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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沼液施用量对生菜产量及砷累积量的影响
欧杨虹，孙正国，陈学祥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通226007)

摘要：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不同沼液施用量对生菜产量、干物质累积量、生菜砷含量以及土壤砷含量的影响，并分析

了施用沼液后砷累积对生菜食用安全性和土壤环境质量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沼液施用量增加，生菜产量及干

物质累积量均有增加趋势，且其趋势一致；生菜砷含量随着沼液施用量的增加而升高，以施用沼液4L处理的生菜砷含

量最高，达到0．469 mg／kg，但未超出国家安全食用标准；沼液施用量与土壤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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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沼气工程在全国范围的大力推广，畜禽粪便资源化

利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建设大型畜禽养殖场时并未考虑

沼气发酵副产物沼液的去处，没有配套农田对沼液进行消纳，

使沼液未经处理直接外排，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重大的环

境隐患⋯。畜禽粪便发酵产生的沼液中含有大量N、P、K、微

量营养元素、氨基酸、酶类及对植物病虫害有抑制作用的物质

等，因此合理利用沼液有利于保持土壤肥力，促进土壤生态环

境良性循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作物病虫害发生，提高农产

品产量和品质旧J。同时沼液是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经厌

氧发酵后的产物，不但能够部分代替化学肥料施用，减少农业

生产成本，而且提供土壤必要的水分，减少农业灌溉用水，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J。

我国居民对农产品安全的关注度日益提高。而由于大型

养猪场为了使猪在生长期内快速育肥和减少疾病发生，在日

常饲喂中使用了氨苯砷酸，其通过猪的新陈代谢残留于猪粪

中，厌氧发酵后沼液中砷含量明显升高。近年来大量沼液被

农用，在提高作物产量、减少农业生产费用的同时，也将沼液

中毒性强、迁移慢、具有累积性的重金属带到土壤中，并通过

土壤一作物系统进入农作物体内。因此，沼液中重金属是否

会在长期农用过程中导致土壤和作物中重金属含量增加，进

而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已逐渐成为人们担心的问

题Ho。因此，探讨沼液农用对土壤—植物系统重金属的迁移

和累积特征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沼液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

研究已有较多报道，但多侧重于沼液对作物产量、品质等方面

影响的研究，而关于沼液农用对土壤和生菜重金属砷含量影

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不同沼液施用量对

生菜产量以及生菜和土壤中砷含量的影响，以期为沼液在蔬

菜上应用的安全性评价奠定基础。

l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生菜品种为速生散叶生菜。供试沼液取自江苏省如

皋市中海养殖场，基本理化性质为：总氮含量258．6 mg／L，全

磷含量38．2 n∥L，全钾含量98．2 mg／L，砷含量15．6 n∥L，铜含

量O．356叫L，铬含量O．353 I叫L，铅含量0．085叫L，Ec值
8．14 ms／cm，COD含量892 H∥L，pH值7．65。供试土壤为灰

潮土，基本理化性质为：质地轻壤土，有机质含量10．28 g／kg，

碱解氮含量45．6 mg／kg，速效磷含量9．39 H∥kg，有效钾含

量76．03 mg／kg，pH值7．04，砷含量4．13 mg／kg。

1．2盆栽试验

在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温室进行盆栽试验。所用盆钵

为塑料盆，每盆装土4 kg，土层深度20 cm。于2012年10月

2日播种，11月3日移栽生菜幼苗，每盆定植1株生菜。试验

共设6个处理，其中1个清水对照(处理1)和5个施沼液处

理(处理2～6)，每个处理7次重复。处理2～6的沼液总用

量分别为660、1 320、2 000、2 660、4 000 mL，分10次施入土

壤中。各处理在同日完成沼液施用，且保证各处理每次施入

的水分总量基本相等，其他栽培管理措施按常规进行。

1．3样品采集及处理

1．3．1样品采集于2013年3月4日采集植株地上部。生

菜成熟采收时，分盆采收地上部，采集后装入大信封袋，带回

实验室称鲜重，70℃杀青30 min后于50℃烘干，称干重并磨

细。收获植株后采集土壤样品，取样深度分别为O～5 cm和

5～20 cm，风干、磨碎，分别过20、100目筛后待用。

1．3．2 样品分析与数据处理 土壤中砷含量测定采用

GB／T22105．2—2008《原子荧光光谱法》。植株中砷含量测

定采用GB／T 5009．1l—2003《微波消解一原子荧光分光光度

法》。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采用外加热一重铬酸钾容量法。

测定植株和土壤样本时分别用GBw 07602(GSV一1)——灌

木枝叶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和GBw 07408——土壤成分分析

标准物质(黄土)进行质量控制。

采用Excel 2003和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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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处理1)提高了639％，达到极显著性差异。处理4、

5、6的生菜产量问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处理2、3，分别

比处理2增加50．O％、58．3％、38．O％，比处理3增加

49．7％、58．O％、37．7％。随着沼液施用量增加，生菜产量随

之增加，但增加到一定量后，生菜产量的变化已不显著。在本

研究条件下，每盆生菜施用2 660 mL沼液已经能够满足生菜

生长需要，在沼液施用量为4 L时生菜产量略有下降，说明沼

液施用量过大不利于生菜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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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不同沼液施用■对生菜千物质量的影响

2．2施用沼液对生莱砷含量的影响

由于生猪养殖过程中添加了含砷的饲料添加剂，代谢后

通过粪便形式排出，粪便经厌氧发酵后金属砷留在了浯液中，

这是沼液农用可能会造成农产品砷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本

研究中施用沼液后生菜中砷含量随着沼液用量的增加呈上升

趋势，以施用沼液最多的处理6生菜含砷量最高，达到

O．469 mg／kg，分别较处理l～5高148．1％、86．1％、103．9％、

38．3％、13．8％，且显著高于处理1—4。处理l、2、3的生菜

含砷量间没有显著差异(图3)。在供试条件下，生菜中砷含

量未超过GB 2762—201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砷含量限

量标准(<0．5 nlg／kg)。

2．3施用沼液对土壤砷含量的影响

不同沼液施用量处理的土壤砷含量出现不同程度升高，

处理1处理2处理3处理4处理5处理6

图3不同沼液施用■对生菜砷含■的影响

以处理6的土壤砷含量最高，达到6．81 mg／kg，但未超出

GB 15618喇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砷限量标准
(<25 mg／kg)。处理6的土壤砷含量分别较处理1～5高出

62．9％、46．8％、34．3％、30．2％、4．4％，处理6、5之间没有差

异，但均显著高于处理1—4。由图4可以看出，沼液施用量

与土壤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生菜生长过程中向土壤

施入不同量沼液会造成土壤砷含量差异显著。

沼液施用量(L)

图4沼液施用■与土壤砷含■的关系

3结论与讨论

生菜作为深受大众喜爱的蔬菜品种之一，在大城市近郊

的栽培面积较大，生菜喜在透性良好、有机质丰富、保水保肥

力强的土壤上生长。由于沼液是经畜禽粪便厌氧发酵而成，

含有不同矿化能力的有机成分，速、缓供肥能力兼备，沼液中

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和腐殖酸、有机质、氨基酸、生长

激素、抗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能够提供作物生长所需

的各种养分，且在土壤中的保肥时间较长，对促进作物生长有

重要作用悼1。在本研究条件下，沼液施用量增加有利于生菜

产量的提高和于物质量的积累，并且在沼液施用量为
2 260 mL时，生菜具有最大的产量和于物质累积量；而沼液

施用量超过2 260 mL时，出现生菜产量和干物质累积量下降

的趋势，由此可见，沼液施用量的选择对于最佳生菜产量的形

成具有重要意义。覃舟哺1对紫甘蓝、韩晓莉等门1对油菜的研

究显示，沼液和无机肥配合施用会取得最佳的产量和品质

效应。

沼液农用过程中，重金属在植株和土壤中积累是不安全

因素，本研究中随着沼液施用量的增加，生菜、土壤中砷含量

也随之升高，生菜中砷含量的增幅为13．8％一148．1％，土壤

中砷含量的增幅为4．4％一62．9％，但均未超出国家有关安

全标准，这与赵麒淋等阳1在玉米，王卫平等阻111在胡萝卜、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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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鲜食糯玉米一菜用大豆一冬菜"
模式高效栽培技术

栾春荣，苏彩霞，马小凤，刘燕敏，徐波
(江苏省泰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泰兴225433)

摘要：2008年以来，“马铃薯／鲜食糯玉米一菜用大豆一冬菜”种植模式在泰兴市高沙土地区得到了较大面积的示

范应用，示范结果表明：在高产栽培条件下，马铃薯的一般产量为21 000 kg／hm2，纯效益22 500元／hm2；鲜食樯玉米的

一般鲜果穗产量10 500 kg／hm2，纯效益24 750元／hm2；毛豆的一般鲜荚产量6 000 kg／hm2，纯效益12 000元雾hm2；冬

菜的一般产量10 500 kg／hm2，纯效益13 500元／hm2。全年总纯效益达72 750元／hm2以上，研究为泰兴市高沙土地区

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马铃薯；鲜食玉米；毛豆；冬菜；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s34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一0112一03

泰兴市地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土质以高沙土、沙壤土为

主，排灌良好，日照、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宜马铃薯、鲜食糯

玉米、菜用毛豆及各种蔬菜的生长。马铃薯、鲜食糯玉米、毛

豆都是泰兴市的传统经济作物，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高效农业的迅猛发展，这些传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在不断扩大，而与之相关的各类高效种植模式也得到了广泛

应用。通过技术组装、集成，笔者总结形成了“马铃薯／鲜食

糯玉米一菜用大豆——冬菜”的高效种植模式，并在全市进

行了较大面积的示范应用，本研究便针对该种植模式进行相

关介绍。

收稿日期：2013一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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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茬口安排

一般在1月下旬对马铃薯进行切块催芽，在2月中旬播

种，5月底至6月初收获。马铃薯收获后播种菜用大豆。间

作糯玉米于3月20日左右播种育苗，4月初移栽，7月上中旬

收获。马铃薯套种玉米均采用地膜覆盖垄作栽培，垄宽

90 cm，每播6垄马铃薯便空2垄种植4行糯玉米。9月初菜

用大豆收获后种植冬季蔬菜。

2“马铃薯／鲜食糯玉米一菜用大豆一冬菜”模式的优越性

“马铃薯／鲜食糯玉米一菜用大豆一冬菜”模式的优越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马铃薯是蔓生块茎作物，有棵

矮、早熟、喜冷凉的特性，其植株占有的空间少，与高秆作物玉

米搭配，能实现用光互补，从而改善群体结构；由于宽行间距
从事玉米育种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Tel：(0523)87831197； 变大，间种玉米的侧面受光加强，从而促进了其光合产物的合

橘、青菜上的报道一致。梁丽娜等指出，施用沼液能增加土壤 [6]覃舟．施用沼液对紫甘蓝产量、营养品质及土壤质量的影响

重金属含量‘1引；而姜丽娜等则认为，长期施用沼液对农产品 [J]·江西农业学报，2009，21(7)：83—86．

和土壤重金属累积没有明显影响m]。本研究是在盆栽试验 [7]韩晓莉，李博文，刘微，等·沼液配方肥对油菜生长、品质及氮

韶点篓翼瓮哩翌紫期施用对土壤砷累积及迁移情况嘲耄嚣蒙譬葛缘篓喜鬈翥筹兰蒜萎粢乏誓枭积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嚣乏磊f茹．泵j：i幕蚕：：嚣Z三高。：玄Z篡：卜里噩腌删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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