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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沼渣改良盐碱土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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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盐碱土作为宝贵的耕地后备资源，如何有效的改良和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本研究

通过对不同盐渍化程度的土壤施用沼液沼渣，进行盐碱土改良新措施的探讨，同时提高沼液沼渣综合利用效率。结果表明，

沼液沼渣可显著降低土壤容重和pH值，增／JU土壤有机质和有效氮，施用沼液沼渣改良盐碱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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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line—alkali soil is one of the precious reserve resouI_ces of cultivated land．The improv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aline—al·

kali soil has been an urgent important subject of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 new meas-

are to improve saline—alkali soil and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biogas slurry，through comparing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oses of bio-

gas slurry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aline—alkali soi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iogas slurry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soil bulk density and pH and could improve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available nitrogen，and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biogas slurry improve-

ment of saline—alkali soil wais feasible．

Key words biogas slurry；saline—alkali soil；primary experiment

土壤的盐渍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盐碱土在世

界的分布涉及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全球盐

碱地面积已达9．5×108 hm2，且每年仍以1．0～

1．5×106 hm2的速度增长旧J。我国盐渍土面积约

为9．913×10
7

hm2∞j，占国土面积的3．26％，主要

分布于5个大区的23个省、市、自治区M。5 J。新疆

是中国最大的盐碱区，约占全国盐渍土面积的1／3。

随着土地资源的日趋紧缺，盐碱地作为耕地后备资

源的重要性日益突显№J。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

视盐碱地的改良及开发利用"。9J。新疆塔里木河沿

岸荒漠绿洲灌溉区在盐碱土改良方面，主要利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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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木河河水资源进行泡田洗盐，明沟排碱，活水种

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入口增多和农业

发展塔里木河下游时常断流[10|，依靠大量的淡水洗

盐已不现实。因此，寻求一条既能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又能行之有效的改良盐碱土的新举措是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03年，新疆开始实

施沼气工程国债项目【II]，经过十年的发展，南疆农

村户用沼气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就

目前而言，“三沼”(沼气、沼液、沼渣)利用中，沼气

利用效益较为显著，但对沼液沼渣利用不充分甚至

造成新的污染。本研究利用当地沼气发酵残余物一

沼液沼渣进行盐碱土的改良试验。以期通过该研究

探索一项改良治理荒漠绿洲盐碱土的新措施，同时

为合理利用沼液沼渣提供新途径。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区概况

阿拉尔垦区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天山褶

皱带以南；塔里木地台北部的库车山前坳陷西端。

该区属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年均气

温10．8℃左右，日照时数2 556～2 991 h，无霜期

210 d左右，年蒸发量2 000—3 400 mill，而年降水量

不足100 innl，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土壤水分上升

占绝对优势，淋溶极其微弱；加之地势平缓，排水条

件差，地下水位较高，导致耕地盐碱化日趋严重。该

区盐碱土主要分为盐土、碱土和盐化草甸土3种类

型，盐土0—50 em表层土体以苏打为主要成分，地

下水位1～2．5 m，地下水矿化度一般在3～30 g／L，

心土层以下常见锈纹或锈斑；碱土由暗盐碱地脱盐

层被破坏后其碱化层裸露于地表而碱化形成，pH值

8．5～10．0，甚至更高；盐化草甸土表层含盐量可

高达2l g／L左右。

1．2试验材料

l。2．1供试土壤

土样于2011年4月19日采自新疆阿拉尔市周

边塔里木河沿岸，成土母质为冲洪积物。依据土壤

地表植被生长分布状况、植被类型及盖度判断其盐

渍化程度，选择具有狭长碱斑的地块，大致将土样分

为重度盐碱土(碱斑)(pH值为8．7～9．5)，中度

盐碱土(pH值为7．8—8．5)，轻度盐碱土(pH值为

7．4～7．7)3类H21。取样时先用pH试纸粗测，以

确保各类型土样的pH值基本在不同范围之内。将

土样带回实验室，风干混合均匀，过5mm筛，测定土

壤理化性质(表1)。

表1供试土壤基本性质

1．2．2试验材料

供试沼肥取自阿拉尔市十二团“塔里木万头养

猪场”。沼液为厌氧发酵沉淀池内的上清液；沼渣

为沉淀物。沼肥主要成分见表2。

表2沼肥的主要成分含量

1．3试验设计 将混合均匀，过筛后的风干土样称取10 kg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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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将沼渣作为基肥按不同剂量混入土样中，沼渣

剂量分别为0 r,／kg、9 g／kg、13 g／kg、17 g／kg、21 g／

kg，作为基肥一次性施人土中，用量杯每盆浇水2

000 mL，以后每次浇水量确保相同，以减小水分参

数的误差；根据当季农田棉花生育期追肥时间(苗

期、蕾期、铃期)施人沼液3次，每次400 mL，对照

(CK)浇自来水400 mL。试验设5个处理。3次重

复。试验设计见表3。试验于2011年4月25日开

始，2011年10月5日取土，取土时倒出盆中所有土

壤充分混匀后进行分析；重复试验开始于2012年4

月25日，于2012年10月5日取土。

表3试验设计

1．4测定指标及方法

1．4．1土壤性质测定指标

土壤容重、总盐分、PH值、土壤有机质、有效氮。

1．4．2测定方法

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pH值采用电位测定法

(水土比为5：1)；总盐分含量残渣烘干法；有效氮含

量碱解扩散法；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

法(外加热法)u31。

2结果与分析
2．1 沼液沼渣对盐碱土土壤容重的影响

以沼液沼渣改良后的土壤容重为观察变量，以

5个处理剂量为控制变量，以沼液沼渣改良前的土

壤容重为协变量进行沼液沼渣对盐碱土土壤容重影

响的协方差分析(表4)。改良前盐碱土土壤容重的

相伴概率为0．002，小于0．05，表明沼液沼渣对不

同盐渍化程度盐碱土的土壤容重改良效果显著；改

良后中度盐碱土的土壤容重变化量明显大于轻度盐

碱土和重度盐碱土；沼渣剂量为21 g／kg时对盐碱土

土壤容重的改良效果明显好于其他剂量。

表4沼液滔渣对盐碱土土壤容重的协方差分析

2．2沼液沼渣对盐碱土pH值的影响

以沼液沼渣改良后的土壤pH值为观察变量，

以5个处理剂量为控制变量，以沼液沼渣改良前的

土壤pH值为协变量进行沼液沼渣对盐碱土土壤

pH值影响的协方差分析(表5)。改良前盐碱土pH

值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0．05，表明沼液沼渣

对不同盐碱土pH值改良效果显著；沼液沼渣对重

度盐碱土pH值的降低效果明显好于对中度和轻度

盐碱土，且沼液沼渣剂量越大降低效果越好；沼液沼

渣剂量为21 g／kg时的改良效果明显好于其他剂

量。沼液沼渣中含有大量有机酸，能中和盐碱土中

的CO，“、HCO，一和OH一，使土壤pH值下降。

表5沼液沼渣对盐碱土pH值的协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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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沼液沼渣对盐碱土总盐分的影响

以沼液沼渣改良后的土壤总盐分为观察变量，

以5个处理剂量为控制变量，以沼液沼渣改良前的

土壤总盐分为协变量进行沼液沼渣对盐碱土土壤总

盐分影响的协方差分析(表6)。改良前盐碱土总盐

分的相伴概率为0．078，大于0．05，表明沼液沼渣

对不同盐渍化程度盐碱土的土壤总盐分改良效果不

显著；沼液沼渣对重度和中度盐碱土有一定的脱盐

作用，但效果不显著，可能与沼液沼渣中本身含有的

盐分离子有关。

表6沼液沼渣对盐碱土总盐分的协方差分析

2．4沼液沼渣对盐碱土有机质的影响

以沼液沼渣改良后的土壤有机质为观察变量，

以5个处理剂量为控制变量，以沼液沼渣改良前的

土壤有机质为协变量进行沼液沼渣对盐碱土土壤有

机质影响的协方差分析(表7)。改良前盐碱土土壤

有机质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0．05，表明沼液

沼渣对不同盐渍化程度盐碱土的土壤有机质改良效

果显著；沼液沼渣对重度盐碱土有机质含量增加的

影响效果要低于中度和轻度盐碱土；沼液沼渣中含

有丰富的有机物，施人盐碱土中能够增加土壤中有

机质含量，但是盐碱土土壤分解能力有限，所以当沼

渣剂量为17∥kg时的改良效果明显好于其他剂量。

表7沼液沼渣对盐碱土有机质的协方差分析

2．5沼液沼渣对盐碱土有效氮的影响

以沼液沼渣改良后的土壤有效氮为观察变量，

以5个处理剂量为控制变量，以沼液沼渣改良前的

土壤有效氮为协变量进行沼液沼渣对盐碱土土壤有

效氮的协方差分析(表8)。改良前盐碱土土壤有效

氮的相伴概率为0．003，小于0．05，表明沼液沼渣

对不同盐渍化程度盐碱土的土壤有效氮有增加效

果；沼液沼渣对中度盐碱土有效氮的提高效果小于

轻度和重度盐碱土；沼渣剂量为179／kg时的改良效

果明显好于其他剂量。沼液沼渣中含有丰富的有机

物质、蛋白质和各种氨基酸，施人土壤后可以分解产

生水解性氮，由此增加盐碱土中水解性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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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沼液沼渣除对盐碱土总盐分的

影响不显著外，对土壤容重、pH值、有机质和有效氮

均有明显改善；由此可得，沼液沼渣对改良荒漠绿洲

盐碱土有一定作用。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开展了

一系列沼液沼渣应用方面的研究【14-16]，但目前对沼

液沼渣改良盐碱土的研究还鲜未见报到；且本试验

为盆装实验，不能完全模拟出大田中水分淋溶、水分

蒸发、地表径流、风力侵蚀以及地下水位等因素对盐

碱土的影响，因而沼液沼渣对盐碱土理化性质的具

体影响以及脱盐降碱的机理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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