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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沼肥营养丰富是很好的有机肥，它不仅能使蔬菜增加产量，还可以提高蔬菜的抗逆性和抗病虫能力，提高

蔬菜品质和价格。施用沼肥后，可以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对发展和改善当地有机、绿色和无公害蔬菜生

产，促进农业生态良性循环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沼气沼渣沼液有机肥提高蔬菜品质

食品安全问题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当今的食

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人体摄

人的亚硝酸盐80％来自于蔬菜，所以发展有机、绿色

和无公害蔬菜就显得越来越迫切。目前生产的蔬菜质

量不尽人意，农药残留超标、硝酸盐累积严重，重金属

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等时有发生，由于过量施用氮

肥已造成了许多地区蔬菜中硝态氮的超标以及地下

水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化肥利用率低、肥效下降、重氮

轻钾、重无机肥轻有机肥等施肥习惯已成为制约无公

害蔬菜生产的重大障碍。

蔬菜是喜肥作物，需肥量较一般大田作物多，但

过量施用，不仅肥效下降，而且还会破坏土壤结构，污

染环境。为了提高蔬菜的品质，必须使用低毒、低残留

农药，提倡使用农家有机肥；沼气作为清洁无污染的

能源，产生的沼渣、沼液是最好的优质农家肥其营养

元素含量高，给蔬菜施用见效快，且由于沼气生产是

厌氧发酵，病菌、虫卵大部分已被杀死，是理想的无公

害肥料，具有无污染、高效、培肥地力等优点。试验表

明，一个lO立方米的沼气池年产沼渣4吨，沼液6

吨，可供1 500平方米蔬菜全年所需肥。这些肥料在

蔬菜上使用效果极为明显，可以大大提高蔬菜的产量

和品质，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减少生产投人，尤其是

农药化肥的投入减少，节约了生产成本。

1沼气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气肥

沼气是一种混合气体，其中含有60％一70％的甲

烷、30％一35％的二氧化碳，还含有少量的一氧化碳、

氢、氨、硫化氢、氧和氮等。它不仅是清洁的生物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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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沼气发酵过程中，除了碳、氢、氧等元素逐步分

解转化成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气体外，其余各种养分基

本都保留在发酵后的残余物中。其中一部分水溶性物

质残留在沼液中；另一部分不溶解或难分解的有机、

无机固形物则残留在沼渣中，此外沼渣还吸附了大量

的可溶性的有效养分。

燃烧1立方米沼气可产生0．9立方米二氧化碳

气体，可以释放大约23 000千焦的热量，因此，可通

过沼气在温室内的燃烧，不仅为大棚增温和保温，而

且也为蔬菜生长提供了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

碳原料从而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燃烧用的沼气灯或

沼气灶在温室内安装数量要与温室面积相配套，一般

情况下50平方米温室面积安装l盏沼气灯，100平

方米温室面积安装l台沼气灶，日出半小时后开始点

火燃烧l～1．5小时，施放速度以每小时0．5立方米为

宜。注意，燃火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以免沼气中所含

硫化氢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浓度过高造成为害。一般

在上午10时后及时通风换气，在阴雪天气，蔬菜光合

效率低，可不进行燃烧。温室蔬菜生产中，以蔬菜生产

前期施用二氧化碳效果较好。施用二氧化碳气肥浓度

应根据蔬菜种类、光照强度和温室温度的情况而定。

一般黄瓜、番茄、芹菜和豆类等蔬菜在营养生长盛期

需要二氧化碳浓度高一些，在强光、高温和叶面积系

数大时宜采用较高二氧化碳浓度，反之，则采用较低

浓度。施用二氧化碳的蔬菜植株生长健壮，叶绿素含

量高，叶色深绿有光泽，开花早，雌花多，花果脱落少，

而且嫩枝叶上冲有力，抗病性增强。

2沼渣是很好的底肥

沼渣是人畜粪便等有机物经发酵产沼气后的底

层沉渣，含有丰富的有机质、腐殖酸、粗蛋白、氮、磷、

钾和微量元素等，是一种优质肥料，主要用作底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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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中的腐植酸既具有一般化肥的速效增产作用，又具

有有机肥料的活化土壤、缓释培肥作用，而且无公害、

无污染。

2．1沼渣配制营养土

沼渣营养全面，可以充分用于蔬菜育苗营养土的

配制。用沼渣配制营养土，应采用腐熟度好、质地细腻

的沼渣，其用量占据混合物总量的20％一30％，再掺入

50％。60％的大田土、5％～10％的锯木屑、O．1％～0．2％

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即可。用沼渣配制的营养土育

苗，能有效地防治蔬菜立枯病、枯萎病和猝倒病及地

下害虫。

2．2沼渣作底肥

沼肥分为卜中下三层，下层是沼渣肥，含有氮素、

有机质、腐殖酸类物质和矿质化后的速效磷、钾及其

他微量元素，是蔬菜作物很好的底肥。菜苗移栽时，将

腐熟的沼渣按每平米3千克施入定植穴中，沼渣与穴

内底土充分混匀后再定植菜苗。也可在下层沼渣做底

肥时，可将肥料均匀撒在菜地表面，随犁耕翻入耕层，

使沼渣与土壤混匀。每亩施用l 000千克(湿重)沼

渣，相当于土壤补充了氮素3-4千克、磷1．25～2．5千

克和钾2．0～4．0千克。也就相当于施用尿素6．5～8．7

千克、过磷酸钙10～20千克和氯化钾3．3～6．7千克。

3沼液是良好的追肥和叶面肥
沼液是沼气池内发酵物分解后形成的褐色明亮

液体，其总固体含量约小于1％，沼液中含有作物生长

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同时，沼液中存留了丰

富的氨基酸、B族维生素、各种水解酶、某些植物生长

素、对病虫害有抑制作用的物质或因子，可以用作防

治作物的病虫害，主要用作根部追肥和叶面追肥，肥

效快。沼液中除了含有上述主要营养元素外，还含有

钙、铁、铜、锌、锰、钼等微量元素和对动、植物生长有

调控作用，对某些病虫害有杀灭作用的生物活性物

质，如腐殖酸。它们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调

控作用，参与了农作物从种子发芽、植株长大、开花到

结果的整个过程。

3．1沼液浸种

沼液中除含有磷钾外，还含有种子萌发和发育所

需要的大量氨基酸、B族维生素、各种水解酶、生长素

和对病虫害有抑制作用的物质及因子。可以提高种子

发芽率。播种后易扎根，生长健壮，菜苗抗逆能力强，

基本无瘦弱苗，病虫害少。具体作法是：蔬菜种子在浸

种前，应将种子充分晒干，以提高种子的吸水能力，并

杀灭部分病菌，然后将种子装入通透性好的纱布袋

中，将袋口用绳扎紧后，投入已正常使用50天以上沼

气池内稀释10倍的沼液中，在15～18℃的情况下，瓜

类蔬菜种子以浸泡2~4小时为宜，茄果类蔬菜种子以

浸泡4～6小时为宜。浸种后，取出种子袋，用清水洗净，

然后把种子摊开，待种子表面水分晾干后即可进行催

芽播种

3．2沼液作追肥

沼肥中的上层液含有大量可溶性养分，是含氮量

较高的液体肥料，易为蔬菜作物吸收利用，是很好的

蔬菜追施肥料。沼肥中层是糊状物，具有丰富的速效

氮、磷、有机质和腐殖质，肥力较高，适合在蔬菜作物

的生长中期做追肥用。果菜类蔬菜每亩可追施2 500。

3 000千克，瓜类蔬菜可在花蕾期或果实膨大期施用，

并在沼液中加入扬的磷酸二氢钾，每亩可追施2000～
2500千克，一般菜田每亩施用沼肥用量l 200～2 500

千克左右。通常结合灌水，直接将沼液追施至崆构或垄

面内沟施或灌根，对控制根部病害发生有较好作用。

3．3沼液叶面喷施

沼液中离子状营养成分富集，用于蔬菜叶面喷

施，利用率高，能及时补给蔬菜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叶

面喷施宜使用好氧处理l天并过滤沉淀后的沼液，要

掌握好浓度，防止浓度过大灼伤菜苗。蔬菜幼苗期喷

施沼液时，应稀释lO～20倍，中后期叶面喷施应稀释

5一10倍为宜，一般每亩蔬菜用沼液45。50千克。在蔬

菜上市前一周勿喷施沼肥，一般在上午露水干后喷

施，夏季宜在傍晚喷施，中午和下雨时不宜施用。叶菜

类可在蔬菜的任何生长季节施肥，也可结合防病灭虫

时喷施沼液。沼液还可与其它农药、化肥混合施用，以

提高补养防病效果。利用稀释10倍的沼液，在害虫为

害初期，连续喷洒2～3次，可以杀灭80％以上害虫，有

效控制了虫口密度。同时如果配以适量相应的杀虫

剂，成虫或虫卵杀灭率可达96％以上，而且药效期可持

续30天以上。据调查，西红柿在开花结果期，将沼液

对水1．5倍进行叶面喷洒3～5次，每亩施用30～50千

克，能使其产量增加20％以上，并有效防治西红柿晚

疫病和灰霉病的发生。黄瓜在育苗期，将沼液对水4

倍进行叶面喷施，不仅能使秧苗生长旺盛，而且不徒

长，苗齐苗壮；在开花期、结果期，将沼液对水l倍进

行叶面喷施，能使植株茎增粗、节间缩短、叶面积增

大、单株结瓜数增加7％～9％，并且能促进结回头瓜。

产量增加20％以上。

4沼气资源使用注意事项
4．1利用沼气提供二氧化碳、增加温度时，应确保棚

只有合作。才会成功。吉林蔬菜杂志．圆您致富之梦!·95·

万方数据



室严密，二氧化碳的施放量要严格确定。一般情况下，

棚室施放浓度为0．08％一0．10％，育苗初期浓度为

0．05％，后逐渐加大。晴天按规定浓度施放，阴天减少

施放浓度，雨雪天停止施放。

4．2沼液作追肥时，应在正常出气1个月以上的沼

气池出料间提取；为了提高瓜果类蔬菜的坐果率、结

实率，在现蕾期、花期和果实膨大期追肥时，可在沼液

中加入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可以提高其产量和品

质；为了增强沼液对虫害的防治效果，可加入少量乐

果乳油。

4．3沼渣作追肥时，不能出池后立即施用，用作棚室

蔬菜的沼渣，应在施用前将沼渣在棚外用塑料薄膜堆

积10天左右时间让其充分腐熟，以免造成蔬菜烧根

和有毒气体伤害。

4．4蔬菜是喜肥作物，生长期短，需肥量大，为满足

其生长期对肥料的需求，可适当加施部分速效氮肥和

磷肥。

4．5沼肥含氮量比其它有机肥高，速效性强，在露天

存放氮素损失率较高，施肥后应立即覆土，否则就会

造成养分损失。据测定，沼液肥施于地表，不覆土，

两天后铵态氮损失达50％以上。沼渣肥在露天堆放晒

干，全氮损失65％左右，氨态氮损失87％，所以不管

做基肥还是做追肥，施后立即覆土，以减少肥分损失，

草莓皮腐病的发生与防治
皮腐病为草莓的重要病害，分布广泛，发生普遍。

多在露地发生，保护地亦可发病。通常病株零星，造成

少量烂果，严重地块果实染病率可达20％以上，显著

影响草莓生产。此病还可在草莓贮运期发生危害。

l症状此病主要危害果实。开花至果实成熟均可

染病。幼果多从接触地面处侵染，初呈水渍状近圆形

或不定形浅黄褐色斑，以后发展成黑褐色。空气干燥，

病部硬化似皮革状。空气潮湿，病果软化腐烂，在病部

表面产生浓密白霉。成熟果染病，病部软化褪色，呈水

渍状腐烂，病斑初为浅黄褐色，以后变成褐色至黄褐

色，适度高时病果表面亦产生白色霉层。

2发病规律病菌以卵孢子在土壤中越冬，条件适

宜时产生孢子囊，遇水释放游动孢子，通过雨水或浇

水传播危害。病菌生长温度8—35℃，最适宜温度25～

28℃，较高温和高湿适宜发病。平畦种植、地势低洼、

土壤黏重、偏施氮肥和过度密植发病严重。

3防治方法①选择地势高燥的壤土地块种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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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做到随用随取，取出的沼渣如来不及施用，应

农家肥、田土、土杂肥等混合堆制，外面再覆盖田土，

以防养分损养

实践证明，施用沼肥种植的果菜可提高产量

20％，叶菜可提高产量30％左右，综合利用沼气资源

沼气、沼渣、沼液，不仅使蔬菜增加产量，还可以提高

蔬菜的抗逆性和抗病虫能力，提高蔬菜品质；同时沼

气大棚蔬菜比对照大棚早上市15天左右，每亩可多

增收3000～3 500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施用

沼肥后，土壤中自然团粒总数增加1．5—3倍，使土质

变得疏松，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可以有效改良土壤

结构，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高地力，为发展和改

善当地有机、绿色和无公害蔬菜生产提供足够的后

劲，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促进农业生态良性循环有着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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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丛枝病的发生与防洽

丛枝病病草莓的重要病害，分布广泛，发生较普

遍。通常零星发病，轻度影响产量和品质。部分地区、

部分品种发生较重，病株率可达10％以上，显著影响

草莓生产。

1症状植株染病后叶片变黄，出现丛枝，花瓣变

小，有时呈绿白色，发育不正常，植株矮缩。轻病株能

结果，但果实畸形，以后僵缩褪色，品质很差。

2发病规律草莓丛枝病植原体寄主范围广，由东

方叶蝉接种传毒，能侵染翠菊、金盏菊、芜菁、菠菜、洋

葱等12科26种植物。

3防治方法发病初期选用医用四环素或土霉素

4 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洒幼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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