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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切块拌药、取底部带孔并垫有透

气隔层的花盆，将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0 .4-

0.7mm的石英砂按2-5:1的配比混匀装盆，将薯块

种入盆中，覆砂1.5-2.5cm，浇去离子水；定时浇

去离子水，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时，拨开

根部石英砂，去母薯，整平；缺素培养：采用不含

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浇灌，定时浇去离子水，

记录生长情况至收获。该盆栽方法，通过减少元

素来源，以使马铃薯在培养周期内表现出较明显

的缺素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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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切块拌药：切刀消毒，将种薯切成薯块，拌药粉：所述药粉为含有甲基托布津、链霉素的

滑石粉剂；

种植：取底部带孔并垫有透气隔层的花盆，将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0.4-0.7mm的石英

砂按2-5:1的配比混匀装盆，将薯块种入盆中，覆砂1.5-2.5cm，浇去离子水；

去母薯：定时浇去离子水，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时，拨开根部石英砂，去母薯，整

平；

缺素培养：采用不含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浇灌，定时浇去离子水，记录生长情况至收

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切块拌药步骤中，切成重

20-30g的薯块，每个薯块含1-2个芽眼。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切块拌药步骤中，切刀使

用0.5％的高锰酸钾或75％的酒精消毒。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粉中，甲基托布津

的浓度为3-4wt％，链霉素的浓度为0.25-0.35wt％；每1kg薯块用0.02kg药粉拌匀。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步骤中，透气隔层为

棉花。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步骤中，石英砂的纯

度为99.5-99.9％。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

0.4-0.7mm的石英砂按3:1的配比混匀装盆。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其特征在于，去母薯步骤中，出芽前每

2-3天浇透一次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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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植物栽培方法，尤其涉及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马铃薯(学名：Solanum  tuberosum  L.)，属茄科草本植物，是全球仅次于水稻、玉

米、小麦的第四大重要粮食作物，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0003] 微量元素对马铃薯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微量元素的功能和缺失症状一直

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很多依靠种子繁殖的作物缺素症状容易获得，因为种子体积小，微量元

素含量低，易出现缺素症状。但马铃薯通常不易获得实生种子，且种子萌发率不高，目前主

要以块茎的方式进行繁殖，而块茎微量元素含量较高，在栽培过程中，块茎含有的微量元素

可以基本满足植株生长及产量形成，因此即使不外施微量元素，也难以获得典型的马铃薯

缺素症状。

[0004] 前人(李俊等:以马铃薯为植物生理综合实验材料的尝试，实验室科学，2013 ,2

(16)：16-18)利用了马铃薯幼芽和马铃薯组培脱毒苗为材料，采用缺素培养液培养，观察其

幼苗期缺素症状。结果发现，组培苗移苗后大部分死亡，效果不好；利用幼芽为材料的移苗

成活率高，且可以观察到缺素症状，但培养容器为玻璃瓶，而马铃薯结薯需要黑暗环境和空

间，因此这种栽培方法只能限于苗期，无法开展缺素对马铃薯整个生长期、尤其对产量的影

响的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有效突出马铃薯缺锌症

状的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切块拌药：切刀消毒，将种薯切成薯块，拌药粉：所述药粉为含有甲基托布津、链霉

素的滑石粉剂；

[0009] 种植：取底部带孔并垫有透气隔层的花盆，将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0.4-0.7mm的

石英砂按2-5:1的配比混匀装盆，将薯块种入盆中，覆砂1.5-2.5cm，浇去离子水；

[0010] 去母薯：定时浇去离子水，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时，拨开根部石英砂，去母

薯，整平；

[0011] 缺素培养：采用不含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浇灌，定时浇去离子水，记录生长情况

至收获。

[0012] 进一步地，切块拌药步骤中，切成重20-30g的薯块，每个薯块含1-2个芽眼。

[0013] 进一步地，切块拌药步骤中，切刀用0.5％的高锰酸钾或75％的酒精消毒。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药粉中，甲基托布津的浓度为3-4wt％，链霉素的浓度为0.25-

0.35wt％；每1kg薯块用0.02kg药粉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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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种植步骤中，透气隔层为棉花。棉花不仅可以有效阻挡细小的石英砂被

水冲出，还能使提供疏松条件导出多余去离子水，有效避免多余的水分影响马铃薯出苗和

幼苗生长。

[0016] 进一步地，种植步骤中，石英砂的纯度为99.5-99.9％。进一步地，规格为1-2mm和

规格为0.4-0.7mm的石英砂按3:1的配比混匀装盆。

[0017] 进一步地，去母薯步骤中，出芽前每2-3天浇透一次去离子水。

[0018]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以使种马铃薯的缺素现象表现得较为明显的马铃薯的盆栽方

法；将马铃薯切成大小合适的方块，并通过采用药粉拌种，以提供其出苗及幼株生长所必须

的营养同时防止薯块感染病菌；其通过大小两种尺寸的石英砂混合作为培养基质，以减少

传统土壤内锌元素的来源同时为植株的生长提供较佳的基质含水量和透气度；这两种尺寸

的石英砂保水能力很好，提供的孔隙对根系的发育有利；在底部垫透气隔层棉花，以利于排

出多余水分和营养液，使幼株在合适的湿度下生长，防治湿度过大影响根系呼吸。

[0020] 本发明通过选择合适的去母薯时间点，以使幼株即能较好地存活、又能最大程度

地表现出缺素的症状；本发明浇水使用的水均为去离子水，进一步减少元素的来源。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缺素培养20天后马铃薯的长势对比图，左边为实施例1收获的马铃薯，右边

为对比例1收获的马铃薯。

[0022] 图2为缺素培养20天后，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幼株的株高；

[0023] 图3为缺素培养10、20天后，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地上鲜重克数；

[0024] 图4为缺素培养10、20天后，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薯块鲜重克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相

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

例。

[0026] 本发明提供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切块拌药：切刀消毒，将种薯切成薯块，拌杀菌剂和抗菌素：

[0028] 本步骤中，切成薯块其芽部不易受损、母薯的营养更易供给至薯芽，以更好地利用

顶端优势，发芽率更高，有利于幼株生长；

[0029] 种植：取底部带孔并垫有透气隔层的花盆，将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0.4-0.7mm的

石英砂按2-5:1的配比混匀装盆，将薯块种入盆中，覆砂1.5-2.5cm，浇去离子水；

[0030] 透气隔层使用大小复合的石英砂，以提供孔径空隙合适的栽培介质，保水透气，同

时石英砂能有效避免培养基质中营养元素对缺素培养过程的影响；

[0031] 去母薯：定时浇去离子水，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时，拨开根部石英砂，去母

薯，整平；

[0032] 生长至两片复叶完全展开时，幼株具有较佳的长势；而过早去母薯，幼株易夭折，

过晚去母薯，幼株的缺素症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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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缺素培养：采用不含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浇灌，定时浇去离子水，记录生长情况

至收获。

[0034] 以下具体实施例中，药粉中，甲基托布津的浓度为3-4wt％，链霉素的浓度为0.25-

0.35wt％。药粉的配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将2.5kg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和0.2kg  72％的农用链霉素，加滑石粉补足至50kg。

[0035] 以下具体实施例中，使用到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以及缺素的霍格兰培养液均可以

通过市售的手段获得，或采用一般的试验手段配制而成。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切块拌药：将切刀使用0.5％的高锰酸钾消毒液消毒，切成重25g左右的薯块，每

1kg薯块用0.02kg药粉拌匀；

[0039] 种植：取25cm底部带孔并垫有棉花的花盆，将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0.4-0.7mm的

石英砂按3:1的配比混匀装盆，将薯块种入盆中，覆盖2cm厚的石英砂，浇去离子水至盆底有

水流渗出；

[0040] 去母薯：每隔2-3天浇去离子水至盆底有水流渗出，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

时，拨开根部石英砂，将露出的母薯小心去掉，再将石英砂整理平整；

[0041] 缺素培养：每2-3天浇缺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至盆底有水流渗出，记录生长情况

至收获，调查株高、鲜重、叶片形态；

[0042] 收获：缺素培养90天后，对马铃薯进行收获，收获时将马铃薯整株挖出，放入清水

中，洗去薯块的石英砂后，进行根部性状、产量等调查。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切块拌药：将切刀使用75％的酒精消毒，切成重25g左右的薯块，每1kg薯块用

0.02kg药粉拌匀；

[0046] 种植：取25cm底部带孔并垫有棉花的花盆，将规格为1-2mm和规格为0.4-0.7mm的

石英砂按3:1的配比混匀装盆，将薯块种入盆中，覆盖2cm厚的石英砂，浇去离子水至盆底有

水流渗出；

[0047] 去母薯：每隔2-3天浇去离子水至盆底有水流渗出，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

时，拨开根部石英砂，将露出的母薯小心去掉，再将石英砂整理平整；在接下来的2周里，每

2-3天浇霍格兰液体培养液至盆底有水流渗出；

[0048] 缺素培养：每2-3天浇缺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至盆底有水流渗出，记录生长情况

至收获，调查株高、鲜重、叶片形态；

[0049] 收获：缺素培养90天后，对马铃薯进行收获，收获时将马铃薯整株挖出，放入清水

中，洗去薯块的石英砂后，进行根部性状、产量等调查。

[0050] 对比例1：

[0051] 一种马铃薯缺锌的盆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切块拌药：切刀使用0.5％的高锰酸钾消毒液消毒，切成重25g左右的薯块，每1kg

薯块用0.02kg药粉拌匀；

[0053] 种植：取25cm底部带孔并垫有棉花的花盆，将规格为1mm的石英砂混匀装盆，将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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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种入盆中，覆盖2cm厚的石英砂，浇去离子水至盆底有水流渗出；

[0054] 缺素培养：待长出两片复叶且完全展开后，每2-3天浇缺锌的霍格兰液体培养液至

盆底有水流渗出，记录生长情况至收获，调查株高、鲜重、叶片形态；

[0055] 收获：与实施例1和2的同时，对马铃薯进行收获，收获时将马铃薯整株挖出，放入

清水中，洗去薯块的石英砂后，进行根部性状、产量等调查。

[0056] 性能检测与效果评价

[0057] 1.长势对比

[0058] 在缺素培养20天后，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马铃薯的长势见图1所示。实施例2与对

比例1的幼株的株高如图2所示，在去母薯第10天和第20天，地上鲜重和薯块鲜重的克数比

较如图3-4所示。由图2-3所示，去除母薯后，幼株的马铃薯的薯块鲜重在第10天时比未去薯

块重的一半不到，而这一差异在去薯块后20天更明显。由此说明，去除母薯能进一步地提高

缺素的表现状态。

[0059] 2.含锌量比较

[0060] 在缺素培养的第10天和第30天，分别取实施例1和对比例1的幼株，对其进行含锌

量检测，其结果如下表所示，单位：mg.kg-1DW。

[0061]

[0062]

[0063] 由上表可知，在缺锌培养的10天和第30天，实施例2和对比例1的植株体内的锌的

含量均有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在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0064]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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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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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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