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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灌溉对作物生长·土壤质量的影响
李萍，蒋滔＋，陈云跃，龙翰威，韦秀丽，高立洪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重庆４０１３２９）

摘要沼液作为有机固体废弃物厌氧发酵的残留物，富含能被作物快速吸收利用的Ｎ、Ｐ、Ｋ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其他
有益的生物活性等物质。合理的沼液施灌不但可以有效促进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改善蔬菜品质，而且可以提高土壤ｐＨ、防止酸化、减少
盐害、提高肥效。虽然沼液的长期施灌会不同程度地造成抗生素及部分重金属污染物的积累，但其危害程度也远远低于单一化肥的施
用。然而，我国的沼液安全利用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还没形成对沼液的安全处理和安全施用的意识。建设适合于不同区域、不
同土壤类型的沼液施灌制度及沼液质量监控体系势在必行。
关键词沼液；灌溉；作物产量；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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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畜禽养殖业集约化、规模化的快速发展，为了

留物的液态部分，沼液营养成分十分丰富。靳红梅等对江苏

减少成倍增加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和破坏，利用

省２１家畜禽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实地调查研究发现，猪

沼气工程技术将养殖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已成为畜

粪沼液中ＴＮ含量４００—７００

牧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７年国家《可

～３００

ｍｇ／Ｌ，ＴＰ ３０～６０ ｍｇ／Ｌ，ＴＫ １００

ｍｇ／Ｌ，而牛粪沼液中ＴＰ含量可超过３００ ｍｇ／Ｌ，ＴＫ含

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农业部编制出台的《全国农

量也超过５００ ｍｇ／Ｌｐｌ。并且，这些营养物质多以离子态形式

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中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村沼气户

存在，可以很快地被植物吸收利用。此外，沼液中还含有大

用达８ ０００万户，大中型沼气设施工程达８ ０００处，年利用沼

量的植物所需的Ｃａ、Ｆｅ、Ｃｕ、Ｚｎ、Ｍｎ、Ｐｔ、氨基酸、生长素、赤霉

气量达４４０亿ｍ３。重庆市也将沼气工程的进一步开发、拓

素、纤维生素酶、单糖、不饱和脂肪酸、核酸以及抗生素等微

展纳入《重庆市“十二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中。可见，

量元素，十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土壤的改良Ｈ１。

随着公众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与国家财政的继续扶

然而，由于饲料添加剂的使用，猪粪重金属污染非常普

持，养殖场沼气工程建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得到更

遍，尤其是ｚｎ、Ｃｕ、Ｐｂ、ｃｄ、ｃｒ、Ｎｉ、Ｈｇ、Ａｓ污染最为明显Ｈ１。

进一步的发展。

沼液作为养殖废水厌氧发酵副产物，其重金属含量不容小

然而，经厌氧发酵处理的养殖废水中的ＣＯＤ、Ｎ、Ｐ的含

觑。钟攀等对重庆市３个地区ｌ １个不同沼液样品采集研究

量仍然较高，大量的沼液未经后续处理直接排放，给环境带

表明，所有样品中Ａｓ的总超标率达到６０％，超标现象较严

来巨大的隐患。目前，国内外对沼液的治理技术大致分为还

重，是沼液中主要重金属污染物，ｃｒ、Ｈｇ、ｃｄ次之，而Ｐｂ不存

田利用型和达标治理型２种。还田利用型是将沼液作为肥

在超标现象旧１。张继方等研究表明，Ｐｂ、Ａｓ、Ｃｕ和ｚｎ是北京

料浇灌农田，其前提是有足够的养殖场、农田或林地承载；而

地区猪粪沼液中含量最高的４种重金属，但均低于城镇垃圾

达标治理型则将厌氧发酵后的沼液进一步处理，包括生物好

农用限定标准值ｐ１。

氧、物化沉淀等流程，达标后排入环境水体。相比之下，还田

２

利用具有处理量大、成本低以及对氮、磷去除效果好等优点。
这是目前国内普遍认为最易实施、有效的沼液处理方式…。

沼液灌溉对作物的影响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就己开始将集
约化禽养殖场中的禽畜粪便及污水通过贮存后直接还田处

沼液成分及理化性质

理，如美国约９０％的养殖场采用贮存后直接还田方法处理畜

畜禽养殖废水经过厌氧发酵后，大量的病菌、虫卵、杂草

禽废弃物。Ｇａｒｇ等发现，沼液可有改善土壤物理性质（饱和

种子死亡，ｐＨ通常呈现中性或微碱性口’。作为厌氧发酵残

渗透系数、保湿系数等），促进小麦生长、增产∞１。Ｋｏｔｃｈａｋｏｒ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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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ＣＳＴＣ，２０１１ＡＣＩｌｌ２）；“十二五”农村

等将沼液应用于甜玉米、西红柿及草莓，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领域国家科技计划课题（２０１ｌＢＡＤ３６肋１）；国家科技支撑计

并且土壤肥力增加明显¨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开始大力推

划（２０１０ＢＡＤ０３８０１）。

广粪便污水还田工程。这与我国的沼液农田利用相类似，但

李萍（１９７２一），女，贵州水城人，高级工程师，从事农业工程及农
业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ｔ通讯作者，助理研究员，博士，从事
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ｔｔａｏｔａｏ＠１２６．ｃｏｎｌ。
２０】２．１２．】８

万方数据

差别在于其有机废水一般不经过厌氧发酵处理，并且基于对
农产品安全的考虑，多用于林地中，而较少用于农田睇１。

１５０２

２０１３年

安徽农业科学

我国对沼液的应用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已在

究表明，过量的沼液施用会使土壤重金属累积¨“。这与Ｇｉ—

沼液作为肥料对农作物产量、病虫害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研

ｕｓｑｕｉａｎｉ等研究结果瞵埘１相似。而叶伟宗等对蔬菜的研究

究。叶志诚通过沼液浸种试验，提高了水稻产量一１。朱自芬

发现，单施沼液或沼液和化肥配合施用时，土壤中重金属含

等通过比较试验发现，沼液浸种比药剂浸种增加约１９０．８８

量比全化肥少，单施化肥处理的Ｃｄ和Ｐｂ超出国家标准，而

ｋｇ／ｈｍ２，增加２．１％【１…。徐卫红等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不

施加沼液则全达标∞镏］。有研究表明，长期施用沼肥的土

同沼液用量对莴笋、生菜硝酸盐含量和营养品质的影响。结

壤重金属类残留现象总体并不明显，但ｃｕ、ｚｎ含量会明显增

果表明，施加沼液不但提高了蔬菜产量，而且改善了蔬菜营

加∞３；另外，施用沼肥后土壤中抗生素类兽药的残留检出率

养品质，明显提高了植株内氨基酸、维生素Ｃ含量，而硝酸盐

为４１．７％，环丙沙星类残留量为９．７ ｍｇ／ｋｇ，均高于对照土

含量则降低约５０％…Ｊ。高同国等通过大棚试验，研究了沼

壤。这与Ｓｔｏｒａｇｅ等对牧草的研究结果ｍ１是一致的。但抗生

液追肥对青椒、西红柿和黄瓜３种蔬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素类药物的残留浓度与不同养殖类型、方式、饲料的使用等

也得出与之相似的结论¨“。岑汤校等分别研究了沼液对水

相关陋］。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及科学规范养

稻、玉米生长情况和产量的影响，并初步确定沼液农田灌溉

殖的推广，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好。

的最佳施用量¨卜“１。目前，尚未发现合理的沼液施灌导致

４

结语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沼液的安全利用目前还处于初级

农作物减产的相关报道。
从食品安全方面来看，过量施用沼肥后，蔬菜中Ｃｄ、Ｃｒ

阶段，沼液的利用现状还不是很乐观。由于我国用于厌氧发

含量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而其他重金属均在０．０５水平

酵的原料很多，餐厨垃圾、秸秆、禽畜粪便、树木枝叶等都可

显著低于对照。可见，过量施肥不会增加蔬菜中重金属的含

以利用，使得沼液成分、浓度及性质、重金属含量、抗病防虫

量¨“。史一鸣对沼液施灌水稻的研究表明，沼液处理稻谷

害功效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存在沼液季节性过剩的现象。目

中重金属含量与空白处理以及正常化肥处理之间没有显著

前国内沼液安全利用的研究往往以提高产量为主，对沼液的

差异，并且沼液施灌量的增加没有对稻谷中重金属含量产生

安全使用还没有法规性的文件或管理制度，对管理、施用数

显著的影响，稻谷中重金属含量未超出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施用性质还很模糊。虽然很多科研院校已开展了沼液施

量标准（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０５）¨“。陈璧瑕对玉米的研究也得出

灌与作物产量、土壤安全等方面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尚

相似的结论¨“。由此可知，短期的沼液农田施灌通常会增

未统一，地区气候及土壤性质差异显著，研究成果未达成普

加农作物Ｚｎ和Ｃｕ的含量，但不会对作物的食用安全造成任

遍共识。
近年我国对沼液回用发展速度较快，势头也很猛，并且

何影响。
沼液灌溉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取得一些可喜成绩。如果要使该工程更安全、合理、健康地

沼液以肥料形式施入土壤后，不仅能促进植物的有效生

发展，还必须做好以下工作：①完善沼液产品标准，加强对沼

长，提高作物产量，而且能起到改良土壤的目的。众所周知，

肥的质量监控和管理，尤其对其卫生标准进行严格的控制和

单一施用化肥会降低土壤ｐＨ，长期使用必然导致土壤酸化，

监管，防止一些抗生素、重金属污染物的超标，减少有毒、有

有机质含量降低，病虫害增加¨“。研究表明，施用沼液可以

害物质的排放，造成土壤结构的破坏、环境的严重污染；②引

不同程度地提高土壤ｐＨ，有效防止土壤酸化及电导率的升

进国内外沼液处理的新技术，开发有机肥料、动植物有机营

高，减少盐害Ⅲ。１“。长期施用沼液还可以有效提高土壤肥

养液等商品化肥料产品的生产，同时在扩大肥料加工厂生产

效旧’”，，通过沼液和无机肥的配合施用可起到相互促进的作

规模的同时，降低有机肥料产品成本，并教育农民发展绿色

用，使土壤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等含量提高¨８｜。另外，沼

环保农业的前景和必要性，开拓有机肥料的市场；③将沼液

液中的腐殖酸对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土壤有

的安全利用纳入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系统工程之中，使其成为

机质含量随着沼液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Ⅲ１。刘长喜连续３

开发能源、保护植被、改良土壤、改善农业环境的基础措施，

年的田间试验证明，在施用沼液２２

开发沼液的多功能利用，促进农、林、牧、副和加工业的发展。

３

５００

ｋｇ／ｈｍ２的基础上配

合２２５ ｋｇ尿素处理，可以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０．０９％，土
壤容重下降０．０３％。沼肥和化肥的配合施用能够使土壤变
得疏松，通透性变好Ⅲ１。但康凌云等研究表明，在作物生长
缓慢的季节，施用沼液处理的土壤氮、磷养分盈余，表层土壤
出现磷累积，并且出现氮素淋洗损失等环境问题旧…。另外，
沼液施灌所引起的氨挥发和温室气体排放也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２２一引。

畜禽养殖废水中的重金属及抗生素残留是否会导致沼
液肥料的土壤污染，是沼液资源化利用的评估重点。对厌氧
发酵后的沼液和沼渣分析测定发现．沼渣是重金属残留的主
要载体，沼液中的重金属含量则相对较低Ⅲ１。但陈志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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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２０１２，１３（５）：９３５—９３７，９８３．
［１５］陈菲，李黎，宫伟．植物组织培养的防褐化探讨［Ｊ］．北方园艺，２００５
（２）：６９．
［１６］吕晋慧，王玄，王媛，等．讨论用不同基因型矮牵牛高频再生体系建立
的研究［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９９—１０３．
［１７］宁国贵，白三平，包满珠．矮牵牛细胞的长期离体培养及再生植株的
ＩＳＳＲ分析［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４０（７）：１４７９—１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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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农业生物技术科学，２００６，２２（６）：６２—６５．

组在预试验中用１／２ＭＳ作基本培养基，虽能生根，但根细，植
株矮小，叶片黄绿。改用ＭＳ基本培养基后，状态有所改良。
ＩＢＡ和ＮＡＡ都能促进根数量的增加，但ＮＡｂ＿会抑制根的伸
长，不利于栽植。而ＩＢＡ浓度增加反而会抑制根的伸长，当
培养基为ＭＳ＋ＩＢＡ

０．１

ｍｓ／Ｌ时，根质量最好。

在前人研究中，多采用高浓度Ｋｍ作为选择抗生素口１，

Ｃｅｆ作为抑茵抗生素，而武术杰等研究的‘Ｔｉｄａｌ Ｗａｖｅ’品种在
高浓度Ｃｅｆ中出芽率很低，适宜的抑菌抗生素为羧苄青霉
素ｍ］。该研究发现，‘幻想’品种对Ｋｍ很敏感。低浓度Ｋｍ
即能抑制叶片再生出芽和生根。初步筛选出１５

ｍｓ／Ｌ

Ｋｍ为

出芽和生根的抗性筛选质量浓度。‘幻想’品种对Ｃｅｆ不敏
感，以３００

ｍｇ／Ｌ

万方数据

Ｃｅｆ作为抑菌抗生素的初步筛选质量浓度。

［１９］范ｄ峰，赵国栋，徐均泉．矮牵牛愈伤组织的诱导及植株再生研究

［Ｊ］．北方园艺，２００９（６）：９４—９６．
［２０］武术杰，李邱华．矮牵牛Ｔｉｄａｌ Ｗａｖｅ品种遗传转化受体再生体系的建
立［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５（４）：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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