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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沼液浓度对番茄，西瓜种子萌发的影响
李 或1，蒋芳玲·，刘明池2，武占会2，季延海1，吴震卜

(1．江苏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210095 I 2．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100097)

摘要：以番茄品种‘朝研269’、西瓜品种‘苏

蜜1号’为试材，分别用浓度为5％、10％、20％、

40％、60％、80％、100％的沼液处理种子，以清水

为对照，研究不同浓度沼液对番茄和西瓜种子发

芽的影响。结果表明：较低浓度的沼液对番茄和西

瓜种子发芽有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种芽的生长。

对于番茄种子．最适发芽浓度为10％，当浓度达到

40％时即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对于西瓜种子，

20％以下的沼液浓度对发芽有促进作用，而且种子

萌芽状态好，浓度在40％以上同样产生抑制作用。

关键词：沼液；番茄；西瓜；种子，发芽

番茄(勿c印P昭f∞，l P阳“厶巩m，，z Mill．)是世界性

蔬菜，也是中国设施栽培的主要蔬菜种类之一，在

生产和消费上有重要作用。西瓜属一年生蔓生草

本植物，其果瓤脆嫩，味甜多汁，含有丰富的矿物

盐和多种维生素，是夏季主要的消暑果品。沼液中

富含有机质、腐殖酸及作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

等无机营养元素，其中的生命活性物质有助于作

物增强抗逆性¨l。沼气发酵液作为浸种液在水稻、

玉米、小麦、棉花等作物上早有应用，有显著的增

产作用15】。也有文献报道忡l沼液对生菜、辣椒、油

菜等蔬菜作物种子发芽的影响，认为不同种类蔬菜

种子发芽对沼液浓度有不同要求。该试验进一步研

究了沼液对番茄和西瓜种子发芽的影响，明确促进

番茄和西瓜种子发芽的适宜沼液浓度，为沼液在蔬

菜栽培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1材料和方法

1．1供试材料

试验在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进行。供试番茄

品种为‘朝研269号’，由朝研种苗公司提供。西瓜

品种为‘苏蜜l号’，由江蔬种苗提供。供试沼液由

南京山田奶业公司沼气站提供。

1．2试验设计

试验设7个沼液浓度处理，分别为5％、10％、

20％、40％、60％、80％和100％(W功，以不加沼液

的清水处理为对照。对于番茄种子，每个处理重复

3次，每个重复用种子100粒。在直径15 cm的玻璃

培养皿中放好滤纸，每个培养皿加入处理液5 rIlL，

把番茄种子均匀地放入培养皿中，每皿100粒种子，

以后只适当补加清水。对于西瓜种子，在直径15 cm

的玻璃培养皿中每处理放入50粒种子，其他措施同

番茄种子。

1．3测定指标和方法

在种子发芽过程中除测定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

外，测定2叶(子叶)苗数，芽苗根长、芽苗茎高、

芽苗鲜质量、须根数、胚根长、胚轴长、侧根数等

指标。

对于番茄种子，发芽第5天计算发芽势，第14

天计算发芽率并测定2叶苗数、根长、茎高、芽苗

鲜质量和须根数I对于西瓜种子，发芽第4天计算

发芽势，第7天计算发芽率并测定2叶苗数，根长、

茎高、芽苗鲜质量和须根数。发芽势和发芽率按下

列公式计算：

对于番茄种子：发芽势=第5天正常发芽粒数／

供试种子粒数×100％；发芽率=第14天正常发芽

粒数／供试种子粒数×100％l

对于西瓜种子：发芽势=第4天正常发芽粒数／

供试种子粒数×100％。发芽率=第7天正常发芽粒

数／供试种子粒数×100％。

1．4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利用Excel2003和SPSS 16．O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单因素，检验及多重比较处理。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Dc4807，2008BAD96805)。市科委科技计划项目(D1011050465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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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沼液浓度对番茄种子发芽的影响

如表1所示，番茄种子的发芽势、发芽率随着

沼液浓度的升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沼液浓

度为5％、10％、20％时，发芽势在46．67％～50．33％

之间，发芽率为83．67％～87．00％，对照的发芽势

为51．67％，发芽率为83．67％，处理与对照间差异不

显著。沼液浓度高于40％，发芽势从35．33％降为0，

发芽率从78．67％降为0，均显著低于对照。沼液浓

度对2叶苗数的影响与发芽势和发芽率相似。

番茄种芽根长随沼液浓度的升高呈下降趋势，

在浓度为5％时，根长为10．08 cm，显著高于其他

处理，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种芽茎高、鲜质量和

须根数均随沼液浓度升高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

在40％浓度时茎高最大为3．63 cm，显著高于除20％

沼液的其他各处理。芽苗在沼液浓度为20％时鲜质

量最大，为64．10 mg，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及对照。平

均须根数在10％浓度时最大，为2．9条，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在沼液浓度为

5％～40％的范围内，芽苗茎高和鲜质量均显著高于

对照及其他处理，说明沼液处理有利于芽苗的生长。

不同沼液浓度对番茄种子发芽的影响见图1。

2．2不同沼液浓度对西瓜种子发芽的影响

如表2所示，西瓜种子的发芽势、发芽率随着

沼液浓度的升高先上升后降低，5％～20％浓度范

围内，西瓜种子发芽势为75．33％～79．00％，发芽

率为90．00％～91．67％，显著高于对照的71．00％和

85．67％。芽苗胚根长、鲜质量、胚轴长以及侧根数

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其他浓度处理。胚

液有利于西瓜种子萌发和种芽生长。

3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沼液浓度在5％～20％的范围

内，番茄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但芽苗生长状态优于对照，说明较低浓度沼液虽然

对番茄发芽没有影响，但对芽苗生长有一定促进作

用，适宜浓度为lO％～20％。沼液浓度高于40％时，

番茄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显著低于对照，种芽状态

也明显变差，说明较高浓度(大于40％)的沼液对

番茄种子发芽有抑制作用。

在20％的沼液浓度作用下，西瓜种子的发芽势

显著高于对照及其他浓度处理；沼液浓度在5％～

20％范围内，西瓜种子的发芽率均显著高于对照和

其他浓度处理，而且种芽生长状态优于其他浓度处

理，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说明较低浓度(5％～

20％)的沼液处理对西瓜种子发芽及种芽生长均有

促进作用，其最适宜浓度为20％。当浓度超过40％

时，各项发芽指标均显著下降，说明较高浓度沼液

对西瓜种子发芽有抑制作用。

从沼气发酵过程来看【9】，沼液所含成分非常复

杂，其中如植物激素类、各种微量元素、水解酶等

成分，对种子发芽和芽苗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该试验中，由于番茄种子发芽比较容易，所以沼液

对其发芽势和发芽率影响不大，沼液的主要作用是

其中的营养成分对芽苗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

番茄种子相比，西瓜种子发芽相对比较困难，采用

沼液处理不仅可以促进芽苗生长，还可以显著提高

表1不同沼液浓度对番茄种子萌发的影响

．56．
万方数据



堡竺竺坌丝!!里!!：三 苎竺竺墨Z曷至显国

图1 不同浓度沼液下番茄种子荫发及芽苗生长状态

表2 不同沼液浓度对西瓜种子萌发的影响

其发芽势和发芽率，即沼液中促进发芽的成分和营

养物质均起作用。当沼液浓度过高时，其成分可能

对种子产生一定伤害作用。因此，当浓度超过40％

时，番茄、西瓜种子的发芽特性和芽苗生长状态都

受到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沈瑞芝．植物抗逆性与厌氧发酵液之含氮物[C】．全国沼气

综合利用技术交流会文集．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 993：32—39．

【2】朱斌成，方仁声．沼液浸种对增强水稻秧苗抗冷害机理的研

究【J】．中国沼气，1997，15(1)：17—20．

【3】朱斌成．沼液浸种对增强早稻秧苗抗寒效应研究[c】．全国

沼气综合利用技术交流会文集．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

社，l 993：39—42．

【4】聂爱湘，古丽米热，布娅．沼液肥在温室大白菜上的应用对

比示范初探【J】．蔬菜，2010(11)：35—36．

【5】自金明．把握唯物辩证法推动沼气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J】．中国沼气，1999，17(1)：3—6．

【6】张无敌，宋洪川，谢建，等．沼液浓度对生菜种子发芽的影响

【J】．农村能源，1998(4)：23—24．

[7】张无敌，宋洪川，孙世中，等．沼气发酵液对辣椒种子发芽的

影响【J】．新能源，1999，21(9)：15—17．

[81宋洪川，张无敌，孙世中，等．油菜种子在沼液中发芽的研究

【J】．新能源，2000，22(5)：26—27，47．

【9】张无敌，刘士清．厌氧消化过程的多功能性【J】．天津微生物，

1995(3)：2缸26．同

．57—

万方数据



不同沼液浓度对番茄、西瓜种子萌发的影响
作者： 李彧， 蒋芳玲， 刘明池， 武占会， 季延海， 吴震

作者单位： 李彧,蒋芳玲,季延海,吴震(江苏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210095)， 刘明池,武占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

研究中心,100097)

刊名：
蔬菜

英文刊名： Vegetables

年，卷(期)： 2011(7)

被引用次数： 4次

  
参考文献(9条)

1.沈瑞芝 植物抗逆性与厌氧发酵液之含氮物 1993

2.朱斌成;方仁声 沼液浸种对增强水稻秧苗抗冷害机理的研究[期刊论文]-中国沼气 1997(01)

3.朱斌成 沼液浸种对增强早稻秧苗抗寒效应研究 1993

4.聂爱湘;古丽米热;布娅 沼液肥在温室大白菜上的应用对比示范初探[期刊论文]-蔬菜 2010(11)

5.白金明 把握唯物辩证法推动沼气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期刊论文]-中国沼气 1999(01)

6.张无敌;宋洪川;谢建 沼液浓度对生菜种子发芽的影响 1998(04)

7.张无敌;宋洪川;孙世中 沼气发酵液对辣椒种子发芽的影响 1999(09)

8.宋洪川;张无敌;孙世中 油菜种子在沼液中发芽的研究[期刊论文]-新能源 2000(05)

9.张无敌;刘士清 厌氧消化过程的多功能性 1995(03)

 
引证文献(4条)

1.陈超.徐凤花.高立洪.吴进.韦秀丽.宋金龙.王彦伟.阮志勇 规模化沼气工程沼液中微生物的细菌种群分析与功能初探[期刊论文]-

中国沼气 2012(6)

2.魏素珍.达仓.边巴吉巴 沼液浸种对油菜种子萌发的影响[期刊论文]-现代农业科技 2012(16)

3.陈超.阮志勇.吴进.高立洪.宋金龙.王彦伟.徐彦胜.韦秀丽.徐凤花 规模化沼气工程沼液综合处理与利用的研究进展[期刊论文]-中

国沼气 2013(1)

4.沈祥军.孙周平.张露.马健 沼液番茄营养液配方的研制及应用效果研究[期刊论文]-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2013(5)

 

 

引用本文格式：李彧.蒋芳玲.刘明池.武占会.季延海.吴震 不同沼液浓度对番茄、西瓜种子萌发的影响[期刊论文]-蔬菜 2011(7)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201107029.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d%a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2%8b%e8%8a%b3%e7%8e%b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8%8e%e6%b1%a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d%a6%e5%8d%a0%e4%bc%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a3%e5%bb%b6%e6%b5%b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9%9c%8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1%9f%e8%8b%8f%e5%8d%97%e4%ba%ac%e5%86%9c%e4%b8%9a%e5%a4%a7%e5%ad%a6%e5%9b%ad%e8%89%ba%e5%ad%a6%e9%99%a2%2c21009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b8%82%e5%86%9c%e6%9e%97%e7%a7%91%e5%ad%a6%e9%99%a2%e8%94%ac%e8%8f%9c%e7%a0%94%e7%a9%b6%e4%b8%ad%e5%bf%83%2c10009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b8%82%e5%86%9c%e6%9e%97%e7%a7%91%e5%ad%a6%e9%99%a2%e8%94%ac%e8%8f%9c%e7%a0%94%e7%a9%b6%e4%b8%ad%e5%bf%83%2c100097%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2%88%e7%91%9e%e8%8a%9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c201107029%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6%96%8c%e6%88%90%3b%e6%96%b9%e4%bb%81%e5%a3%b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q.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c%b1%e6%96%8c%e6%88%9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c201107029%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1%82%e7%88%b1%e6%b9%98%3b%e5%8f%a4%e4%b8%bd%e7%b1%b3%e7%83%ad%3b%e5%b8%83%e5%a8%8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20101102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9%bd%e9%87%91%e6%98%8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zq19990100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q.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7%a0%e6%95%8c%3b%e5%ae%8b%e6%b4%aa%e5%b7%9d%3b%e8%b0%a2%e5%bb%b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c201107029%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7%a0%e6%95%8c%3b%e5%ae%8b%e6%b4%aa%e5%b7%9d%3b%e5%ad%99%e4%b8%96%e4%b8%a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c201107029%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b%e6%b4%aa%e5%b7%9d%3b%e5%bc%a0%e6%97%a0%e6%95%8c%3b%e5%ad%99%e4%b8%96%e4%b8%a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ny20000500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n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7%a0%e6%95%8c%3b%e5%88%98%e5%a3%ab%e6%b8%8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c201107029%5e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8%b6%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87%a4%e8%8a%b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7%ab%8b%e6%b4%a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8%bf%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f%a6%e7%a7%80%e4%b8%b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b%e9%87%91%e9%be%9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bd%a6%e4%bc%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8%ae%e5%bf%97%e5%8b%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zq201206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q.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d%8f%e7%b4%a0%e7%8f%8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e%be%e4%bb%9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e%b9%e5%b7%b4%e5%90%89%e5%b7%b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ny20121600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hn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8%b6%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8%ae%e5%bf%97%e5%8b%8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8%bf%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7%ab%8b%e6%b4%a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b%e9%87%91%e9%be%9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bd%a6%e4%bc%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bd%a6%e8%83%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f%a6%e7%a7%80%e4%b8%b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5%87%a4%e8%8a%b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zq20130100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q.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q.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2%88%e7%a5%a5%e5%86%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5%91%a8%e5%b9%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9c%b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1%a5%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nydxxb20130501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ynyd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d%a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2%8b%e8%8a%b3%e7%8e%b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8%8e%e6%b1%a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d%a6%e5%8d%a0%e4%bc%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a3%e5%bb%b6%e6%b5%b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9%9c%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c201107029.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c.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