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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李文嘉 康德贤 蒋雅琴 王益奎 吴永官 黎 炎
（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广西南宁 530007）

2012 年广西蔬菜播种面积达 107.54 万
，产量 2 317.42 万 t，总
hm2（1 613.1 万亩）
产值 463.21 亿元，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
居全国第 9 位和第 11 位。与广西蔬菜产业相
比，蔬菜集约化育苗尚不能匹配。如何加快集
约化育苗，提高产业化水平，从而带动蔬菜产
业的健康发展？

供应周边瓜农。此阶段以冬春季育苗为主。
第二阶段为育苗的起步阶段。1999～2007 年，
利用大棚 + 小棚 + 加温设备和大棚 + 小棚 + 降温设
备等设施，引入穴盘育苗技术很快替代了广西地区
营养土钵、营养土块的育苗方式，蔬菜嫁接育苗技
术也得到快速发展。
此阶段以冬春和夏秋育苗为主。
第三阶段为育苗的发展阶段。2008 年至今，
经过科研人员的大力宣传和技术培训，70% 以上
的菜农接受和采用穴盘育苗，或购买育苗公司的穴

广西是全国重要的“南菜北运”蔬菜基地之
一，是全国最大的冬春蔬菜生产基地。2012 年蔬
， 产 量
菜 播 种 面 积 107.54 万 hm2（1 613.1 万 亩 ）
2 317.42 万 t，每年北运蔬菜数量约占蔬菜总产量
的 70%，对稳定华北、西北、东北、珠江三角洲和
香港、澳门地区冬春淡季市场的蔬菜供应和物价平
稳作用重大。蔬菜已是广西主要经济作物之一，蔬
菜生产在广西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吸纳农
村劳动力就业、农民增收中担负重要角色。调查分
析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
广西蔬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盘苗。育苗场周年均有育苗。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总量逾 1.73 亿株，其中嫁
接苗约 2 000 万株，销售额逾 7 800 万元。

2

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的现状

2.1 蔬菜集约化育苗规模及分布
育苗企业或专业户从无到有且育苗规模不断扩
大。目前，全区有集约化育苗企业、合作社或专业
大户 41 个，年育苗 3～5 茬，育苗总量从 2008 年
的 500 万株增长到 2013 年的 1.73 亿株（图 1）
，其
中南宁市蔬菜集约化育苗量占广西总育苗量的 50%
（图 2）
。5 个育苗单位年育苗量均超过 1 000 万株，

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的发展



第一阶段为集约化育苗的雏形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开始推广
采用营养土钵、营养土块等方式，集中统一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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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集约化育苗，利用大棚 + 小棚 + 电热线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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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年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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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融水县康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

2.2 蔬菜周年育苗种类及其种苗供应时间

科利亚金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田阳县农瑞德种苗

随着广西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集约化育苗的

合作社、南宁市尚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五塘

蔬菜种类不断增加，已从 20 世纪 90 年代单一的西

镇周达助育苗场，年育苗总量逾 7 500 万株，占全

瓜苗发展到番茄、茄子、冬瓜等 10 多种蔬菜种类，

区育苗量的 43.4%；年育苗量在 500 万～1 000 万

主要蔬菜种类、种苗供应时间如下：

株的育苗单位 6 个，年育苗总量逾 3 800 万株，占

茄果类：一年四季均有供应，其中广西南部地

全区育苗量的 21.9%；年育苗量在 500 万株以下的

区以 1～3 月和 6～12 月为主；中部、北部、东北

育苗场 30 多个，年育苗总量逾 6 000 万株，占全

和西北地区以 3～7 月为主。

区育苗量的 34.7%。目前，育苗单位的育苗场已成

瓜类：广西南部地区以 12 月至翌年 1～3 月和

为优良品种、种苗的繁育基地，科研单位联系市场

7～9 月为主；中部地区以 3～8 月为主；北部、东

的桥梁，各种信息采集、交流的源头。

北和西北地区以 3～7 月为主。
2.3 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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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种类多，品种丰富，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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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产辣椒和茄子品种为例，计算育苗效益情况。

䧒ጊጮ

从表 1 可以看出，自根苗每茬每 667 m2 效益约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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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茄子嫁接苗的效益高达 3.32 万元。广西冬春
季育苗成本与北方地区相比（曹玲玲 等，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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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在能耗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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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西各地蔬菜集约化育苗量所占比例

育苗成本很相近，这与笔者在大棚折旧费和其他成
本计算方面不一致有关。

表 1 广西蔬菜穴盘育苗经济效益情况 1）
育苗类型

每 667 m2 育苗数/万株

育苗成本/元·株 -1

售价/元·株 -1

每 667 m2 效益/万元

0.244

0.30

1.19

0.254

0.30

0.98

0.444

0.60

3.32

人工

加温

育苗容器 大棚折旧 其他 2）

合计

冬春自根辣椒 21.3

0.03

0.004

0.01

0.08

0.12

冬春自根茄子 21.3

0.03

0.004

0.01

0.08

0.13

冬春嫁接茄子 21.3

0.15

0.004

0.01

0.08

0.20

注：1）为每茬经济效益，穴盘规格为倒梯形 72 孔的黑硬盘；2）其他成本为水、电、肥、药、种子、基质、地租。数据来源于调查 5
个育苗场的平均数。

2.4 育苗设施设备

小育苗场配有加温和降温设施，为种苗的生长创造

2.4.1 设施情况 据调查，广西现有育苗场中，育
2

了良好条件，有效地抵抗了各种自然灾害，降低了

苗设施占地 36.4 万 m ，全部为保护地，其中连栋

投资风险；有的育苗场还配备专用送苗筐和车等，

塑料大棚约占 10%，其余均为单个塑料大棚。大

保证种苗运输的安全，降低运苗损耗。

棚的建造标准差异较大，大育苗场建造的大棚较

2.5 技术集成创新

规范，均为镀锌管钢架大棚，一般每个大棚占地

2.5.1

2

改进嫁接技术

广西于 21 世纪初引入茄果

180～195 m ，棚的走向取决于地形；棚高 2.5～3.0

类嫁接技术，以劈接技术为主进行推广应用，由于

m，棚肩高 1.8～2.0 m；小育苗场的每个大棚占地

劈接需用嫁接夹，工序较多，嫁接苗成本相对较高，

2

面积在 100～195 m 之间。

成为该项技术提高普及率的瓶颈。而茄果类嫁接苗

2.4.2 设备情况 广西仅有 2 个育苗场配有精量自

在茄果类集约化育苗总量中占绝大多数，广西农业

动化播种机，但是由于机械应用繁琐等原因，设备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科研人员借鉴瓜类的插接法，创

基本被闲置，育苗过程还是采用人工基质装盘、播

新性地将插接法应用在茄果类嫁接育苗中，并取得

种。大育苗场配套有移动式床架、电动卷帘机、电

成功。改进后，
插接法和劈接法的嫁接成活率相近，

动（手动）卷膜器、行走式喷灌、热风炉等设备，

但嫁接速度翻番，提高了工效，嫁接成本降低了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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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株 -1，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季节育苗以保温、增加光照为主，棚内温度保持在

2.5.2 改进嫁接覆膜方法 蔬菜嫁接幼苗管理方法

15℃以上，夏秋季节育苗以遮阳降温和避雨为主，

中基本都强调嫁接后要用小拱棚保温保湿，广西蔬

棚内温度保持在 28℃以下。病虫害防治主要通过

菜集约化育苗发展过程中，科研人员经过不断的摸

基质消毒（重复利用的基质）
、种子消毒（高温浸

索改进了覆膜方法，即嫁接后用单层地膜覆盖代替

种法、药剂浸种法和粉剂拌种）
、穴盘清洗和消毒

小拱棚。放风时，将地膜全部揭起，而小拱棚只能

（重复利用的穴盘）
、物理防治（防虫网、黄板等）

部分揭起，在大面积操作时很不方便，而且中间的

以及化学防治，有效地克服了苗期常见病虫害和徒

嫁接苗通风不彻底，易造成腐烂，地膜覆盖的嫁接

长苗的发生，各苗场种苗的壮苗率达 92% 以上。

成活率高于小拱棚 10% 以上，病害发生率较低。

3 存在问题和发展对策

2.5.3 育苗技术有保障 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
所和柳州市蔬菜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实施名优蔬菜品

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大

种集约化育苗生产技术示范和蔬菜集约化高效育苗

型育苗企业少，产业化水平依然较低；育苗技术的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等项目，探索出广西气

研究不够系统，技术上存在不少难题；滥用植物生

候条件下针对不同季节、不同蔬菜种类选择不同的

长调节剂；集约化育苗产业与广西蔬菜产业不匹

育苗规格和适龄移栽种苗，并在多年育苗技术研究

配；育苗成本不断增加；政府投入不够。

基础上制定了《瓜类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规程》和

针对以上问题，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工作应做

《茄果类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规程》等 10 余个广

好以下几点：建立育苗专项资金，对集约化育苗中

西地方蔬菜育苗技术规程，为广西蔬菜集约化育苗

心、企业进行扶持；加强育苗技术的研究，促进蔬

提供了技术保障。

菜育苗产业与蔬菜生产产业同步进行；加强种苗管

2.5.4 苗期病虫害防治显成效 健壮的种苗是蔬菜

理；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集约化育苗技术的

丰产的基础，温湿度调控是预防种苗徒长及病虫害

普及率；拓展育苗市场，要充分利用广西独特的气

发生的关键，病虫害防治是保证成苗率、壮苗率的

候条件和育苗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建立高标准的

关键。长期低温阴雨或高温多雨是影响广西冬春季

育苗中心，形成一支或多支经纪人队伍，像北运蔬

或夏秋季蔬菜集约化育苗的最主要因素。多年来，

菜产品一样，将蔬菜种苗运往广西周边省市，形成

育苗工作者已总结出适宜广西气候条件的蔬菜集约

“南苗北运”基地。

化育苗温湿度调控措施：冬春季节育苗基质宁干勿
湿；夏季勤浇水，保持基质湿润；冬春季浇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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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用菌领域首个“973”计划项目启动
食用菌的栽培温度究竟应该控制在多少？温度每升高一度对产量又会有怎样的影响？随着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973”计划）
“食用菌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分子机理及调控”项目在中国农科院启动，这些农民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都将找到答案。这也是食用菌领域首个“973”计划项目。
食用菌是我国的一项新兴产业，2012 年产量 2 800 万 t，产值 1 700 亿元，从业人员 2 000 万以上。但由于系统科学研
究的缺位，导致了产业效益持续下降，自主知识产权品种严重缺乏。
针对我国食用菌产业面临的单产低、品质差、产业效益不断下降的严峻挑战，今后五年，项目将围绕子实体形成的营
养利用与遗传调控、抗逆性的温度响应和活性物质的合成代谢调控三个科学问题，运用多种研究手段，揭示食用菌产量和
质量形成的分子机理，建立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以及遗传改良基础平台，提高食用菌产业的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创
新能力。（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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