚或
温室等保护地育苗时，一般
苗床不明显干旱(表土手握不
散团)时不浇水；明显干旱时
浇水量也不宜过大。
注意通风。在子叶展开
后，选择晴暖天气揭开覆盖
物通风，并向苗床内均匀撒
施一层细干土，随后盖严覆
盖物，这样既可降低床土湿
度，又有一定的增温作用。
施用生根剂。利用功能
微生物及其相关产品来改善
秧苗根系的微生态环境，可
促使种子早发芽、提高地
温、促弱苗成壮苗。比较好
的生根壮苗剂可以同时达到
“防”和“治”的双重效果，
如金宝贝根苗壮。使用方法
如下：1.育苗：苗床或营养钵
育苗均可使用。取本产品
50ml 稀释 10-20 倍，在 50 公
斤营养土或 4—5 平方米苗床
上混合均匀后即可播种。可
促进种子萌发快，出苗一
致，无弱苗。2.苗期：在苗期
(2 叶 1 心以后)使用，每平方
米苗床用本品 30 倍稀释液 5—
10 公斤浇灌或喷施。可明显
促进主根伸长、加粗，侧根
发生多。增强根系活力和吸
收强度，解决烂根，形成壮
苗。

营养液槽
营养液槽是贮存营养液的设备，一般是地
下式砖泥结构。由于营养液槽需要安装水泵
抽液，故必须在有电源的地方才能使用。营养
液槽的容积要按每亩的水培面积需要 15-20
吨水的标准设计。
为了使营养液槽不漏水、不渗水和不返
水，必须加入防渗材料，并于液槽内壁涂上防
水材料。另外，应在液槽的一角放水泵处设一
20 厘米见方的小水槽，
以便于液槽的清洗。
平面栽培床
1.床体是用来盛营养液和栽植作物的装
置，由聚苯材料制成。规格是：长 75 厘米，宽
96 厘米，高 17 厘米。为了不让营养液渗漏和
保护床体，里面铺一层厚 0.15 毫米，宽 1.45 米
的黑膜。
2.栽培板用以固定作物根部，防止进光、
进灰尘，防止藻类产生，并保持营养液温度的
稳定。栽培板也是由聚苯板制成，长 89 厘米，
宽 59 厘米，厚 3 厘米，上面排列直径 3 厘米的
定植孔，孔距 8 厘米。
3.平面栽培给排液装置及营养液循环平
面栽培床供液装置，由水泵和铁制或塑料制成
的加液主管和加液支管组成，营养液可从小孔

流入栽培床。营养液循环的途径是先由水泵
从液槽中将营养液抽出，经加液主管、加液支
管进入栽培床，保持 5-8 厘米的水位。高出排
液口的营养液，顺排液口经过排液沟流回营养
液槽，完成平面循环。
4.栽培立柱是用来支撑和固定栽培钵和
滴液盒的载体，立柱由水泥墩和铁管两部分组
成。水泥墩的规格为 15 厘米见方，埋在水培
床的两边地下用以固定立柱铁管，墩距为 90
厘米，铁管直径为 25-30 毫米，长约 2 米，材料
用薄壁铁管或硬塑料管均可。管下端插入水
泥墩的孔中。
5. 立 柱 栽 培 钵 是 立 柱 上 栽 植 作 物 的 装
置。北京蔬菜研究中心开发研制的栽培钵形
状为中空、六瓣体塑钵。其规格为高 20 厘米，
直径 20 厘米，瓣间距 10 厘米。钵中装入粒棉
（岩棉的一种）。6 个花瓣处定植 6 株菜苗。将
8-9 个栽培钵错开花瓣位置叠放在立柱上，串
成柱形。
6.立柱栽培的加液回液系统是由水泵、加
液主管、加液支管、滴液盒 4 部分组成。加液
主管为直径 40-50 毫米硬质滴灌管。加液支
管为 16 毫米无孔硬质滴灌管。滴液盒的两端
有两截空心短柄，用于连接加液支管，盒的底

部四周有 6 个小孔，使营养液能下流。滴液盒
的底部中心固定在立柱上方。营养液由水泵
从液槽中抽出，经加液主管、加液支管进入滴
液盒，从滴液盒流入栽培钵，再通过栽培钵底
部小孔，流入第 2 个栽培钵，依次顺流而下到
达最下面一个栽培钵，然后流入平面水培床，
再流回营养液槽，完成 1 个循环。为实现加液
自动化，可将水泵与定时器联接，由定时器控
制加液时间。
立柱栽培是一种新的栽培方式，目前已试
验成功的品种有紫背天葵、大叶茼蒿、直立生
菜、油菜、三叶芹等小株型的叶菜。
侬柯

红薯叶面喷肥防早衰
在红薯生长后期，合理施肥可以防止植株
早衰，保持叶片的同化能力，促使养分向块根
输送，从而提高产量。
叶面喷肥，
防早衰
红薯进入生长后期以后，根系的吸收能力
减弱，可分类进行叶面喷肥。对长势弱的丘陵
坡地、平原沙地或有早衰趋势的田块可喷施
0.5%的尿素液;对长势偏旺、肥力水平较高的
田块可喷施 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或 2%-3%
的过磷酸钙浸出液;对一般田块可喷施 0.4%-

0.5%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每隔 7-10
天喷施 1 次，共喷 2-3 次，每次每亩喷施肥液
70-100 公斤，喷施时间以晴天傍晚为宜。
重施裂缝肥，
产量高
当甘薯膨大地面出现裂缝时，用人畜粪尿
750-1000 公斤，加水 500 公斤，配成肥液灌裂
缝，每株 0.7-1 公斤。半月后，再用草木灰水
灌缝，每亩用草木灰 100 公斤加水 500 公斤水，
浸泡 4 小时，
将滤出清液灌缝。
侬技

盆栽山茶花养护要点
盆土
根据山茶花的生长特性，宜选用微酸性
(pH 值 5.5―6 之间)、肥沃、排水良好的混合土
作盆土。特别要注意排水良好，忌用石灰质土
壤。碱性土或黏性土会使植株生长不良，甚至
会使植株死亡。
阳光和温度
山茶花喜欢半阴环境，夏季应把盆株放置
在棚架下以免烈日灼：每天在地面四周喷水几
次，增加空气湿度。高楼住户，可搬到室内或
走廊里。春秋季节放在阳台及朝南窗口处，使
其充分接受阳光。冬季可放在室内。室内越
冬的温度保持在 3℃一 4℃左右可以安全越冬
而且能正常开花，10℃以上开花良好，超过
16℃会促使提前发芽，严重时引起落叶、落蕾。
肥水

山茶花不甚喜肥(不耐肥)，不必过多施肥，
尤其不宜多施浓肥。春季 4—5 月可施少量液
肥 ；秋 季 9—11 月 ，适 当 追 肥 ，每 月 施 两 次
20%～30%腐熟黄豆水或鸡鸭粪吧液：11 月以
后，可加重液肥（液肥浓度可加到 40%～50%），
以便促使花蕾肥大；2—4 月一般不施肥，施肥
要注意植珠的生长势，对生长不良的弱苗，宜
少施，浓度也要淡，施肥前停止浇水，使盆土带
干容易吸收；施肥时不要将肥液溅到茎叶上，
以免叶面发生黄斑。若已沾上肥液，要用清水
冲洗干净。
山茶花喜温湿。春秋季节每隔 2－3 天浇
水一次。夏季气温高，水分蒸发快，一般每天
清晨、傍晚各浇水一次，具体还要看天气和盆
土干湿情况。浇水要干湿相宜，干则浇，浇则
透。过干会影响植株正常生长，而长期过湿，

又会引起落叶，多雨季节要及时把盆株搬到室
内，
以免积水。
出茶花不宣强度修剪，它的花、叶、芽发育
时间较长，树冠形成也比较均匀。基本上不需
特殊修剪，只要剪去病虫枝、过密枝、弱枝和截
短徒长枝就行了。
侬艺

如何正确储存鸡蛋？

鸡蛋是一种比较容易受到细菌污染的食
品，其中最常见的致病菌是沙门氏菌。被污染
的鸡蛋无色无味，肉眼无法分辨。2010 年 10

月，美国就暴发过一起鸡蛋被沙门氏菌污染的
事件，被召回的鸡蛋达 5 亿多枚。虽然不见得
所有的鸡蛋都会被致病菌污染，但这种可能性
始终是存在的。
消费者在购买鸡蛋后，应当先挑选出有裂
纹或者破损的鸡蛋，对完好无损的鸡蛋用干净
的布或者纸，轻轻将蛋壳表面的污物擦拭干
净。然后，以鸡蛋小头朝下、大头朝上的方式，
放入冰箱冷藏。在春秋季，可在存放鸡蛋的容
器内铺些木屑、锯末、细沙、米糠、稻谷，将鸡蛋
小头朝下竖放，存放于温凉处。鸡蛋在冰箱内
最多可存放 40 天，常温条件下一般为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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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如果存放时间过长，不但鸡蛋的新鲜度和
营养成分会受到影响，还会因细菌的侵入发生
变质，出现粘壳、散黄等现象。
不要以为鸡蛋生吃比熟吃有营养，生吃鸡
蛋有害无益。第一，由于鸡蛋从鸡的泄殖腔产
出，带菌率很高，生吃容易引起感染。第二，通
过检测发现，不同状态的鸡蛋中都有一定的携
带致病菌概率，对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食用
加热不彻底的鸡蛋，存在被细菌感染的风险。
第三，生鸡蛋有腥味，让人有不适感，使人食欲
减退，有时还可能使人呕吐。所以，鸡蛋一定
要煮熟吃。
柯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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