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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田高度集约化管理带来的问题剖析 

物理化学障碍 生物学障碍 

蔬菜高敏感性

设施低稳定性

蔡桂荣等，2007；董道峰，2007；李一丹，未发表；夏春霞等，2006；赵秀芬等，2007； Duong et al.，2009

土壤生物肥力
下降



自身抗性

抗性品种、砧木

有益生物

营养壮根

土壤消毒

    溴甲烷

    闷棚

化学防治

   杀菌剂

   杀线剂

嫁接

连作障碍的防治途径

现行主要方法

破坏土壤
污染环境
成本高
效果不稳定

根系分泌物驱动的根际
微生态环境综合调控

连作障碍土壤

病原非寄主植物

以物理化学方法为主 利用生态学原理调控

环境友好
效果持久
成本低廉

根际微环境



有机肥的作用：提升土壤地力与补充养
分, 增加根层养分容量 

        增加田间作物
根系深度相当于增
加根层土壤养分储
备、减少淋洗损失
的可能；

  

增加根层土壤的CEC及有
机质含量，提高土壤有效
养分库的大小 

Ä 使土壤颗粒粘结成更大的团聚体,提高土壤的孔隙度.
Ä 增加根系深度，使作物可获得更多的水分和养分供应

l 增加土壤中有机物质含量，为微生物提供养料，补充大棚内的
CO2，提高作物产量



Ø合理的肥料配方能够促进作物根系发育，

提高土壤养分储备，减少养分流失；

Ø选择合适的肥料原料和氮素形态；改

善土壤pH；减少化肥的施用，降低土

壤盐度；

Ø提高根区土壤CEC和有机质的含量；

Ø减少土传病害，秸秆还田能够增加微生物的

活性。

施用有机肥优化根区土壤环境
？合适的位置和环境



土壤退化、病虫害滋生传播，抑制作物根
系的生长，降低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能力，

进而影响作物生长发育。

土壤酸化导致根系死亡

水肥一体化，将具有抗逆促生、降盐改土等功能的水溶肥施到作
物根系周围，提供养分的同时，改善根区土壤微生态环境，活化
土壤养分、增强作物抗逆和促进生长，实现资源高效与作物高产

香蕉根结线虫

施用有机肥解决土壤障碍问题
？作物和土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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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堆肥的有机物料种类

原料种类 原料名称 主要来源

作物秸秆 
稻秸、麦秸、玉米秸、油菜秸、
棉花、黄豆杆、花生藤、红薯藤

等

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
黄豆、花生、红薯

谷物加工副产品/
 谷壳、米糠、麦麸 稻谷、小麦

畜禽粪便
 

猪粪、牛粪、马粪、鸡粪、鸽粪、
羊粪、兔粪、鹌鹑粪等

养殖业

食品加工业副产品
 

 

甘蔗滤泥/渣、甜菜滤泥、甘蔗/渣 制糖工业副产品
啤酒泥、麦芽粉 啤酒工业副产品

酱油渣 酱油厂副产品

饼粕
 

豆粕、花生粕、芝麻粕、棉粕、
菜粕、蓖麻粕、葵花籽粕、胡麻

粕
植物油加工副产品

制药工业副产品
 

西药药渣、中成药 西药、中成药加工副产品
酶制剂废渣 酶制剂生产厂

其它
 

锯木屑 木材加工厂
花生壳 食用油厂
菇渣 食用菌基地

剑麻渣 剑麻加工厂



适用于液体水溶性肥料的有机废弃物 
原料种类 原料名称 主要来源

秸秆裂解液 稻秸、麦秸、玉米秸、油菜秸、棉花、
黄豆杆、花生藤、红薯藤等

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黄
豆、花生、红薯

谷物发酵副产品/
  大米蛋白、氨基酸母液、糠醛尾液

薯类、小麦、大麦等富含淀粉的植物
块根、大米 、玉米芯、玉米秸秆

畜禽粪便及
发酵产物 

猪粪、牛粪、马粪、鸡粪、鸽粪、羊粪、
兔粪、鹌鹑粪、蚯蚓粪、蚕沙等

 好氧堆肥发酵产物-堆肥提取液
厌氧发酵产物--沼液浓缩液

食品加工业副产品

甘蔗滤泥/渣、甜菜滤泥、甘蔗/渣、糖
蜜发酵液

制糖工业副产品

啤酒泥、麦芽粉、酒糟（粗、细）、酒
糟渗滤液

啤酒工业副产品

酱油渣 酱油厂副产品

活性污泥、菌体蛋白、味精尾液 味精厂副产品

酶解鱼蛋白、鱼蛋白浓缩液 鱼产品加工厂副产品

饼粕及其发酵产物 豆粕、花生粕、芝麻粕、棉粕、菜粕、
蓖麻粕、葵花籽粕、胡麻粕

植物油加工副产品

制药工业副产品
 

西药药渣、中成药 西药、中成药加工副产品

酶制剂废渣 酶制剂生产厂

沼气工程副产物
酒糟沼液、鸡粪沼液、猪粪沼液 啤酒工业副产品，养殖厂副产品

酒糟沼渣 啤酒工业副产品

好氧发酵产物 厨余堆肥、酒糟堆肥
餐余垃圾、蔬菜、园林废弃物；啤酒

工业副产品

其他加工副产物

木醋液 杉木、松木、桃木等木材

烟沫 卷烟厂下脚料

海藻精 海藻提取物

壳聚糖 深海雪蟹提取物



菜田需要什么样的有机肥？

Moral et al.2009; Quilty and Cattle, 2011; Collange et al.2011

有机肥的主要作用

• 有机肥可以作为植物养分供应源
• 施用有机肥可以刺激植物生长
• 控制害虫和病害
• 有机肥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
• 改善土壤结构
• 管理污染和退化土壤

有机肥的新功效

有机质稳定

保存养分好

有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功能

植物病原体抑制

有机肥堆肥化发展，组分变异小，堆
肥原料品质高

抗线虫有机肥

功能性性有机肥，如壮根促根有机肥

可替代土壤和草炭进行无土栽培，如
有机基质

易于供机械和人工施用，低成本



每季菜田施用多少有机肥合适？（方/亩）

• 应根据菜田新旧决定，兼顾施肥历史与种植方式。针对是否采用生物反应堆技术？
施用了就不要过量施肥，包括减少有机肥施用；有机肥施用量足的前提下，秋冬
茬可以不施化肥做基肥；

• 有机肥肥源足，施用量很大，撒施；否则条施或者穴施

• 菜田的磷素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在开花前追施；后期可以追施液体有机肥；

• 考虑有机肥带入的氮磷积累及碳积累。

• 种植黄瓜需要考虑适当增加1方/亩有机肥；越冬长茬需要考虑增加1-2方/亩有机
肥

• 实现有机肥提供的氮素：化肥提供的氮素=1:1为宜

　
菜田　

新菜田、过砂、过黏、
盐碱化严重

2到3年的新菜
园土

大于5年老菜园土

有机肥 C:N高有机肥 粪肥--堆肥 堆肥 粪肥/秸秆

设施菜田 5~6 4~8 4~5 3-4 / 1-2
露地菜田 2~5 3~4 2~3 -



养分来源 相对养分有效性

化肥 高

粪肥 中-高, 取决于固液
比

堆肥 低, 养分释放缓慢

不同种类肥料的
养分有效性

预期 N 效应 C : N 比
  释放 N < 20
取决于降解 20 - 50
  固定N > 50

不同C/N比有机肥
的氮素养分有效性

落叶 (30-80:1)

秸秆 (40-100:1)

纸 (150-200:1)

木屑 (100-500:1)

与粪肥混合的动物垫草 (30-80:1)

蔬菜残茬(12-20:1)
绿肥 (20:1)
草坪草(12-25:1)

– 粪肥

– 奶牛 (20:1)
– 马 (25:1)
– 家禽 (10:1), 废弃物(13-18:1)
– 猪(5-7:1)

富碳材料：

富氮材料：



计算有机肥NPK全量步骤：

•将样品化验，测定有机肥NPK养分全量

•确定拟施用的有机肥体积（方）与质量（吨）的换算系数 
  由于不同有机肥来源品种等影响，变异较大。如需准确计算，应预先测定有机肥密度，

或由肥料供应商提供相应数据。鸡粪1m3=1.4~1.8t  粒状生物有机肥1m3=0.9~1.3t

•计算每亩有机肥施用的NPK总量； 
•计算当季施用的有机肥中NPK养分的化肥当量（即当季有效
性）   

n堆肥中的养分有两种形式：有
机和无机; 堆肥施用当年，不是
所含有的所有养分对植物都有效; 
在被植物吸收之前，有机养分必
须被矿化为无机形式;为满足作物
对养分的需要，必须先知道养分
有效性;

nN: 当年15-55%有效；多
年35-80%有效

nP: 80%-100% 有效; 
nK: 85%-100% 有效



有机碳氮的矿化    来源:  MWPS

粪肥类型 粪肥处理 第一年矿化因子

猪 新鲜 0.50

厌氧消化液 0.35

氧化塘出水 0.30

肉牛 固体不包含垫料 0.35

固体包含垫料 0.25

厌氧消化液 0.30

氧化塘出水 0.25

奶牛 固体不包含垫料 0.35

固体包含垫料 0.25

厌氧消化液 0.30

氧化塘出水 0.25

家禽 深坑 0.60

固体垃圾 0.60

不带垃圾固体 0.60

有机肥料施入土壤中第一年有机氮矿化系数及氮素释放特点



菜田土壤有机氮阶段矿化数量及供氮能力的
季节性分析

数据来自：汤丽玲，2004

沟灌，冬春茬番茄产量 
140t/hm2，秋冬茬番茄
60-75t/hm2，有机肥猪粪
施氮量为181kgN/hm2

周年露地菜田土壤有机
态氮的每周矿化量 
（kg/ha week)

周年日光温室菜田土壤
有机态氮的阶段矿化量 
（kg/ha)



如果连续每年施用同样数量的有机肥，那么第四年土壤中来自于有机
肥矿化的有效氮数量：

有机肥中氮素的残效

年份
有效态

残余物1

2

3

4

有机肥中氮素的残效

年份
有效态

残余物1

2

3

4

每年施用有机肥中带入的总氮量

当年施用有机肥中有效氮数量

当年施用有机肥中有效氮+上一年残余的有机肥中有机氮继
续矿化数量

当年施用有机肥中有效氮+上一年残余的有机肥中有机氮继
续矿化数量+两年前残余的有机肥中有机氮继续矿化数量

当年施用有机肥中有效氮+上一年残余的有机肥中有机氮继
续矿化数量+两年前残余的有机肥中有机氮继续矿化数量+三
年前残余的有机肥中有机氮继续矿化数量

土壤有机
氮矿化

n如果多年连续施用畜
禽粪便，那么氮素约
35-80%有效



Ø 固体有机肥施用关键时期：基肥

• 一年一茬 
– 保护地：秋季基肥，推荐量比一年两茬周年推
荐量减少30%；

• 一年两茬（保护地/露地）

– 早春和初秋的基肥

• 一年三茬（保护地/露地）：

– 早春/初秋，重点为果类菜或者长季节作物

• 一年四茬（露地非果类菜）

– 早春/初冬温度较低茬口



化学氮素推荐量(kg N / ha)

=  作物目标产量（t DW/ha）x 形成单位产量的植株吸氮量
（kg N/t DW）+ 土壤表观氮素损失(kg N / ha) – 土壤表观氮素
矿化量(kg N / ha) – 有机肥的氮素矿化数量 (kg N / ha)– 播前土
壤无机氮的数量 (kg N / ha) 

农田氮肥推荐计算公式

每次施用有机
肥前需测定土
壤无机氮含量



番
茄
干
物
质
累
积
率
（

%
）

菜田关键追肥时期

N P K 



n 通过水溶性肥料追肥来均衡养分供应

追肥配方 氮肥推荐用量
（kg/hm2）

带入K2O数量
（kg/hm2）

16-0-34
（高钾配方）

370 786

22-4-24
（氮钾平衡配方）

370 404

基于氮肥推荐施肥下，不同追肥配方带入K2O数量

           氮素在土壤中较活跃，而磷、钾相对稳定，通常采
用“以氮定磷钾”原则进行菜田推荐施肥，可以通过调
整配方中氮钾比例，调控钾肥施用数量。



作物的某种
养分需求推
荐值

来自追肥的养分

有机无机配
施（部分替
代）

为什么不能
全部替代

前期烧苗，环境污染

来自粪肥（基肥）的养分

来自粪肥（基肥）的养分

即使改用少量多次追施有机肥，也会存在养分供应不均衡等问题

为什么说施用有机肥不是越多越好？



有机废弃物类
别

鸡粪 猪粪 牛粪 羊粪 废弃物 堆肥

主要超标金属 Cd、Ni Zn、Cu、
Cd

Cd Cd、Ni Cd、Ni Cd、Ni

超标率范围/% 21.3~66.
0

10.3~69.0 2.4~38.1 6.7~20.0 38.7~83.3 22.6~41.
7

              我国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中不同重金
属超标率

参照德国腐熟堆肥（VerdoNi,2001）中重金属限量标准。

我国畜牧业每年都
产生大量的畜禽粪
便，大部分直接应
用于农田，随着Cu、
Zn、As等微量元素
添加剂在饲料中的
广泛使用，加之畜
禽对微量重金属元
素吸收利用率低，
大部分积累在畜禽
粪便中。畜禽饲料
污染带来的重金属
污染值得关注。

猪粪

鸡粪

（张晓旦，2011）



单位面积农田粪肥（吨/公顷）和粪肥N、P载荷量
（千克/公顷）的空间分布

图例括号中数字表示每一类省市数量。

N载荷 P载荷

粪肥载荷

贾伟，2014

粪肥资源与消纳空
间的严重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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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养分功能

改善作物根区的
微生态环境

土壤改良和修复

降低土壤pH，促进土壤中矿物溶
解（溶磷、解钾、钙锌铁元素），
增加养分的有效性，使作物能吸
收更多的养分。

直接或间接地将土壤环境
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如铝）
的浓度减少，或毒性降低，
或完全无害化。

有机酸是微生物生长繁
殖的重要能源

增强作物抗病
能力

具有抗生素的作用，抑
制多种病原菌

特种肥料产品的功能挖掘

特种肥
料产品



农业废弃物堆肥中的功能组分

       120天堆肥产品中所含化学组分：烷、
环烷、烯、环烯、酮、环酮、芳香类物
质、醇、醛、类异戊二烯、含氮物质、
呋喃和脂肪酸。 

(陆彦宇, 2017)



生物有机肥防治土壤连作障碍



不同物料所得堆肥浸提液的养分含量差异

(李惠 等, 2011) 
药用植物残渣堆肥提取液对黄瓜灰霉病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李春霄 等, 2009)



 牛粪经蚯蚓处理(VDM)后的产品的促生抗病

病原菌未侵染                                 病原菌侵染

石英砂+40% VDM

石英砂

石英砂+40% 灭菌VDM

（Jack and Nelson, 2017）



• 氨基酸水溶性肥料 

• 腐植酸水溶性肥料 

• 有机水溶肥（海藻酸类、浓缩沼液类、糖蜜类、
液体微生物菌剂类等）

• 液体微生物菌剂 

• 施用有机液体水溶性肥料，可以做到经济实惠、
环境友好，减少有机废物带来的环境压力、改
良土壤，消除土壤有害物质

• 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对有机农业意识的提
高，以及有机食品销售的增加，促进了有机肥
料需求的增加。

有机源液体水溶性肥料



生物型有机液体肥的研制

Ø 功能型微生物菌剂的筛选

界 属 菌株 防治病害

细菌

芽胞杆菌属 枯草芽胞杆菌、解淀粉
芽胞杆菌

根部病害、枝干病害、棉花枯萎病菌、
立枯病菌、黄萎病菌、炭疽病菌、棉铃

疫霉病菌和棉叶斑病菌等

假单胞菌属 荧光假单胞菌、铜绿假
单胞菌、恶臭假单胞菌

黄瓜枯黄萎病、小麦全蚀病、棉花猝倒
病等

巴氏杆菌属 巴氏杆菌 根线虫

土壤杆菌属 放射土壤杆菌K84 桃树根癌病

真菌

木霉属 哈茨木霉、绿色木霉、
康氏木霉等

纹枯病、灰霉病、枯黄萎病、白绢病、
菌核病等

拟青霉素 淡紫拟青霉 根结线虫病

酵母菌 丝孢酵母、毕赤酵母等 灰霉病、青霉病等

毛壳菌属 球毛壳菌、 谷物秧苗枯萎病、甘蔗猝倒病、苹果斑
点病、番茄枯黄萎病等

放线
菌 链霉菌 链霉菌 杨树腐烂病、葡萄孢菌、黄瓜黑星病、

辣椒疫病菌等

  常见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菌株



生防微生物在
病原微生物中

的寄生

改变微生态环境，
提高生防微生物
数量，增强与病
原微生物的竞争

增加抗病性相
关酶类的活性，
诱导系统抗性

分泌抑菌活性
物质

微生物抑病促生作用机理

抑病：有益微生物通过竞争、重
寄生、抗生和诱导系统抗性等对

病原性病原菌产生抑制作用

促生抗逆：微生物菌
剂定殖根系并产生

IAA、乙烯、挥发性
物质刺激作物侧根生
长、NPK吸收和作物

生长及产量



• 沼液对根际土壤中病原菌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沼液改良剂显著提高了盆栽试验
和田间试验中对枯萎病的的抑制效果。

• 枯萎病与土壤NH4
+-N、速效钾(AK)、

水溶性碳(DOC)、水溶性氮(DON)、酚
酸(PA)含量呈负相关，与土壤pH、土壤
氧化还原电位(Eh)呈正相关，与微生物
群落与疾病抑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Cao et al, 2016) 



1. 蔬菜生产的土壤障碍问题

2. 有机肥料的选择和定量施用 
3. 有机肥料的功能性分析

4. 结语

内容



实现土壤健康的目标

改善土壤功能和促进植物生长

 方法：

• 施用有机肥或者土壤改良剂

• 通过农艺措施改变土壤酸碱度、氧化还原
状况、温度等

• 接种专性的功能微生物 
 
多样的微生物群落——维持生物平衡 
• 改善土壤结构： 
• 增强的生物栖息地 
• 加强作物水分关系-土壤蓄水能力/渗透性 
• 改善养分关系和周转速率 
• 利用土壤生物学评估土壤质量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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