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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有机废弃物对新疆盐碱地及甜菜苗期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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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探明 4 种有机废弃物及施用量对甜菜苗期生长及土壤盐分的影响，采用盐碱土开展甜菜盆栽试验，施

用不同浓度味精废弃物、加菌味精废弃物、沼液、动物氨基酸，以清水为对照，观测盆栽土壤的 pH 值、盐分及
甜菜苗期生长指标。结果表明，施用沼液与动物氨基酸能降低土壤的 pH 值，施高浓度沼液的土壤 pH 降值 1.46
个单位，效果明显；施用 150 g·m-2 味精废弃物与加菌味精废弃物能明显降低土壤盐分，脱盐率分别达到 33%、
31%；同时 150 g·m-2 加菌味精废弃物能显著提高发芽质量，发芽率达到 88%，活力指数较对照增加 3.59；施用
50 g·m-2 动物氨基酸能有效促进甜菜生长，干物质较对照增重 3.95 g。研究结果可为高效利用有机废弃物改善新
疆盐碱地与甜菜生长环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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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农业有机废弃物大

腐植酸、磷石膏、牛粪为最优组合，籽棉产量最高。
新疆耕地盐渍化严重，合理开发利用盐碱地资

量产出而无法有效处理，如何利用有机废弃物成为
［1］

［2］

提出有

源，成为新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盐碱地

机废弃物能有效改良土壤，是功能齐全的土壤改良

问题不仅制约新疆干旱区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剂。而盐碱地改良是一项难度大、复杂性高的工程，

用，而且对生态环境稳定影响较大［11-14］。甜菜是

涉及方法包括水利工程改良措施、生物改良措施、

我国重要糖料作物之一，新疆甜菜产量占全国 55%

农业改良措施及化学改良措施，有机废弃物属于化学

左右［15］，土壤盐分直接影响甜菜出苗率及生长，

和生物改良措施，是目前研究重点［3］。近年，利用

严重降低甜菜产量。合理选用有机废弃物及施用量

有机废弃物改良土壤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机废弃物能

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当下有机废弃物处理压力，而且

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少土壤肥力损失，降低土

能有效改善盐碱地理化性状，改善甜菜种植效益。

一道技术难题。潘根兴等

，罗春燕等

［4-6］

，合理搭配有机肥能有效增加作

壤盐分和 pH 值

［7］

［8］

对春小麦施用无机肥与

通过盆栽甜菜试验，研究有机废弃物对新疆盐碱地

有机肥后表明，有机肥作为土壤改良剂可显著降低表

改良效果及对甜菜苗期生长的影响，为种植甜菜的

物产量与品质

。高伟等

目前有关有机废弃物改良盐碱地的研究较少，本文

［9］

层土壤含盐量，增加春小麦产量。王斌等

在新疆

玛纳斯盐碱地上通过 6 种土壤改良剂对棉花生育期影

盐碱地改良提供新思路。

响试验表明，以黄腐酸等低分子量、水溶性有机酸为

1

主要成分的有机肥效果较优。鲁雪林等［10］通过不同

1.1

土壤改良剂组合对棉花产量的影响试验表明，复合肥、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点概况
试验于 2017 年 7 ～ 10 月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

新疆农科院国家糖料改良中心试验站进行。该基地
收稿日期：2018-03-26；录用日期：2018-06-12

位于天山山系北坡中段，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处于

基金项目：国家糖料产业体系水分管理与节水栽培岗位（CARS-

典型灰漠土地带，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

17020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经济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研究与
应用（2017YFD0201506）
”
。

候区，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昼夜温差悬殊。平均海

作者简介：杨彬林（1993-），男，山西忻州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

拔高度 489 m，大于等于 10℃的有效积温为 3 584℃，

干旱区滴灌甜菜耗水特性与水肥调控研究。E-mail：767133105@qq.com。

年均日照数 2 886 h，无霜期 135 ～ 170 d。试验区盐

通讯作者：王振华，E-mail：wzh2002027@163.com。

碱土类型为残余盐土，地下水位在 3 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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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材料

基地，经自然晾干碾碎过筛混合均匀，每盆入土

采 用 盆 栽 试 验， 试 验 盆 规 格 为 0.35 m×0.30

15 kg，填土容重为 1.5 g·cm-³，土样基本性状见

m×0.30 m（顶部内径 × 底部内径 × 高），桶底

表 1。有机废弃物中味精废弃物、加菌味精废弃物

开 孔； 甜 菜 品 种 为 当 地 主 栽 品 种 ST14991。 试 验

为粉状物，沼液、动物氨基酸为液体，主要成分见

盐碱土采自国家甜菜改良新疆分中心玛纳斯试验

表 2。

表1
CO32-

总盐

pH 值

-1

HCO3-

-1

（g·kg ）

（g·kg ）

（g·kg ）

（g·kg-1）

5.6

0.11

0.018 6

0.335 2

2.864 1

0.042 6

0.013

0.141

0.845

1.4.1

有机废弃物主要成分

-1

甜菜碱、腐植酸

加菌味精废弃物

甜 菜 碱、 腐 植 酸、 枯 草 芽 孢 杆 菌（2
亿·g-1）、地衣芽孢杆菌（2 亿·g-1）

沼液

腐植酸、氨基酸、解淀粉芽孢杆菌

动物氨基酸

氨基酸

观测指标及方法
土样总盐、pH 值的测定  

边三角形内心点，取土深度 10 cm；于 9 月 30 日第
二次取土，取土深度为 20 cm。土样总盐采用国家
标准 LY/T1251-1999 干燥残渣法测定。土样 pH 值
采用国家标准 LY/T1239-1999 测定。
土壤 pH 值变化率计算公式：

试验方法

		

7 月 8 日播种，每盆均匀播种 20 粒。将有机
废弃物按不同施用量加入 1 L 量筒内，兑清水至
0.5 L 混匀，配成不同施用量的溶液，各处理施用
量见表 3。另设施用清水为对照。每个处理 4 次重

ΔP=

水平

废弃物

施用量

15

75

高浓度 T3

废弃物

水平
施用量

施用量

动物

水平
施用量
（g·m-2）

（2）

甜菜发芽率及干物质测定  

15

75

苗，并于试验盆中心 15 ～ 20 cm 范围内画等边三

高浓度 G3

角形，将 3 株幼苗移栽于 3 个顶点上。

150

发芽势计算公式：
低浓度 Z1 中浓度 Z2
0.16

0.67

G4

Ge=

高浓度 Z3
2

（kg·m-2）

氨基酸

×100%

株长势相近幼苗，测定鲜重、干重。每盆留 3 株幼
低浓度 G1 中浓度 G2

（g·m ）
水平

Sck

芽以展开子叶为准。30 d 后除苗，每个处理采集 5

-2

沼液

Sd-Sck

播种后第 3 d 观测发芽情况，连续观测 9 d，发

150

（g·m-2）
加菌味精

ΔS=

壤盐分；Sd—不同有机废弃物土壤盐分。

浓度
低浓度 T1 中浓度 T2

（1）

式中：ΔS—土壤盐分变化率（%）；Sck—试验前土
1.4.2

味精

×100%

土壤脱盐率计算公式：
		

处理

废弃物

Pck

土壤 pH 值；Pd—不同有机废弃物土壤 pH 值。

用 0.5 L 处理液。
有机废弃物施用量

Pd-Pck

式中：ΔP—土壤 pH 值变化率（%）；Pck—试验前

复， 各 处 理 均 于 7 月 8 日、8 月 8 日、9 月 8 日 施
表3

-1

7 月 22 日第一次取土，取土点位于试验盆等

味精废弃物

有机

Na+

（g·kg ）

1.4

-1

K+

（g·kg ）

有机废弃物主要成分

-1

Mg2+

（g·kg ）

有机废弃物

1.3

Ca2+

SO42-

（g·kg ）

表2

-1

Cl-

（g·kg ）

9.43

-1

基础土样性状

G

×100%

（3）

发芽率计算公式：
低浓度 D1 中浓度 D2
25

50

高浓度 D3 极高浓度 D4
100

200

Gr=

G14
G

×100%

（4）

发芽指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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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
活力指数计算公式：

Gt
Dt



VI=GI×S

（5）

呈显著增大趋势，Z3 处理变化率达到 -15.6%；pH
变化率随动物氨基酸施用量增加而增大。上述分析
表明施用沼液能有效降低土壤 pH 值，D4 对土壤

（6）

pH 值影响显著。

式中：Ge 为发芽势（%），G4 为第 4 d 发芽种子数，
G 为参试种子总数，Gr 为发芽率（%），G14 为第
14 d 发芽种子数，GI 为发芽指数，Gt 为 t 日内发
芽数，Dt 为相应发芽天数，S 为单株幼苗干物质量
（g），用称量法测定干物质量。
9 月 30 日测定甜菜干重，各处理经 105℃杀青
后烘干用电子秤测干物质（精度 0.05 g）。
1.5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使用 Excel 2013 以及 SPSS 20.0 软
件处理分析，使用 Origin 8.5 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有机废弃物对盐碱地 pH 值、盐分的影响
2.1.1 土壤 pH 值
9 月 30 日 第 二 次 取 土， 盆 栽 土 壤 pH 值 见 图
1。分析可知，pH 值随沼液施用量增加呈减小趋
势，Z2、Z3 分别降低 0.66、1.46 个单位，降幅明显
（P<0.05）；味精废弃物与加菌味精废弃物处理的
pH 值与 CK 无明显差异（P>0.05）；土壤 pH 值随
动物氨基酸施用量增加呈减小趋势，D4 处理下降
0.65 个单位（P<0.05）。

图1

不同有机废弃物处理对土壤 pH 值变化的影响

注：同一部位柱状图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下差异显著，
下同。

图2

2.1.2

不同有机废弃物对土壤 pH 值变化率的影响

土壤盐分  
盆栽土壤盐分变化见图 3。图 3 表明，土壤盐

分随味精废弃物施用量增加而减小，T3 比 CK 降
低 0.97 g·kg-1（P<0.05）；随沼液施用量增加而增
加，比对照增加 1.24<3.57<5.78 g· kg-1；随加菌味
精废弃物施用量增加而减小，G3 处理比对照减少
0.85 g· kg-1（P<0.05）；随动物氨基酸施用量增加
呈增加趋势，D3、D4 处理土壤盐分显著大于对照
（P<0.05）。

图3

不同有机废弃物处理对土壤盐分变化的影响

采用公式（3）得出盐分变化率，正值表示积
盐， 负 值 表 示 脱 盐（ 图 4）
。 由 图 4 可 知，T3、G3

采用公式（2）计算 pH 值变化率，正值表示

处理土壤脱盐率分别达到 33%、31%；沼液处理土

pH 值增大，负值表示 pH 值减小（图 2）。与对照

壤积盐效果明显，Z3 积盐率达 87%，D4 水平积盐

相比，施用味精废弃物与加菌味精废弃物后土壤

率为 4.8%。综上所述，T3 与 G3 能有效降低土壤盐

pH 值变化率不明显；随沼液施用量增加 pH 变化率

分，而施用沼液与 D4 动物氨基酸会导致土壤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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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其他处理（P<0.05）。G3、Z1 发芽率分别达到
88%、87%，较 CK 分别增加 50%、49%，说明 G3
与 Z1 能显著提高甜菜发芽率。
活力指数是综合评价种子发芽的指标，活力指
数对高盐、低盐胁迫下种子萌发状态反应敏感，能
有效反应作物对盐碱地适应能力［16］。由表 4 可知，
各处理活力指数显著大于 CK 处理（P<0.05），表
现为 G3>T3>Z1>D4>G2>T2>D3，G3 处理活力指数
为 4.09，较 CK 增加 3.59，发芽率、发芽指数、活
图4

2.2

不同有机废弃物的土壤盐分变化率

力指数较对照分别增加 50%、12.06、3.59，优于其
他处理（P<0.05）。活力指数随味精废弃物、加菌

发芽率

味精废弃物、动物氨基酸的施用量增加呈现增加趋

发芽势、发芽率、发芽指数反应种子发芽整

势，随沼液施用量增加呈减小趋势。处理 T1、Z2、

齐度与发芽速度。随着盐分胁迫程度增加，发芽
势、发芽率、发芽指数呈现减小趋势［16］。7 月 8 日

Z3、G1、D1、D2 与对照 CK 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G3 最有利于提高甜菜出苗质量。

第一次取土，不同有机废弃物对土壤 pH 值、总盐

Z1 与 G3 发芽率与发芽指数差异不显著，Z1 处理

及甜菜发芽影响见表 4。由表 4 可知，各处理的发

的活力指数显著小于 G3，表明盐分增加会降低甜

芽指数、发芽率显著大于 CK（P<0.05），表现为

菜活力指数；动物氨基酸处理的甜菜活力指数随

G3>Z1>Z2>Z3>T3；其中 G3 处理发芽指数为 16.63，

pH 值的减小呈增大趋势。

表4

处理

总盐（g·kg-1）

pH 值

T1

3.35

T2

不同有机废弃物对甜菜发芽的影响
发芽势（%）

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9.11

20±1.33 b

40±1.01 d

4.59±0.16 e

0.51±0.04 e

3.02

9.17

27±5.27 ab

42±2.89 bcd

8.44±0.29 cde

1.57±0.05 bc

T3

2.63

9.15

33±7.6 ab

57±2.56 bcd

10.55±0.21 cd

2.00±0.04 b

Z1

3.58

8.89

32±2.58 ab

87±1.04 a

15.10±0.42 ab

1.89±0.05 b

Z2

7.23

8.67

28±6.07 ab

72±2.88 ab

12.51±2.11 bc

0.70±0.01 cde

Z3

15.68

8.22

27±4.43 ab

65±5.0 bc

11.97±1.56 bc

0.54±0.04 de

G1

3.52

9.11

23±4.55 ab

40±2.88 d

4.55±1.01 e

0.53±0.01 e

G2

3.15

9.16

32±1.85 ab

50±5.0bcd

9.48±0.22 cde

1.58±0.17 bc

G3

2.72

9.10

58±7.56 a

88±2.58 a

16.63±1.02 a

4.09±0.31 a

D1

3.52

9.10

12±4.14 b

35±3.23 d

5.16±0.52 de

0.62±0.12 de

D2

3.72

9.05

13±4.43 b

43±5.77 cd

5.66±0.78 de

0.82±0.01 cde

D3

4.20

8.85

15±1.11 b

50±8.02 bcd

6.30±0.45 de

1.38±0.04 bcd

D4

4.37

8.74

18±2.88 b

52±2.86 bcd

6.86±0.04 cde

1.59±0.15 bc

CK

3.54

9.16

13±2.58 b

38±2.88 d

4.57±0.12 e

0.50±0.04 e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下差异显著。

2.3

有机废弃物对甜菜苗期干物质的影响

异（P>0.05），Z2、Z3 明显小于 CK（P<0.05）；G1、

分析不同有机废弃物对甜菜苗期干物质的影

G2、G3 处理的甜菜干物质较 CK 增重表现为：0.94

响（图 5）可知，甜菜苗期干物质随味精废弃物施

g<1.19 g<3.6 g（P<0.05），G3 处理显著大于其他处理

用量增加而增加，T3 较 CK 增重 1.05 g（P<0.05）， （P<0.05）；动物氨基酸处理甜菜苗期干物质重显著
T2 与 CK 无明显差异（P>0.05）；苗期干物质重随

大于对照（P<0.05），D1、D3、D4 处理无明显差异

沼液施用量增加而减小，Z1 处理与 CK 无明显差

（P>0.05），D2 处理干物质重为 16.23 g，较对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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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3.95 g，优于其他处理（P<0.05）。综上分析，沼

中氨基酸含量增加，土壤全盐量增加导致积盐。动

液会抑制甜菜苗期生长，G3、D2 能显著促进甜菜

物氨基酸属于酸性有机废弃物，土壤 pH 值随施用

苗期生长，D2 效果更好。

量增加而降低，但过量会导致土壤积盐。本次试验
表明动物氨基酸能促进甜菜生长，对甜菜发芽无显
著影响。

4

结论
施 用 沼 液 与 动 物 氨 基 酸 后 土 壤 pH 值 有 所降

低，味精废弃物与加菌味精废弃物能降低土壤含盐
量；沼液虽能提高甜菜出苗率，但会降低甜菜发芽
质量，影响甜菜苗期生长；施用加菌味精废弃物与
动物氨基酸能有效促进甜菜生长，施用 150 g·m-2
加菌味精废弃物能有效提高甜菜发芽质量，施用 50
g·m-2 动物氨基酸能显著促进甜菜生长。综合土壤
盐分变化及甜菜发育状况，加菌味精废弃物和动物
氨基酸可作甜菜的盐碱改良剂，施用方法为：播种
图5

3

前按 150 g·m-2 水平施用加菌味精废弃物，出苗后

不同有机废弃物对甜菜苗期干物质的影响

施用 50 g·m-2 的动物氨基酸。
本次试验 150 g·m-2 加菌味精废弃物对土壤脱

讨论

盐、甜菜出苗生长有显著效果，但更高浓度加菌味

有机废弃物大多为复合型有机肥料，能改良

精废弃物是否优于现施用量还需验证；另外，本试

盐碱地同时有利作物生长，而有机废弃物施用量

验对有机废弃物中有效成分作用效果尚不明确，需

对作物生长影响较大。本次试验通过 4 种有机废

进一步研究。

弃物对甜菜幼苗影响试验，证明土壤盐分增加会
降低甜菜幼苗活力指数，这与李亚等［17］研究结果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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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ur organic wastes on saline-alkali soil in Xinjiang and the growth of sugar beet in seeding stage
YANG Bin-lin 1，2 ，XIE Xiang-wen 3 ，WANG Zhen-hua 1，2* ，WANG Ze-yu 3 ，YANG Hong-ze 4 ，DONG Xin-jiu 4
（1．College of Water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2．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orp，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3．Institute of Soil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al Water
Saving，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Urumqi 830091；4．Cotton Research Institute，Xin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Urumqi 830091）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our organic wast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saline-alkali soil in Xinjiang and the
seedling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sugar beet at seedling stage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reatments，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on saline-alkali soil with sugar beet．Four different organic wastes include aginomoto offal，aginomoto offal with
bacteria，biogas slurry and animal amino acids was used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n the soil pH，soil
salt and physiological index of sugar beet，water was used as control．Results indicated that aginomoto offal with bacteria
and biogas slurry decrease soil pH，high biogas slurry reduced soil pH by 1.46．150 g·m-2 aginomoto offal and aginomoto
offal with bacteria reduced soil salt significantly by 31% ～ 33%，150 g·m-2 aginomoto offal with bacteria  promoted sugar
beet germination quality significantly，the germination rate increased to 88%，and the germination index increased by 3.59
compared to contrast．50 g·m-2 animal amino acids water soluble fertilizer promoted sugar beet growth，weight of dry
substance increased by 3.95 g compared with contrast．It is concluded that aginomoto offal with bacteria and animal amino
acids water soluble fertilizer can improve saline-alkali soil．
Key words：organic waste；saline-alkali soil of Xinjiang；sugar beet in seeding stage；soil salt；soil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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