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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储存的原则
当要建一个“冷藏室”或“种子储藏室”来达到保持种
子活性的目的时，最先要考虑的种子储存的最佳条件。在 ECHO 亚洲期刊 14
（ECHO Asia Note 14）（2012 年 6 月），我们分享了真空密封和冷藏的对比结
果，并强调对于种子储存湿度和温度控制的重要性。我们发现湿度控制（真空密
封）比温度控制（冷藏）更有效地保存种子活性。在这个 ECHO 亚洲的实验中，
热带种子最佳的储存方式是干燥后（为了保持较低的种子湿度）立刻真空密封，然
后把种子储存在较低的温度之下。要设计一个最适宜种子储存的冷藏室，好的绝缘
和制冷时最重要的；但是如何没有一个很好的湿度隔绝，制冷的过程就会把湿度从
外界带进来并制造冷凝，导致含水量增加。如何种子没有储存在真空袋中，或者真
空袋破裂，这种环境会伤害种子。
很多建造冷藏室的材料都是能高效且能很好地保存种子活力的。问问你自己，
“当地可获得的材料中哪种有高度的绝缘性并且水不会渗漏？”很多情况下，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一种组合材料。例如，如果你知道一种自然材料绝缘性好但是倾向于
有保水性、会发霉和/或腐烂，那么就可以把一种湿度屏障（例如塑料）用于这个
建筑的里面和外面。要同时考虑墙壁和地板的湿度和绝缘性；地板重要的是防止湿
度和温度流失。
注意，如果你在潮湿的气候里建一个冷藏室，那么你几乎不可能完全把湿气隔
绝在冷藏室外边。 因为你让房间降温，湿度会增加并且自然材料会吸收和储存湿
气。相对湿度百分比（The percent relative humidity）可以被认为是给定数量空气
中的实际湿度数值和某个给定环境和温度下一定量空气能承受的最大湿度之比。暖
空气比冷空气能承受更多的湿度。相对湿度百分比通常与温度成反比；因为与高气
温相比空气质量更容易饱和，当温度下降环境空气湿度也下降，导致相对湿度增
加。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冷的储藏容器，像冰箱有更高的相对湿度，反而会伤害那些
较脆弱的种子。种子是活性生物，甚至是在干燥到 3-10%的种子湿度都会与环境
相对湿度平衡。把种子储存在冰箱里对种子活性是不好的，就因为高湿度。把种子
储存在真空密封容器中比储存在冰箱中更好，但是这种储存条件仍然不是最理想
的。
[注意：要了解更多关于相对湿度，请看
http://ocw.usu.edu/Forest__Range__and_Wildlife_Sciences/Wildland_Fire_Manageme
nt_and_Planning/Unit_4__Temperature-Moisture_Relationship_4.html]
如果你要在其他建筑物旁边或之间建一个冷藏室，要考虑把地址选在效率最大
化的地方。在北半球，任何建筑没有树荫的西南角都是最热的部分。相反，在南半

球最热的地方是西北角。所以北半球冷藏室建在东北方效率最高，南半球建在东南
方。增加树荫可以协调温度。避免有窗子，因为自然光会促进种子的新陈代谢为发
芽做准备，从而缩短他们的储藏寿命。
ECHO 亚洲的冷藏室
ECHO 亚洲现在生产和分配的种子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最近我们不得不重新
装修我们的冷藏室并增加一个房间从而提高我们的储藏能力并提高储藏室的效率。
最初种子储藏室是位于一栋有金属屋顶和拉瓦天花板的建筑。因为他是一个为
特定目的建造的建筑物的拐角房间，在两面墙上有两扇窗子。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种子储存的旧房间；一块 AAC 砖；建设中的新的
冷藏室；墙已经建好还没有绝缘的新房间
我们在天花板上了玻璃纤维隔热层，在墙上安了 50 毫米厚的泡沫聚苯乙烯
板。这个房间由一台每小时制冷 9265BTU 的分体式空调调温，这台空调是我们由
Storeitcold.com 买的 CoolBot 改装来的。CoolBat 提供一种简单的自助改造的服
务，它不需要专业的安装，但是还保证质量。CoolBAT 省略了内部的调温器让空
调运转温度更低。我们用 CoolBAT 和空调一起让我们的种子储藏室的温度维持在
10-16 摄氏度。我们在房间里装了一个除湿器，以帮助调节寒冷温度下的凝结量。
这个冷藏室运转良好，但不是特别有效率（因为是由特殊目的房间转换过来的），
不能规律地保持在 15 度以下，同时还会有大量的冷凝水积累在天花板上并滴下
来。

我们意识到绝缘还是不够，不能隔绝天花板上方空间的环境温度的露点，因为
顶不是防水的。当水蒸气凝聚在拉瓦顶上，它就会聚集并且找到进入房间的通道，
从而增加房间湿度。

图 1：新储藏室的设计图，与旧储藏室
相连。

图 2：新房间的地板是由泡沫聚苯乙
烯、水泥和 AAC 砖层层堆砌。

新储藏室和现有储藏室相连（图 1））。 它有一个碎砾石做的地基，上面有塑料
衬套作为防潮层。我们还放置了 2”厚的泡沫聚苯乙烯在塑料衬套的上面作为加强
防潮层，然后把（4”深）的常规水泥灌注在泡沫顶部（图 2）。再上一层我们采
用高压蒸汽加气混凝土（AAC），它是一种预先铸造的重量很轻的完全封闭加气的
混凝土块，它是绝缘并且抗霉菌的。AAC 作为一种高绝缘性并易于使用的建筑材
料，在泰国越来越普遍。它是由水泥、铝和其他材料制成，经过化学反应形成氢气
泡，气泡又被封存在水泥里面形成多孔的形态从而产生高绝缘性。我们铺一层

（从左到右）这个冷藏室里运转着一台单体空调和一个 CoolBAT；这个冷藏室用泡沫喷雾绝缘。

AAC 在水泥地面上，最后在上面再铺一层塑料和胶合板来分散重量（避免压坏脆
弱的 AAC）。这个房间采用了传统的“柱墙”结构，在四个角立四根钢筋水泥承
重柱。我们用 AAC 块来建冷藏室的新墙，并与已有建筑已经存在的墙连起来。用
盖有石棉瓦的金属架屋顶与墙和柱子相连。我们喷了 25 毫米厚的喷涂泡沫绝缘材
料在 4 面墙上，50 毫米厚的喷在顶的内部，以保证墙和顶绝缘性好不渗透湿气

（本质上，防潮层和绝缘层是一种东西）。安装一个每小时 15000BTU 的带
CoolBAT 的分体空调来提供冷气。用这个新空调将房间控制在 4 摄氏度左右很容
易。
为了建设更有效的可用空间，在建设新冷藏室期间我们也对原来的冷藏室进行
了改造。我们把原来的中空塑料门换成了实心 PVC（聚氯乙烯）门，为了更好的隔
热防潮效果。我们移除了窗子；一边变成新冷藏室的门另一边用水泥 AAC 块封
住。我们还在天花板上喷洒了 50 毫米厚，在墙上喷洒了 25 毫米的绝缘泡沫，以
提高效率并提供了一层防潮层。这个新修整的房间可以保持在 16 摄氏度。它可以
作为冷藏室气闸和临时存货储存空间。他还为种子银行提.供的工作区域来盘点和
密封种子。
结果
新的种子储藏室完成后，ECHO 亚洲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旧储藏室和新储藏室的
几个不同点。尽管现在运转着两台空调而不是一台，种子银行每月的电费增加量微
乎其微。自从新储藏室建成后和旧储藏室改造后，我们不再看见冷凝的水渍。房间
里的低湿度意味着工作人员不需要再用除湿器了。最终，因为绝缘材料好，新房间
比就房间温度低得多，甚至现在旧房间比以前冷——从而给 ECHO 亚洲的种子提
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花费
表 1 包含了新储藏室建设费用。最贵的项目是分体空调，泡沫绝缘材料（包
括劳动费用）和水泥 AAC 块。这种储藏室设计并不鼓励个体农户使用，而是在非
盈利或大型机构使用。.当地方便获得的和更便宜的替代品应该也可以使用，例如
使用木门并在上面涂上乳胶漆（为了防潮），使用泡沫板代替泡沫绝缘材料，使用
传统的砖和石膏来替代 Q Con 砖。
建设项目
泡沫绝缘体（包括劳动力）
冷藏室的木质框架
Q Con 砖
各种建筑材料（通常胶合板、水泥、塑
料等）
新电线
冷藏室的门
空调
CoolBot
新冷藏室涂料
冷藏室的排水沟
总数
表1：种子储藏室的泰铢和美元花费

更多推荐

泰铢
23,929.00
24,282.00
7,800.00

$
$
$

683.69
693.77
222.86

฿ 26,351.00
฿
1,527.00
฿
517.00
฿ 19,490.00
฿
8,750.00
฿
800.00
฿
31.00
฿ 113,477.00

$
$
$
$
$
$
$
$

752.89
43.63
14.77
556.86
250.00
22.86
0.89
3242.20

฿
฿
฿

美元

一个这种程度的种子储藏室并适合所有环境。但是，这篇文章提到的原则、思
想和材料应该可以为情况相似的非盈利或社区的种子银行提供起点和解决方案。如
果你要建一个冷藏室，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需要和在你的条件下什么材料是你真正
可获得的。然后才决定你怎样才能为你的种子创造最好的安全环境。
更多关于 ECHO 亚洲适当的种子储存理论的后续研究，请参见如下链接：
 ECHO 亚洲期刊 14 期：真空密封和冷藏对比（ECHO Asia Note 14: Vacuum
Sealing versus Refrigeration）：
http://c.ymcdn.com/sites/members.echocommunity.org/resource/collectio
n/0ADF35ED-72B3-44AA-92B5-D50F9B4A741D/EAN_14_-_July_2012.pdf
 2015 柬埔寨种子储存研讨会（2015 Cambodia Seed Saving Workshop）:
http://www.echocommunity.org/en/resources/b3b28c0a-efbf-46fe-a63c2c223dc70a86
 2014 泰国种子银行研讨会（2014 Thailand Seed Banking Workshop）:
https://echocommunity.site-ym.com/?Asia_SeedWorkshop
 YouTube 视频：NE 柬埔寨的地球之家种子银行的低成本发芽器：（A LowCost Germination Chamber in Earthbag House Seed Bank in NE Cambo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5M7OLsG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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