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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EM制剂对猪场沼液进行处理后加工成EM液肥，可以解决猪场沼液随意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采用红糖 

为基质对EM进行增殖处理，在培养温度为25％～30~C的条件下，只需4d，有益菌浓度可以达到2．8x10s个，mL，可以达到使 

用要求。采用增殖后的EM对沼液进行处理，当EM增值液的加入比例为2．4％时，只需6d，有益茵浓度可以达到2．1xlOs个， 

mL。采用EM沼液用于种植萝 卜的试验，当EM沼液的使用量为60kg／8in 时萝 卜的产量与使用清水的对照组相比增产 

107．3％，每8in 萝卜产量可达53．6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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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猪沼液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氨氮、磷等植物 

生长所需的物质，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一种速效性有 

机肥料。我国是一个养猪大国，近年来，猪场废水经 

沼气池发酵处理后用于农业生产逐渐被群众开发 

利用 ，沼液在浸种 、种蘑菇、喂猪、防果苗冻害 、养 

鱼、制取冲施肥、叶面肥等方面有很好的利用价值， 

但传统的沼液直接用于浇灌作物的模式具有作物 

利用率低，沼液的利用范围受输送方式严重制约等 

缺点。从而导致了猪场周围土地无法消纳过多的沼 

液而导致环境污染 ，而远离猪场的地区无法获得沼 

液灌溉之间的矛盾。为使猪场沼液能得到充分利 

用，变废为宝，同时解决猪场沼液排放对猪场周围 

环境的污染问题，最佳的方案就是通过对沼液的进 
一 步处理，提高植物对沼液的利用率，提高单位质 

量的沼液利用价值，从而改变传统的沼液就地消纳 

方式 ，使沼液可以实现远距离输送。采用 EM技术 

对沼液进行深度处理 ，用沼液制取 EM高效液肥， 

是综合利用沼液，解决沼液污染的最佳途径。 

2 试验部分 

基金项 目：江西省农业厅 2010年农牧渔科研 项 目 

Ny201019号 

作者简介：邱俊(1984～)，男，环境工程博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废水处理与资源化技术。 

2．1仪器药品 

2．1．1试验仪器。分光光度计，实验室常用仪器。 

2．1．2试验药品。指标分析所需的分析试剂、猪场沼 

液、EM原露。 

2．2试验方法 

2．2．1沼液的预处理。选择经过深度发酵的猪场沼液， 

采用曝气增氧 1d，基本去除沼液的异味后静置，沉 

淀，得到淡青色的干净沼液，检测沼液中的COD 

NH厂N、TP。 

2．2．2 EM的增殖实验。取 10mL EM原露加入 1L井 

水 ，再加人 1 kg红糖进行 EM菌的培养，培养时温 

度为 25~C～30~C，每天测定营养液的pH及细菌光密 

度 OD660(稀释 100倍后检测)。 

2．2．3 EM处理沼液的实验。用移液管分别移取 1 

mL、2mL、3～12mL增殖后的 EM至 500mL容量瓶 

中，加沼液稀释至刻度 ，密封、保温，每天测定沼液 

的pH并观察液体颜色、气味的变化。 

2．2．4取经过 EM处理后达到发酵要求的沼液 (pH< 

3．5)，用于种植无公害蔬菜(萝 卜)实验。试验时间为 

2011年 lO月至 12月，地点位于江西南昌，实验用 

地为 2 mx4 m=8 m2小区共 36块，种植密度为每个 

小区40蔸，分 A、B、c、D四组分别使用清水、EM制 

剂、沼液、经 EM处理后的沼液，每组设置 3个浓度 

梯度，3次重复。A组为 20 kg、40 kg、6O kg清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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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 2O kg、4O kg、60 kg浓度为 1％oEM制剂；C组为 

2O kg、40 kg、60 kg浓度为 10％的沼液 ；D组为 20 

kg、40 kg、60 kg浓度为 10％的 EM沼液。施肥时间 

为萝 卜出苗后第 15 d、30 d和 45 d共 3次，收割时 

间为第 65 d。 

3 结果与分析 

3．1试验结果 

·专 论 与 综 述 · 

3．1．1沼液营养成分的分析。按 2．2(11方法对沼液进行 

预处理后测定 CODer、NH3--N、TP、TN含量。(见表 1) 

3．1．2 EM增殖实验。按照 2．2(21方法进行 EM的增 

殖实验，时间结果如图 1所示。 

3．1．3 EM处理沼液的实验。按照 2．2(31方法，对 2．2 

(1)中的沼液进行 EM处理，测定沼液的pH如图 2 

所示。 

表 1 沼液中各营养元素的含量 
mg／L 

图 1 EM 的增殖实验 

3．1．4 EM沼液用于种植无公害食品的试验。按照 

2．2(4)的试验方案，种植无公害萝 卜，以小区为单位， 

测定作物的产量。(见表 2) 

表 2 田间种植试验结果 k
g／8m2 

以四组试验三次重复的产量平均值为纵坐标， 

以不同浓度梯度为横坐标绘制 4组试验的产量图， 
· 14· 

O 1 2 3 4 5 S 7 

对壤【d) 

图 2 沼液经 EM 处理后的 pH变化 

如图3所示。 

■ 
l5 

图 3 不同浓度梯度条件下的作物产量 

3．2分析与讨论 

3．2．1沼液营养成分的分析。畜禽养殖业粪便、废水 

经厌氧发酵后的残留物即为沼液 ，其含有丰富的 

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和铜、锌等微量元素，是一种 

优质的有机肥，能改良土壤、刺激作物生长，增强作 

物抗病害性能。从 3．1．1的检测结果可知，沼液中有 

机质含量高达 0．876％，总养分为 0．176％，含氮量 

0．125％，全磷 0．0038％，全钾 0．0323％，各种元素水 

溶性好，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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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EM增殖实验结果分析。有效微生物菌群fEf_ 

fective Micro Organisms，EM)是由日本琉球大学比嘉 

照夫教授基于领头效应的微生物群体生存理论和抗 

氧化学说，以光合菌为中心，与固氮菌并存、繁殖培 

养而成的多功能微生物菌落。EM菌体中含有光合细 

菌、酵母菌、乳酸菌和放线菌等 80多种微生物 31。研 

究表明 ，在农业生产中，EM菌的使用可以增加土 

壤肥力、抑制有害微生物活动、促进作物生长。EM原 

露是由嗜酸乳酸杆菌为主导，含有光合细菌、酵母菌 

等多种有益微生物组成，其最大特点是菌类菌数在 

每毫升的基本单位中已近极限的情况下共生共荣。 

EM原露中的嗜酸乳酸杆菌能摄取光合细菌、酵母菌 

产生的糖类形成乳酸；光合细菌具有光合作用和固 

氮作用，属于独立营养微生物，能 自我增殖；酵母菌 

群能利用植物根部产生的分泌物、光合菌合成的氨 

基酸、糖类及其它有机物质产生发酵力，合成促进根 

系生长及细胞分裂的活性化物质。 

目前 ，EM菌质量是通过酸性和微生物数量的 

检测来评定。通常EM菌的pH值小于 3．5以及 EM 

菌内微生物的数量大于 2x10 个／mL，便认为 EM菌 

符合即定的质量标准[61。由于当前的检验设备和技 

术水平很难将 EM中 80多种微生物全部分离培养 
一 一

检查 ，现行的检验方法常用的主要是血球计数 

板法和光密度法。血球计数板法是利用显微镜将血 

球计数板上的细菌计数出来。光密度法的依据是细 

菌的吸光值与其密度相关。在测定前先对一系列不 

同密度的细菌菌液用分光光度计分别测定其吸光 

值，绘制出吸光值与细菌密度的工作曲线，然后根 

据待测细菌菌液的吸光值，从工作曲线上查出其密 

度。因为光合细菌的密度与吸光值有对应关系，故 

某一吸光值实际上就表示某一细菌的密度，因此也 

可以直接用吸光值来表示细菌的密度。用来表示细 

菌密度的吸光值 ，称为光密度值 。本实验采用 

660nm处细菌的吸光度作为细菌密度的考察指标 

对 EM培养液及 EM沼液进行研究。 

根据图 1可知，在 1L井水中接种 10mLEM原 

露，再加入 lkg红糖进行 EM菌的培养，在培养温度 

为 25％一30~C的条件下 ，实验第 4d，培养液的pH降 

低至 3．5以下，0D鲫升至最高值 1．2(与工作曲线比 

对，细菌浓度为 2．8x10 爪／mL)，因此，可以认为 EM 

菌的增殖成功。 

3．2．3 EM处理沼液的实验分析。根据图 2可知，在 

12组试验中，当EM增殖液在沼液中的加入比例越 

高，在相同时间内，沼液的 pH降低越快，当 EM增 

值液的加入比例为 2．4％(第 12组，500mL沼液中加 

入 12mLEM增殖液)时，在 EM菌接种后第 6d，沼液 

的pH降低至 3．5以下，颜色为乳白色，略带酸香味。 

经采用光密度法对其细菌密度进行检测，OD鲫为 

0．96，与工作曲线比对，细菌浓度为2．1xl0s个／mL。 

3．2．4 EM沼液用于种植无公害食品的试验分析。根 

据表 2数据可知，分别使用 EM制剂、沼液、EM沼 

液种植的萝 卜产量随着施肥量的加大而增大，其中 

使用 EM沼液的实验组随着 EM沼液使用量的增 

加，作物产量增长最明显，使用6Okg浓度为 10％的 

EM沼液的实验组比使用 20kg浓度为 10％的 EM 

沼液的试验组增产 29．4％。 

在 A、B、C、D四组试验中 B1、C1、D1与 A1相 

比分别增产 23．2％、34．2％和 48．7％；B2、C2、D2与 

A2相 比分别增产 11．4％、22．3％和 41．5％；B3、C3、 

D3与A3相比分别增产 43．O％、62．6％和 107．3％。使 

用 60 kgEM沼液 的实验组每 8 m 萝 卜产量可达 

53．63 kg，单个萝 卜重量平均可达 1．34kg。 

4 结论与建议 

猪场沼液中含有大量植物所需的营养元素，采 

用 EM制剂对猪场沼液进行处理后加工成 EM液肥， 

可以解决猪场沼液随意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采 

用红糖为基质对 EM进行增殖处理，在培养温度为 

25cC～30℃的条件下，只需 4 d，有益菌浓度可以达到 

2．8x10s个，mL'可以达到使用要求。采用增殖后的EM 

对沼液进行处理，当EM增值液的加入比例为 2．4％ 

时，只需 6d，有益菌浓度可以达到 2．1xl0 "J"／mL。采 

用EM沼液用于种植萝 卜的试验，当EM沼液的使用 

量为60 kg／8mz时萝卜的产量与使用清水的对照组相 

比增产 107．3％，每 8 m2萝 卜产量可达 53．63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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