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沼气吼im曰魄琊2012，30(4) 45

不同沼液用量对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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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不同浓度的沼液对番茄进行叶面喷施，其中以50倍稀释液的喷施效果最好，可以促进番茄的营

养生长、生殖生长，改善番茄果实品质、提高营养价值、增加经济效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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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在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及防病、抗逆方面

均具有重要作用，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料。另外，沼

液还具有防病除虫的作用，是一种良好的生物源农

药，是无公害农业生产中的良好肥源。番茄是日常

消费的主要蔬菜之一，在我国广泛种植，由于番茄生

产中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造成了番茄品质

下降，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本试验研究了

不同沼液用量对番茄产量及其营养品质的影响，旨

用量提供依据。

1试验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

试验于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河北省肃

宁县番茄种植大棚中进行，分为春秋两季。供试番

茄材料为罗泽品种；供试沼液来自于河北廊坊以猪

粪污为原材料的500 m3的大型厌氧沼气工程的发

在为高营养品质的番茄生产筛选肥料类型和最佳施 酵残留物，经固液分离后使用，养分含量如表l。

表1沼液中的养分含量

1．2试验方法

1．2．1试验设计

试验设4个处理：以清水喷施为对照(CK)，另

外3个处理分别为：处理1，原始沼液稀释25倍；处

理2，原始沼液稀释50倍；处理3，原始沼液稀释100

倍。每个处理面积为100 m2，3次重复，随机排列。

番茄移栽10天后第一次喷施，之后每隔10天喷施

一次，共喷施4次。

1．2．2样品采集及指标测定

产量指标：番茄收获期记录每个处理每次番茄

收获的产量，并每个小区随机选取20个果实称量单

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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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生长指标：于番茄开花期选取植株中部叶

片20片，测量叶片厚度、叶绿素含量，其中10片叶

用于叶片厚度测定，采用游标尺进行测量，另外10

片叶用于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96％的乙醇黑暗

提取24小时后测定。同时每个小区随机选取10株

测量株高、单株重，统计不同处理开花期时间。

质量指标：于番茄收获前期和后期两次采集各处

理番茄果实10个，进行番茄的总糖、还原糖、维生素C、

可溶性灰分、酸度及硝酸盐含量的测定。果实中总糖

含量用蒽酮比色法测定；还原糖含量用3，5一二硝基水

杨酸法测定；总酸含量采用中和滴定法测定；维生素c

含量采用2，6一二氯酚靛酚比色法测定；可溶性灰分含

量采用重量法。每个指标重复测定3次。

所有试验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

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喷施沼液对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沼液喷施对番茄的生理及生长指标都有良好的

影响，由表2可知，各喷施处理的叶片厚度、叶绿素

含量、单株重、开花期时间等指标都好于对照，其中

以处理2效果最好。与对照相比，处理2番茄开花

期叶片厚度增加3．05％，叶绿素含量增加20．，7％，

单株重增加9．56％，株高增加10．2％，开花期提前

3天，显著性分析表明，与对照均呈现显著差异。说

明处理2采用50倍沼液喷施具有改善番茄生理状

况、促进营养和生殖生长的作用，为提高番茄产量奠

定基础。

表2喷施沼液对番茄生长发育指标的影响

2．2喷施沼液对番茄果实品质

表3列出了喷施不同浓度后番茄果实的品质变

化情况，由数据可知，喷施沼液可以降低可滴定酸的

含量，增加还原糖含量、总糖含量、维生素C的含

量、可溶性灰分含量，从总体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

改善了果实风味。比较不同处理，沼液喷施后无论

是前期果实还是后期的果实，都以处理2的效果最

好。，比较前期收获果实与后期收获果实，后期果实

的品质好于前期。

表3喷施沼液后番茄果实品质

2．3喷施沼液对番茄产量及效益的影响

与对照相比，处理2可显著增加番茄的单果重

及产量，其效果好于处理l和处理3。2011年春、秋

两季，处理2较对照相比其增幅分别为8。54％和

16．66％。按2011年番茄产地春季售价2．1

元·kg～，秋季售价1．2元·蝇。1计，各处理效益增

幅分别为8．45％、11．85％和3．45％。沼液投入成

本在50元至100元之间，产投比较高。因此番茄生

产上，处理2采用沼液50倍稀释后喷施，应用推广

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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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与讨论

沼液是一种优质有机肥，其养分兼具有持效和

速效性，在多种作物上应用均有良好的效果。但不

同的施肥条件对作物产量品质的影响不同，而为适

应不同的品质要求，其施肥条件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应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选择合

适的用量。本试验从沼液对番茄生长发育影响方面

进行了研究，从试验数据可知沼液50倍稀释后在番

茄上叶面喷施效果最好，除了具有良好的促长增产

效果，还对改善番茄果实的品质有较好的作用，在实

际生产中可用沼液部分替代化肥，既能改善番茄果

实的品质，又能为无公害蔬菜生产提供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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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程的日常运行、管理及维护交给专业的技术人
员，申请CDM项目增加额外收益，测试当地土壤成
分，添加一些必要的微量元素将沼渣沼液制成适应

当地土壤肥效需求的有机肥。

4山东沼气工程投资回收分析案例

本调研同时获取了山东某沼气工程的运营数
据，以此为例，在不同的假设补充条件下对该沼气工
程进行了投资回收期的分析，如图8所示，在良好管

理的前提下，加大可以投入，扩大盈利面。沼气产业
的经营是一条很好的盈利创收之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我国的沼气工程的各

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与国外的工程相比还有
很大的差距，但这也正显示出我国沼气工程还有很

大的上升空间，随着相关新技术的不断研发，中国的
沼气工程产业必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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