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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takes kales as materials, using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 with the single factor
and random arrangement design,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rought treatments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kales at seedling stag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rought treatments have insignificant effects on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and launched degrees, but have remarkable effects on leaf number. Overall kales
which were set in drought for four days have a good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drought for six days, but
those which were set in drought for eight days grow poo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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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以羽衣甘蓝为材料，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试验的方法，研究干旱处理对羽衣甘蓝

幼苗期生长发育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干旱处理对株高、茎粗、开展度的影响差异不显著，而
对叶片数的影响差异极显著；总体来看作为干旱 4d 的羽衣甘蓝生长发育较好，其次是干旱 6d 的，而
干旱 8d 的羽衣甘蓝生长发育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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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分需求量较大，
要求土壤的相对湿度为 75%~80%。

羽衣甘蓝(kale)，学名 Brassica Oleracea var.

适宜的湿度条件下可以改善品质，提高观赏价值。但

acephala f tricolor hort，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种的

也不耐涝，土壤湿度较大，根不发、易发病，干旱缺

一个变种，又叫叶牡丹 。原产地中海沿岸，英国、

水时叶片生长缓慢。国外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品种方面

荷兰、德国、日本和美国种植较多，世界各地广为栽

的研究[3,4]。国内也做了很多研究[5-7]。本试验在羽衣

培[2]。其嫩叶可炒食、凉拌、作汤、风味清鲜。熟食

甘蓝的幼苗期进行干旱处理，在莲坐期进行生长发育

[1]

[3]

时同样有甘蓝类蔬菜的风味 。羽衣甘蓝喜湿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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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指标(株高、茎粗、叶片数、开展度)的测定。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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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羽衣甘蓝在水分胁迫下的生长发育特性，从而

由图 3 可知：干旱 4 天及对照(CK)叶片数生长较

获得哪种处理对羽衣甘蓝生长发育较为良好，为各种

好，并且二者差异不明显；生长较差的是干旱 6 天和

土壤条件下栽培和实际生产中提供理论依据。

干旱 8 天的，并且二者差异不明显。但干旱 4 天和 CK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所采用材料为河南科技学院东区花房提供

叶片数明显高于干旱 8 天和干旱 6 天的，且差异极明
显。对各处理的叶片数进行方差分析得知：F = 7.2876 >
F0.01，因此不同干旱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

3.4. 不同干旱处理对羽衣甘蓝开展度的影响

的羽衣甘蓝幼苗；试验所供试土壤由河南科技学院东
区花房园艺工人配置的有机质土壤。

在莲坐期间，对试验小区进行测定，并折合成平
均开展度，其结果见图 4。

2.2. 试验设计方法

由图 4 可知：干旱 4 天开展度发育较好，并且明

本试验采用单因素(干旱处理)随机区组设计，共
一个正常管理(每隔两天浇一次透水)作为对照(CK)，
每个处理及对照各重复 10 次，随机排列[9,10]。

2.3. 试验测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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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3 个处理(干旱 4 天、干旱 6 天、干旱 8 天)，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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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干旱处理对羽衣甘蓝株高的影响

4d

Figure 1. Effects of drought treatment on plant height
图 1. 干旱处理对株高的影响

在莲坐期间，对试验小区进行测定，并折合成平
均株高，其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对照(CK)生长较好，其次是干旱 8
天，较差的是干旱 6 天的。对各处理的株高进行方差
分析，分析结果值列表 1。
由表 1 不同干旱处理间株高方差分析得知：F =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rought
treatments on plant height
表 1. 不同干旱处理对株高影响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df

SS

MS

F

F0.05

F0.01

处理 manage

3

34.57

0.93

0.56

2.86

4.38

误差 error

36

1.61

0.54

总变异 total variation

39

35.1797

3.2. 不同干旱处理对羽衣甘蓝茎粗的影响
在莲坐期间，对试验小区进行测定，并折合成平
均茎粗，其结果见图 2。
由图 2 可知：对照(CK)生长较好，其次是干旱 6
天，较差的是 8 天的。CK、干旱 4 天、6 天之间的差
异不是很大，对各处理的茎粗进行方差分析，得知：
F = 0.6790 < F0.05，因此各干旱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3.3. 不同干旱处理对羽衣甘蓝叶片数的影响
在莲坐期间，对试验小区进行测定，并折合成平
均叶片数，其结果见图 3。
2

茎粗/cm
stem diameter

0.56 < F0.05，因此不同干旱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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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ffects of drought treatment on stem diameter
图 2. 不同干旱处理对茎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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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度不受太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干旱天数的增加，开

叶片数/片
Leaf number

11

展度的发育也受到影响。对各处理的开展度进行方差

10

分析得知：F = 0.7515 < F0.05，因此不同干旱处理之间

9

差异不显著。

8

4. 小结

7
CK

4d

6d

对叶片数差异极显著，干旱导致腋芽不能够分化，从

干旱处理的天数
Figure 3. Effects of drought treatment on leaf number
图 3. 干旱处理对叶片数的影响

开展度/cm
the degree of carry out

干旱处理对株高、开展度、茎粗影响差异不显著；

8d

而使叶片减少，表现出各处理之间的差异极显著性。
目前，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发现前人做类似的研究，还
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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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干旱期间幼叶从老叶吸水
维持生长发育，以致在轻微的干旱的条件下，植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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