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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施不同浓度沼液肥对温室黄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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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30％、50％、70％等3种浓度的沼液肥研究不同冲施浓度对黄瓜生长特性、产量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

明：随着沼液浓度的增加，黄瓜的株高、叶片数、叶绿素含量、维生素c含量呈增加趋势；产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与对照相比分别增加了4．36％、13．96％、6．16％；白粉病、霜霉病的发病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应以50％浓度的

沼液肥冲施黄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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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沼渣是农业废物经沼气池厌氧发酵后形成的产物， 日光温室，长100 m，宽10 m。

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及氨基 1．2试验材料

酸、维生素、酶等生命活性物质，是一种优质、高效的有机肥 供试黄瓜品种为冬冠。

料⋯。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沼液可以 1．3试验设计

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减少农药和化肥用量、降低生产成 试验设4个处理：c，处理，沼液浓度30％；c：处理，沼液

本，进而改善农作物品质并提高产量心。41。但是关于不同浓 浓度50％；c，处理，沼液浓度70％；对照(cK)处理，清水。

度的沼液、沼渣混合物冲施对日光温室黄瓜产量和品质影响 c。、c：、c，处理均为沼液、沼渣混合物加水稀释而成。每个温

方面的报道还较少。 室为1个重复，共12个小区，小区面积0．叭hm2。试验于

1材料与方法
20lO年9月4日播种，10月2日定植，密度为52 500彬hm2；
12月8日开始分批采收；2011年4月2日全部收获完毕。挂

1．1试验地点 瓜前浇1次沼液，之后冬季每15 d浇1次，春季每7 d浇1

试验于2010年9月至2011年4月在江苏省宿迁市泓润 次，共浇11次。田间管理参照宿迁市泓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光温室中进行。选择4个面积相同的 的无公害黄瓜生产技术规程。——
1．4测定方法

收稿日期：2013一cr7一01 于2010年12月8日每小区随机抽取10株黄瓜，测定株
基金项目：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编号：cx(11)2036]。 高、叶片数。叶色采用目测法，株高用卷尺测定，产量按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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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设施蔬菜品种选育和技术推广工作。E—mail：ti锄矗·眈00l@
定，可溶性糖含量用蒽酮法测定，叶绿素含量用便携式叶绿素

sohu·c一。 仪测定[5]0。

通孽竺耋：堕兰堂，雪，江荨哼蛮人：研耋置，主要从事农作物栽培及 i．；“≥毒观察
遗传育种工作。E—mail：sm∞c“en@yahoo·c。m·cn。 ≤j；d诮查1次，当田间发现病害时，记录发病株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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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度。

2结果与分析

2．1 浇施不同浓度沼液对黄瓜营养生长的影响

由表1可以看出，浇施沼液对黄瓜的株高、叶片数、叶绿

素含量、产量均表现出一定的正效应。沼液对黄瓜生长表现

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与cK相比，处理c，、c：、c，的株高分别

增加1．3、3．5、6．6 cm，每株叶片数分别增加了0．3、0．9、2．2

张。在黄瓜4叶1心移栽时进行叶色和叶绿素含量调查，总

体表现为各处理的叶色表现为绿或深绿色，植株生长健壮；与

cK相比，处理c。、c：、c，的叶绿素含量呈现普遍升高的现象，

分别提高了0．3l、1．11、3．06 mg／g。

表1 浇施不同浓度沼液对黄瓜生长指标的影响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

O．01)、显著(P<O．05)。表2同。

2．2 浇施不同浓度沼液对黄瓜产量的影响

由表1还可以看出，浇施沼肥处理的产量与CK相比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处理c。、c：、c，分别比对照高4．36％、

13．96％、6．16％。由此可以看出，浇施沼液有利于黄瓜产量

的提高，但是随着浇施浓度的提高，黄瓜的产量反而会降低。

2．3 浇施不同浓度沼液对黄瓜品质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沼液处理对黄瓜中维生素c含量的提

高有明显的正效应，处理c。、c：、c，黄瓜果实中的维生素c

含量分别比cK增加了17、34、25 mg／kg，c：处理的含量最高，

比cK增加了26．56％。由此还可以看出，随着浇施沼液浓度

的增大，黄瓜中的可溶性糖含量逐渐升高，以c，处理最高，达

到4．3 mg／kg，比cK提高了38．7l％，其次是c2、c。处理，因

此沼液处理能明显提高黄瓜中的可溶性糖含量，因而能够增

加黄瓜的适口性，改善黄瓜的品质。

裹2浇施不同浓度沼液对黄瓜品质的影响

2．4不同处理对黄瓜生育期病害发生的影响

从表3可以明显看出，施用沼液后，黄瓜生长健壮，抗逆

性增加，病害发生较轻。这些使得黄瓜的采收次数增多，产量

明显提高。与对照相比，C。、C：、C，处理的霜霉病发病率分别

减轻了15、17、18百分点，病情指数分别减轻57．62％、

75．83％、78．15％；白粉病病株率分别降低20、30、32百分点，

病情指数分别降低39．95％、59．56％、69．98％。

表3浇施不同浓度沼液对黄瓜病害发生程度的影响

3结论与讨论

浇施沼液可以及时补充黄瓜生长过程中所需的营养物质，

对黄瓜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能提高黄瓜的生物产

量，进而显著提高黄瓜产量，达到增产的目的m一“。本研究发

现，浇施50％沼液浓度的黄瓜产量最高，为179 667 kg／l-m2。

研究证明，浇施沼液不仅具有提高黄瓜的抗病防病、抗逆

性的作用，还可有效提高黄瓜中的维生素c含量和可溶性糖

含量，因此在黄瓜生产过程中浇施沼液，不但能有效改善黄瓜

的营养品质，同时还能极大改善黄瓜的商品品质和感官

品质‘8“1。

在黄瓜移栽时施用沼液，可使黄瓜生长健壮，抗逆性提

高，结果多，品质优，尤其对黄瓜中常见的霜霉病和白粉病病

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些病害发生期出现得较晚，且

发病极轻，从而使黄瓜倒秧时间向后推迟，采摘次数增加，因

此增产作用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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