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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广沼液在香葱种植中的应用，以废弃香葱作为户用沼气主要原料进行发酵产气试验，并将沼液用于香葱施

肥试验。结果表明：以香葱为主要发酵原料的沼液 + 复合肥对香葱施肥，香葱生物量指标和品质最好，香葱－沼－香

葱 生态循环效益显著，可在香葱种植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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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 produc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discarded Chinese chive as main raw material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biogas slurry in Chinese chive planting and biogas slurry was used in fertiliz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iomass index and quality of Chinese chive were the best by using the biogas slurry
from discarded Chinese chive plus compound fertilizer. There was obvious ecological circle benefit on Chinese
chive - biogas - Chinese chive models，which could be promoted in the plant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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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葱 （Allium ascalonicum） 又叫分葱、小

蒜，属百合科（Liliaceae）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用作调味葱蒜类蔬菜，以鳞茎、叶片作为食

用，成为餐饮业和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调味蔬菜
[1-2]。猪粪、农作物废弃有机物质经沼气化处理所

得到的沼肥，除了含有一定量的氮、磷、钾等营

养元素外，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水解酶、氨基

酸、有机酸、生长素等生物活性物质，是一种很好

的有机肥[3-5]。沼肥在农作物施肥技术已有较多研究

报道，合理施用沼肥或沼肥与复合肥配施均可以

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改善农作物品质 [6-7]，农作物剩

余物作沼气发酵原料产沼气潜力方面已有一定研

究[8]。本试验开展“香葱－沼－香葱”的生态农业

循环研究，探索香葱种植农户增收技术，为农村

户用沼气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基本概况

试验点位于广西田东县祥周镇中平村，全村

建有户用沼气池 680座，占全村农户的 94.4%，沼
气池普及率、“三改”率达90%以上。中平村成立
无公害蔬菜合作社，注册使用“鸿平”牌商标，

大力发展香葱产业，大力推广“猪-沼-葱”生态
农业发展模式，目前香葱种植面积达 240多 hm2。

本试验用沼液取自农家沼气池，香葱为本地优质

香葱，香葱种植试验时间为 2017年 10 —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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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每簇株数（根）

株高/cm

单簇鲜重/g

CK

32.0±3.2 Bc

38.0±2.3 Cc

310.0±6.5 Dd

处理1

40.7±1.9 Aa

45.0±2.3 Aa

420.2±12. 1Aa

处理2

38.0±2.6 Ab

44.0±2.9 ABa

370.0±9.1 Bb

处理3

36.0±2.6 Ab

42.0±2.2 Bb

350.0±10. 0 Cc

处理

颜色

处理1

深绿

处理2

深绿

处理3

青绿

CK

浅绿

香葱发酵产沼气试验时间为2017年5— 11月。
1.2 试验方法

选择种植香葱为试验对象，同时种植，设置3
个处理，一个对照，分别为施用沼液＋复合肥，

其中沼液取自沼气发酵原料为香葱为主、人便尿

和生活有机垃圾为辅的沼气池（处理 1）；施用沼
液＋复合肥，其中沼液取自以猪粪尿为发酵原料

的沼气池（处理 2）；单施用复合肥（处理 3）；对
照（CK）为常规施肥。每个处理面积为86 m2，行

距 ×穴距为 15 cm ×12 cm。施肥时沼液与水对冲，
4次施肥的沼液与水比例分别为 30︰70、50︰50、
70︰30、70︰30，沼液施肥为根部施肥，尽量避
免沼液淋到香葱叶。产沼气试验为容积8 m3户用沼

气池，沼气池发酵原料为以香葱、青菜、人粪尿

为主的生活有机垃圾剩余物，同时适当添加猪粪

尿，每个月记录产沼气量。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收获时每小区随机取 40蔸香葱进行生长指标
测量，分别调查每蔸根数、株高、单簇鲜重 [9]，并且

各个处理香葱产量也逐一称重计产，沼气产气量

测定采用宁波某仪表有限公司的家用沼气专用流

量计（JB 1.6）。
1.4 数据处理

使用Excel 2013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以及
图表的制作，SPSS 20.0对香葱每蔸根数、株高、
单簇鲜重进行差异性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施肥方式对香葱生长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香葱生长表象，颜色上有明
显区分，处理 1、处理 2的葱色深绿，处理 3的葱

色青绿，CK葱色浅绿，说明施用沼液肥处理能明
显提高香葱的品质性。各处理中，香葱每簇株数

均极显著高于对照，处理1每簇株数极显著高于处
理2、处理3，处理2和处理3差异不显著；各处理
每簇株数大小排序为处理 1＞处理 2＞处理 3＞
CK，其中处理 1香葱株数达最大值 40.7根，比CK
高 21.4%（表 2）。结果显示，经过处理 1、处理
2、处理 3处理，香葱的株高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均极显著高于 CK，其中处理 1效果最显著，
株高 45.0 cm，CK表现最差（38.0 cm），比处理 1
减少 15.6%。不同处理间香葱单簇鲜重差异显著，
各处理单簇鲜重为处理 1 （420.2 g） ＞ 处理 2
（370.0 g）＞ 处理 3（350.0 g）＞ CK（310.0 g），
处理1香葱单簇鲜重显著增加，处理2次之，处理
1、处理 2、处理 3单簇株数均极显著高于CK，分
别高26.2%，16.2%，11.4%。
综上所述，处理 1、处理 2、处理 3能有效促

进香葱每簇株数、株高的生长以及单株鲜重的积

累，其中处理1促进作用最明显，处理2次之，最
后为处理 3。分析其原因，香葱宜在疏松、肥沃、
排水和浇水都方便的壤土和重壤土地块种植，不

适宜在沙土地块种植，需氮、磷、钾和微量元素

均衡供应，不能单一施用氮肥，“沼液+复合肥”
施肥更符合香葱对肥料要求；处理1与处理 2的差
别，原因是处理 2的沼液氨氮含量较高，对香葱生
长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表1 不同处理对香葱品质性影响
Tab.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Chinese chive

quality

表 2 不同处理对香葱生长量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Chinese chive growth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0.05），表中不同大写字母差异极显著（P ＜0.01）。

2.2 不同施肥方式对香葱产量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施肥方式对香葱产量影
响明显。其中以处理 1的产量最高，试验小区产量
达283 kg，比 CK增加 22.0%；其次是处理 2，比
CK增加 17.7%；处理 3较比CK仅增加为 6.9%。

说明施用沼液肥的处理比不施用沼液肥的产量差

异显著，沼液与复合肥结合施肥处理对香葱均有

明显的增产作用。香葱的适应性较广，四季均可

种植，但由于栽培水平不同，产量相差较大。本

试验中，沼液+复合肥的施肥方式，香葱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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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产气量/m3

产气率/（m3·m-3·d-1）

5

18.200

0.084

6

20.300

0.097

7

34.900

0.161

8

33.600

0.155

9

22.400

0.107

11

17.900

0.085

处理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CK

产量/（kg/hm2）

3.27

3.15

2.87

2.68

产值（万元/hm2）

13.08

12.60

11.49

10.68

成本开支/（万元/hm2）

1.80

1.80

1.80

1.80

节约肥料开支/（万元/hm2）

0.45

0.45

0.00

0.00

总收入/（万元/hm2）

11.73

11.25

09.69

08.88

表3 不同处理对香葱产量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Chinese chive

output

处理

产量/（kg/块）

处理1

283

处理2

273

处理3

248

CK

232

1块为86 m2。

2.3 香葱－沼－香葱模式的经济效益分析

试验点不同施肥方法种植香葱所需的人工费

相同。不同施肥措施对香葱效益影响不同，其中

以处理1的收入最高，不计人工费情况下，每公顷
收入达11.73万元，较 CK增收 2.85万元；其次是

处理 2较 CK增收 2.37万元；处理 3较 CK 增收最
少，仅为0.81万元（表4）。香葱一年可种3造，处
理 1每公顷年收入达 35.19万元，较 CK 增收 8.55
万元。沼气池发酵原料以香葱为主、人便尿和猪

粪尿为辅，月产沼气 17.9 ~ 34.9 m3，7、8月份产
气量最大（表 5），原因是这两个月沼气池的温度
高，温度对沼气池产气影响大。沼气池产气能满

足试验户日常生活能50% ~ 70%，试验户平均月节
约能源开支 77元。田东县中平村香葱－沼－香
葱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经济效益表明：农户

种植香葱 1 hm2，1个户用沼气池，农户自己管
理，年收入达37.92万元，年减排二氧化碳5.5 t。

表 4 不同处理对香葱经济效益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economic benefit of Chinese chive

鲜葱 4.0元/kg ，各种处理人工费相同，成本不包括人工费，表中产量为试验地86 m2产量换算数值。

表5 不同月份沼气池产气情况
Tab.5 The gas production of methane tank in different months

沼气池有效池容为7 m3。

3 讨 论

沼肥对多种农作物的生长有促进作用，施用

沼液能促进作物的生理活性，提高作物产量，沼

液含有生物活性物质等，但速效氮、磷、钾含量

较低，而复合肥速效氮、磷、钾含量较高。本试

验中，沼液与复合肥配合对香葱施用，两肥料能

够取长补短，香葱的生长量有较大的提高。农作

物施用沼液能改变作物体内糖类代谢，促进还原

糖的积累，提高细胞渗透压，增加细胞膜的渗透

性，提高作物对养分的吸收能力，这与覃文能等
[10]、曾广宇等[11]研究一致。孙凌等[12]研究认为：当

水体中氨氮浓度超过 0.5 mg/L 时，会刺激植物快
速增高，但超过 10.0 mg/L时，又会对植株增长产
生抑制作用；潘绍先等[13]研究认为，较高浓度的氨

氮废水农灌在一定的温度阳光条件下（如中午灌

溉），可危害地上部植物叶片。挥发的氨气可杀伤

植物的表皮细胞，破坏膜组织和植物的蒸腾作

用，造成枯萎。处理1对香葱生物量促进作用比处
理 2好，同样是沼液+复合肥的施肥方式，但沼液
的来源不同，处理1的沼液取自沼气发酵原料以香
葱为主、人便尿和生活有机垃圾为辅的沼气池，

而处理 2沼液取自以猪粪尿为发酵原料的沼气池，
处理 2的沼液氨氮含量比处理 1沼液氨氮含量高，
可能是导致处理1和处理2香葱生长量不同的影响
因素之一。沼气池适当投入猪粪与蔬菜等有机垃

圾配合发酵，能有较提高沼气池的产气量，但施

用沼肥的氨氮含量对香葱整个生长期的影响，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试验结果表明，用沼液取自以香葱为主、

人便尿和生活有机垃圾为辅的沼气发酵原料沼气

池与复合肥对香葱施肥，增产明显，增收效果显

著，对香葱的商品性、产量和效益均有促进作

用，香葱－沼－香葱生态循环利用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显著，可在当地香葱种植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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