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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

产方法。该方法包括12月选择粗壮枝条上新萌发

的枝芽作为外植体，通过诱导、增殖、壮苗、生根

培养、瓶外扦插与生根养护、穴盘苗定植与养护，

最终获得优质满天星穴盘苗。其特征是在诱导、

增殖阶段采用的LED光配方为红光：蓝光：白光＝

5:2:3；在壮苗、生根培养阶段采用的LED光配方

为红光：蓝光：白光：远红光＝5:1:2:2，与传统荧

光灯相比，节约电能43.7％-53％、同时增值率、

壮苗率分别提升了24.1％、40％。瓶外扦插后可

在仅提供水分的前提下低成本长期保存生根小

苗，保证种苗的灵活足量供应，建立了优质高效

满天星穴盘苗定植养护技术，实现了满天星穴盘

苗的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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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满天星外植体选择和消毒处理

于每年的12月，采选满天星植株直径在0.4厘米以上的粗壮枝条上新萌发的枝芽，去掉

叶片，切留0.5-1.0cm顶芽，并剥去外层叶片后作为满天星外植体，将满天星外植体进行消

毒处理；

(2)无菌苗诱导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消毒处理的满天星外植体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在培养温度为24～

26℃和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下，培养15～20d，得无菌丛苗，所述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

为：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的光照强度比＝5:2:3，LED组合光源I下25厘米位置的光照

强度为55～57μmol·m-2·s-1，光照时间为12小时/天；

(3)增殖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2)诱导出的无菌丛苗分切后转入增殖培养基中，在培养温度为

22℃±2℃和与步骤(2)相同的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下，培养18～23d，获得丛状苗；

(4)壮苗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3)增殖培养的丛状苗按节切成茎段，接入增殖培养基中，在培

养温度为22℃±2℃和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下，培养25～30d,得壮苗；所述LED组合光源

Ⅱ光照条件为：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LED远红光的光照强度比＝5:1:2:2，LED组合光

源Ⅱ下25厘米的位置的光照强度为53～55μmol·m-2·s-1，光照时间为12小时/天；

(5)生根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4)培养的壮苗上部1cm长的茎尖切下，接入生根培养基中，在与

步骤(4)相同的培养温度和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下培养7～10天，得生根苗；

(6)瓶外扦插与生根养护

①瓶外扦插、光照和湿度管理

在每年的3～4月雨季来临前，将步骤(5)培养的生根苗取出后在多菌灵溶液中浸泡1～

2分钟后，将生根苗基部沾生根剂后扦插到苗盘内珍珠岩基质中，扦插后，喷定根水，之后将

扦插好的生根苗的苗盘放到大棚内并在苗盘上方的拱架上覆盖一层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

再在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上方搭建两层遮阳网，每一层遮阳网的遮光率为70％，保持大棚

内的相对空气湿度在95％以上；3天后，去掉所述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大棚内的空气相对

湿度控制在90％以上，3～4天后，去掉一层遮阳网，大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以

上，1周后，去掉另一层遮阳网；

②水分管理

扦插好的生根苗苗盘放在大棚内的第1天至第10天，每天浇2-3次透水；第11天至生根

苗移栽前，每天上午浇一次透水；

(7)穴盘苗定植与养护

当步骤(6)中有50％以上的生根苗有3cm以上的4～6条根系时，将生根苗移栽到填充有

基质的128孔穴盘的孔穴内，浇定根水后，每天浇1～2次透水，每7～10天，喷施一次复合肥，

当苗高4～5厘米，有10～11片叶时，即为生产的满天星穴盘苗；

步骤(2)无菌苗诱导培养中所述的诱导培养基为：MS+6-BA  1.0～1.5mg/L+NAA  0.1mg/

L+琼脂6.5～7.0g/L+白糖30g/L，pH为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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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增殖培养中所述的增殖培养基和步骤(4)壮苗培养中所述的增殖培养基相同，

其增殖培养基为：MS+6-BA  0.4～0.6mg/L+NAA  0～0.1mg/L+蔗糖30g/L+琼脂6.5g/L，pH为

5.5～5.8；

步骤(5)生根培养中所述的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  0 .2～0 .5mg/L+IAA  0 .1～

0.3mg/L+蔗糖30g/L+琼脂6.5g/L，pH为5.5～5.8；

步骤(6)①中所述的生根剂为0.1mg/L的IBA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满天星为品种特有性状明显，长势良好的满天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将满天星外植体进行消毒处理为将满天星外植体在5％w/w的洗涤剂

溶液中清洗后，在0.16％w/w的升汞溶液中消毒9～10分钟，再在0.25％w/w的次氯酸钠溶液

中消毒8～9分钟，用无菌水漂洗3～4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6)①中所述的多菌灵溶液的浓度为0.1％w/w。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6)①中苗盘内珍珠岩基质的厚度为2.5～3.0cm，生根苗的扦插密度为1.0cm×

1.5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7)中128孔穴盘孔内的基质为草炭：珍珠岩的体积比＝5:1的混合基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7)中所述的复合肥为含N  100mg/L、P  25mg/L和K  110mg/L的复合肥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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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花卉种苗繁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生产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满天星(Gypsophila  paniculata  L.)，原名圆锥石头花，别名锥花丝石竹、圆锥花

丝石竹、丝石竹、锥花霞草、满天星。石竹科石头花属多年生草本。我国新疆阿尔泰山区和塔

什库尔干等地区有野生资源分布，根、茎可供药用，现主要用于切花栽培。

[0003] 满天星在云南年种植面积约6000亩，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

现有的满天星种苗生产主要通过扦插繁殖和组培繁殖两条途径，扦插繁殖途径存在：季节

性强，繁殖系数低和效率低下等缺点；组培繁殖途径现有技术存在：组培室人工补光和降温

能耗高、壮苗率低等问题。此外，缺乏满天星穴盘苗供应和相应的生产技术，传统的营养袋

育苗费力费时，而且运输极不方便。对此我们通过筛选光配方，降低了组培生产能耗，提升

壮苗率，并研发了一套满天星穴盘苗生产技术，实现了满天星穴盘苗规模化生产，具有极强

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满天星组培繁育环节人工光源和空调降温能耗高、壮苗率低以及缺乏满天

星穴盘苗生产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对满天星植物光源筛选和评价、穴盘规格及基质配

比等环节的研发，提供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

[0005]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满天星穴盘苗的规模化生产方法的技术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满天星外殖体选择和消毒处理

[0007] 于每年的12月，采选满天星植株直径在0.4厘米以上的粗壮枝条上新萌发的枝芽，

去掉叶片，切留0.5-1.0cm顶芽，并剥去外层叶片后作为满天星外殖体，将满天星外殖体进

行消毒处理；

[0008] (2)无菌苗诱导培养

[0009] 在无菌条件下，将消毒处理的满天星外殖体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在培养温度为

24～26℃和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下，培养15～20d，得无菌丛苗，所述LED组合光源I光照

条件为：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的光照强度比＝5:2:3，LED组合光源I下25厘米位置的

光照强度为55～57μmol·m-2·s-1，光照时间为12小时/天；

[0010] (3)增殖培养

[0011] 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2)诱导出的无菌丛苗分切后转入增殖培养基中，在培养温

度为22℃±2℃和与步骤(2)相同的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下，培养18～23d，获得丛状苗；

[0012] (4)壮苗培养

[0013] 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3)增殖培养的丛状苗按节切成茎段，接入增殖培养基中，

在培养温度为22℃±2℃和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下，培养25～30d,得壮苗；所述LED组合

光源Ⅱ光照条件为：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LED远红光的光照强度比＝5:1:2:2，LED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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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光源Ⅱ下25厘米的位置的光照强度为53～55μmol·m-2·s-1，光照时间为12小时/天；

[0014] (5)生根培养

[0015] 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4)培养的壮苗上部1cm长的茎尖切下，接入生根培养基中，

在与步骤(4)相同的培养温度和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下培养7～10天，得生根苗；

[0016] (6)瓶外扦插与生根养护

[0017] ①瓶外扦插、光照和湿度管理

[0018] 在每年的3～4月雨季来临前，将步骤(5)培养的生根苗取出后在多菌灵溶液中浸

泡1～2分钟后，将生根苗基部沾生根剂后扦插到苗盘内珍珠岩基质中，扦插后，喷定根水，

之后将扦插好的生根苗的苗盘放到大棚内并在苗盘上方的拱架上覆盖一层透明无色的塑

料薄膜，再在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上方搭建两层遮阳网，每一层遮阳网的遮光率为70％，保

持大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在95％以上；3天后，去掉所述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大棚内的空

气相对湿度控制在90％以上，3～4天后，去掉一层遮阳网，大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80％以上，1周后，去掉另一层遮阳网；

[0019] ②水分管理

[0020] 扦插好的生根苗苗盘放在大棚内的第1天至第10天，每天浇2-3次透水；第11天至

生根苗移栽前，每天上午浇一次透水；

[0021] (7)穴盘苗定植与养护

[0022] 当步骤(6)中有50％以上的生根苗有3cm以上的4～6条根系时，将生根苗移栽到填

充有基质的128孔穴盘的孔穴内，浇定根水后，每天浇1～2次透水，每7～10天，喷施一次复

合肥，当苗高4～5厘米，有10～11片叶时，即为生产的满天星穴盘苗。

[0023]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的满天星为品种特有性状明显，长势良好的满天星。

[0024]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的将满天星外殖体进行消毒处理为将满天星外殖体在5％

w/w的洗涤剂溶液中清洗后，在0.16％w/w的升汞溶液中消毒9～10分钟，再在0.25％w/w的

次氯酸钠溶液中消毒8～9分钟，用无菌水漂洗3～4次。

[0025] 进一步，步骤(2)无菌苗诱导培养中所述的诱导培养基为：MS+6-BA  1.0～1.5mg/L

+NAA0.1mg/L+琼脂6.5～7.0g/L+白糖30g/L，pH为5.5～5.8。

[0026] 进一步，步骤(3)增殖培养中所述的增殖培养基和步骤(4)壮苗培养中所述的增殖

培养基相同，其增殖培养基为：MS+6-BA  0.4～0.6mg/L+NAA  0～0.1mg/L+蔗糖30g/L+琼脂

6.5g/L，pH为5.5～5.8。

[0027] 进一步，步骤(5)生根培养中所述的所述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  0.2～0.5mg/L

+IAA  0.1～0.3mg/L+蔗糖30g/L+琼脂6.5g/L，pH为5.5～5.8。

[0028] 进一步，步骤(6)①中所述的多菌灵溶液的浓度为0.1％w/w。

[0029] 进一步，步骤(6)①中所述的生根剂为0.1mg/L的IBA溶液，步骤(6)①中苗盘内珍

珠岩基质的厚度为2.5～3.0cm，生根苗的扦插密度为1.0cm×1.5cm。

[0030] 进一步，步骤(7)中128孔穴盘孔内的基质为草炭：珍珠岩的体积比＝5:1的混合基

质的。

[0031] 进一步，步骤(7)中所述的复合肥为含N  100mg/L、P  25mg/L和K  110mg/L的复合肥

溶液。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下列主要创新和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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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在确保满天星组培快繁、壮苗率高、成苗率高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了电能消

耗，确保证了组培室生产的安全性，节约了生产成本。

[0034] 本发明的增殖光配方(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和壮苗光配方(LED组合光源Ⅱ光

照条件)与荧光灯对照的功率和光通量值可以看出(表2)，与对照比，本发明增殖光配方和

壮苗光配方在给组培苗提供更多光量子的同时，耗电量分别只有荧光灯的56.3％、47％，其

节电为43.7％和53％。组培室内，由于荧光灯散热高，即使在冬季，组培室的空调系统仍处

于制冷状态，也会产生一些电能消耗。应用本发明的增殖光配方和壮苗光配方后，既确保了

满天星组培快繁、壮苗率高、成苗率高，由于LED的低散热性，组培室空调系统的降温负荷明

显降低，又节省了电费，减轻了电气系统的负荷，从而保证了组培室生产的安全性。

[0035] 2、提高了其繁殖率和壮苗率。

[0036] 本发明在繁殖阶段[步骤(3)增殖培养)]和壮苗阶段[步骤(4)壮苗培养)]分别采

用的增殖光配方(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和壮苗光配方(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显著提

高了种苗的繁殖率和壮苗率，其繁殖率和壮苗率分别比普通荧光光源提高24.1％、40％，提

高了生产效率(见表3、表4)。

[0037] 3、研发的瓶外扦插与生根养护技术，可低成本长期保存生根小苗，保证了种苗的

灵活足量供应。

[0038] 本发明步骤(6)瓶外扦插与养护，扦插后可在仅提供水分的前提下，低成本长期保

存生根小苗，保证了种苗的灵活足量供应。

[0039] 4、恰当地控制了各步骤的时间节点，确保了满天星穴盘苗的高效生产和供给。

[0040] 步骤(6)瓶外扦插与养护，扦插要严格控制在3-4月完成，此时雨季尚未来临，晴天

多空气湿度低且温度适宜，有利于提高瓶外扦插成活率(见表5)；此外，3-4月大量完成瓶外

扦插有利于5-6月大量完成步骤(7)穴盘苗定植与养护，保证市场需苗高峰期6-7月大量供

应穴盘苗，时间点衔接好，降低养护成本，珍珠岩内生根的子苗在低成本下(仅浇水保证子

苗存活)可保持6个月以上，保障穴盘苗的足量、灵活供应。

[0041] 5、培育的种苗健壮、优质，使得瓶外扦插生根率达93％以上，生产的优质满天星穴

盘苗的成苗率达98％以上，生产周期短，仅需7至8个月，即可从少量外植体培育出大量供应

市场的优质种苗。

[0042] 6、提供了一种节约成本、优质、集约、高效的满天星穴盘苗生产方法，又极大方便

了后续的物流运输。

[0043] 本发明生产的满天星穴盘苗，相对于营养袋育苗，生产环节显著节省劳动力，极大

方便后续的物流运输。

[0044] 7、建立了优质高效满天星穴盘苗定植养护技术。

[0045] 通过对穴盘规格和基质配比的筛选，步骤(7)采用了合适的穴盘规格和基质配比，

显著提升了穴盘苗生产效率，提供了一种集约、高效的穴盘苗生产方法；其采用的128孔穴

盘既不浪费基质，其苗的长势强，叶色浓绿，质量好，单位面积生产效率高(见表6)。

附图说明

[0046] 图1：本发明壮苗培养LED组合光源Ⅱ光照培养条件下与荧光灯光源下满天星长势

的比较。图1中右图为荧光灯下满天星长势，叶片偏黄茎秆细长；左图为本发明壮苗培养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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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光源Ⅱ光照培养条件下满天星长势，其叶色浓绿、茎秆粗壮。

[0047] 图2：本发明生产的满天星穴盘苗(128孔)长势，其苗健壮、整齐。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给出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此，各实施例

无特殊说明的为常规方法。

[0049] 实施例1

[0050] 实施地点：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所九溪基地，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九溪镇

鸡窝村，海拔：1680米。

[0051] (1)满天星外殖体选择和消毒处理

[0052] ①满天星外殖体的选择：于2013年12月18日，在品种特有性状明显(该品种花白

色，株形直立，叶披针形)，长势良好的满天星品种‘云星75’植株上采选直径在0.4厘米以上

的粗壮枝条上新萌发的枝芽，去掉叶片，切留0.5-1.0cm顶芽，剥去外层叶片1-2片后得满天

星外殖体；所述品种特有性状明显，长势良好的是指花色、株形和叶形等质量性状符合品种

特性，植株生长健康、粗壮。

[0053] ②消毒处理：将满天星外殖体在5％w/w的洗涤剂溶液中清洗后，在0.16％w/w的升

汞溶液中消毒10分钟，再在0.25％w/w的次氯酸钠溶液中消毒8分钟，用无菌水漂洗3～4次。

[0054] (2)无菌苗诱导培养

[0055] 2013年12月18日，在无菌条件下，将经步骤(1)②消毒处理的满天星外殖体接种到

诱导培养基中，在培养温度为24～26℃和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下，培养20d，即1月7日得

无菌丛苗，所述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为：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的光照强度比＝5:2:

3，LED组合光源I下25厘米位置的光照强度为56μmol·m-2·s-1，光照时间为12小时/天；LED

红光、LED蓝光及LED白光的光照强度的单位均为μmol·m-2·s-1。

[0056] 所述诱导培养基为：MS+6-BA  1.0mg/L+NAA  0.1mg/L+琼脂6.8g/L+白糖30g/L，pH

为5.5～5.8。

[0057] (3)增殖培养

[0058] 1月7日，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2)诱导出的无菌丛苗分切后转入下列增殖培养基

中，在培养温度为22℃±2℃和与步骤(2)相同的LED组合光源I光照条件下，培养23d即1月

30日，获得大量丛状苗；所述增殖培养基为：MS+6-BA  0.5mg/L+NAA  0.1mg/L+蔗糖30g/L+琼

脂6.5g/L，pH为5.5～5.8。

[0059] (4)壮苗培养

[0060] 1月30日，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3)增殖培养的丛状苗按节切成茎段，接入步骤

(3)中所述的增殖培养基中，在培养温度为22℃±2℃和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下，培养

25d,得壮苗；所述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为：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LED远红光的光

照强度比＝5:1:2:2，LED组合光源Ⅱ下25厘米的位置的光照强度为54μmol·m-2·s-1，光照

时间为12小时/天。LED红光、LED蓝光、LED白光、LED远红的各光照强度的单位均是μmol·m
-2·s-1。

[0061] (5)生根培养

[0062] 2月24日，在无菌条件下，将步骤(4)培养的壮苗上部1cm长的茎尖切下，接入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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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培养基中，在与步骤(4)相同的培养温度和LED组合光源Ⅱ光照条件下培养7天，得生根

苗；

[0063] 所述生根培养基为：1/2MS+NAA  0.4mg/L+IAA  0.2mg/L+蔗糖30g/L+琼脂6.5g/L，

pH为5.5～5.8。

[0064] (6)瓶外扦插与生根养护

[0065] ①瓶外扦插、光照和湿度管理

[0066] 3月3日，雨季来临前，将步骤(5)培养的生根苗取出后在浓度为0.1％w/w多菌灵溶

液中浸泡2分钟后，将生根苗基部沾生根剂后扦插到苗盘内珍珠岩基质中，苗盘内珍珠岩基

质的厚度为2.5～3.0cm，生根苗的扦插密度为1.0cm×1.5cm。所述0.1％w/w多菌灵溶液的

配制是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稀释250倍。所述生根剂为浓度0.1mg/L的IBA溶液,浓度为度

0.1mg/L的IBA溶液配置方法是：秤取0.1克IBA(吲哚丁酸)溶于100ml浓度为0.5mol/L的

NaOH溶液中，加纯净水定容至1000毫升(ml)得到浓度为0.1mg/ml的母液；冰箱内4℃保存母

液，需要时取1ml母液，用纯净水定容至1000ml即得到浓度为度0.1mg/L的IBA溶液。

[0067] 扦插后，喷定根水，之后将扦插好的生根苗的苗盘放到大棚内并在苗盘上方的拱

架上覆盖一层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再在透明无色的塑料薄膜上方搭建两层遮阳网，每一

层遮阳网的遮光率为70％，保持大棚内的相对空气湿度在95％以上；3天后，去掉所述透明

无色的塑料薄膜，大棚内的相对空气湿度控制在90％以上，4天后，去掉一层遮阳网，大棚内

的相对空气湿度保持在80％以上，1周后，去掉另一层遮阳网。

[0068] ②水分管理

[0069] 扦插好的生根苗苗盘放在大棚内的第一天至第10天，每天浇2-3次透水；第11天至

生根苗移栽前，每天上午浇一次透水。

[0070] 扦插30天即4月12日有长度在3cm以上4.8条根系，生根率为94.7％。

[0071] 上述生根的种苗在适当浇水(不施肥)，保证不脱水萎焉的前提下，在育苗棚内可

保存至当年12月。

[0072] (7)穴盘苗定植与养护

[0073] 4月2日，步骤(6)中生根苗已有50％以上的生根苗有3cm以上的4～6条根系，将苗

盘内的所有生根苗移栽到填充有草炭：珍珠岩的体积比＝5:1的混合基质的128孔穴盘孔穴

内(穴盘长52cm，宽26cm，孔深4cm)，浇定根水后，每天透水1～2次，每7～10天，喷施一次复

合肥，所述复合肥为含N  100mg/L、P  25mg/L和K  110mg/L的溶液(浓度上下波动幅度在5％

以内)，所述复合肥的制备方法是：取54.21公斤Ca(NO3)2·4H2O，2.66公斤NH4NO3，22.51公斤

KNO3和10.93公斤KH2PO4溶于1000升水中获得肥水母液，需要时将肥水母液稀释100倍即得

到含N  100mg/L、P  25mg/L和K  110mg/L的溶液；移栽30天即5月2日，苗高4～5厘米，有10～

11片叶子，即为生产的满天星穴盘苗，达到可上市的优质种苗标准，成苗率为98.0％。

[0074] 10月23日和12月26日，分别将步骤(6)中扦插苗从基质中取出，移栽到上述的128

孔穴盘内，遵循上述的管理，11月23日和1月25日种苗长至4-5厘米，有10-11片叶子，达到可

上市的优质种苗标准，成苗率分别为97.8％和97.6％；

[0075] 上述各LED光源的光质信息见表1。

[0076] 表1：各种光源的光质信息

[0077] 光谱能量分布 峰值波长/nm 波长半宽/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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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红光 660 25

LED蓝光 460 25

LED远红光 715 25

LED白光 380～750(波长范围) –

[0078] 表2：本发明增殖、壮苗光配方发光强度、能耗与普通荧光灯的比较(/m2)

[0079]

[0080] 表2中m2是指光源照射1平方米面积。

[0081] 表2表明：本发明增殖光配方(LED组合光源I)耗电量只有荧光灯的56.3％，壮苗光

配方(LED组合光源Ⅱ)耗电量只有荧光灯的47％，分别比普通荧光灯光源节约电能43.7％

和53％。而这两种光配方在光源下25厘米位置的光照强度分别为56μmol/s/m2、54μmol/s/

m2，均高于普通荧光灯光源在光源下25厘米位置的光照强度，既节约了能耗，又确保了满天

星植物的生长。

[0082] 表3：LED组合光源I对满天星组培苗增殖倍数的影响

[0083]

[0084] 表4：LED组合光源Ⅱ对满天星组培苗壮苗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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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表3和表4表明：本发明增殖光配方(LED组合光源I)的增殖培养，其增殖倍数比普

通荧光灯光源增殖培养的增值率提高24.1％，本发明壮苗光配方(LED组合光源Ⅱ)的壮苗

培养，其壮苗率比普通荧光灯光源壮苗培养的壮苗率的提高40％。

[0087] 表5：不同月份瓶外扦插效果比较

[0088]

[0089]

[0090] 表6：不同穴盘规格对满天星穴盘苗生产效率的影响

[0091]

[0092] 实施例2和实施例3与实施例1除表7所列措施不同外，其余措施与实施例1相同，不

再赘述。

[0093] 表7：实施例2、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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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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