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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蓝藻发酵后沼渣和沼液的肥效研究 

姜继辉 ， 严少华 ， 陈 巍 ， 韩士群 ， 刘海琴 ， 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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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无锡夏季蓝藻暴发期间打捞出的蓝藻发酵后的沼渣沼液为原料，研究其作为有机肥施用的肥效。 

设置 5个盆栽试验处理 ：2008年发酵沼渣沼液(处理 A)、2007年发酵沼渣沼液(处理 B)、新鲜蓝藻(处理 C)、化学 

肥料(处理D)及空白对照(CK)，以小白菜为试验植物。结果表明，蓝藻发酵沼渣沼液处理的小白菜株高和产量均 

有显著提高，并且亚硝酸盐含量低于国家规定的4 mg／kg，V 含量相对于化肥处理有显著提高。施用蓝藻发酵液 

和新鲜蓝藻的土壤全氮 、有效磷和有机质含量显著增加 ，土壤酸碱缓冲能力提高。施用处理 A和处理 C土壤 C／N 

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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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Fertilizer Efficiency of Taihu Lake Cyanobacteria Residue 

JIANG Ji—hui ' ， YAN Shao．hua ， CHEN Wei ， HAN Shi—qun ， LIU Hai qin ， SONG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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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yanobacteria residue fertilizer efficiency was made by the pot experiment with the 

cyanobacteria residue fermented by cyanobacteria fished from Taihu Lake in summer．The pot experiment included 5 treat— 

ments：cyanobacteria residue fermented in 2008(treatment A)，cyanobacteria residue fermented in 2007(treatment B)，fresh 

cyanobacteria(treatment C)，chemical fertilizer(treatment D)，control treatment(CK)with pakchoi cuhivar Sijiqin．The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the treatment with cyanobacteria residue increased plant yield and height significantly，and the Vc 

content of pla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nitrite content was less than national standard 4 mg／kg．Total N，available P， 

organic material contents in the soil in the two treatments fertilized with cyanobacteria residue and fresh cyanobacteria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soil buffer capacity to acid and alkaili also enhanced．The soil C／N ratio of treatment A and treat— 

ment C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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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体富营养化污染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蓝藻问题常见诸报端，其中以滇池与太湖为 

甚 。2007年太湖蓝藻大暴发严重影响无锡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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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水，给市民生活、健康等带来了诸多不利。水 

体富营养化污染是中国急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之一。 

湖泊水体富营养化主要解决方法可以概括为物 

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方 

法是治理水体富营养化趋势所在，但应以物理方法 

为辅 。 。物理方法一般是指将蓝藻直接捞 出水 

体，是目前中国治理蓝藻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年蓝 

藻暴发期，各富营养化严重的湖泊每天都有数以万 

吨的蓝藻被捞出。如何解决、处理好这些被捞出蓝 



江 苏 农 业 学 报 2009年 第 25卷 第 5期 

藻问题是治理水体富营养污染时应考虑的问题 

之一。 

蓝藻是原生光合作用生物，可以利用太阳能固 

氮。关于利用蓝藻的固氮功能生产肥料已有较多的 

研究。Tripathi等  ̈证明在氮缺乏地区利用蓝藻生 

物肥料对水稻生长和增产有利。有研究证明蓝藻发 

酵产气量较高，但关于蓝藻发酵后沼液、沼渣肥料对 

于作物和土壤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并不多。 

蓝藻富含 N、P，利用发酵后的沼渣和沼液，不仅 

可以更好地利用矿质营养，变废为宝，而且可以一定 

程度上减少化学肥料利用，减轻环境压力，具有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J。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沼渣、沼液取 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无锡唯琼农 

庄发酵基地，以不结球小白菜四季青为盆栽试验材 

料。试验土壤为砂壤土，pH值为 7．97，总氮量为 

1．84 g／kg，有效磷含量为5．09 llqg／kg。 

试验用沼渣、沼液含氮量(2007年、2008年)为 

0．18％，新 鲜 蓝 藻 含 氮 量 (2007年、2008年 ) 

为0．45％。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网室进行。设置5个 

处理：2008年发酵沼渣沼液(当年发酵，处理 A)， 

2007年发酵沼渣沼液(前一年发酵，处理 B)，新鲜 

蓝藻(处理 C)，化肥(N含量 16．6％，处理 D)及不 

施肥对照(CK)，每处理 3个重复，每盆定植 3棵。 

盆栽盆子直径 20 em。2008年 9月 9日 在网室土 

地上培苗，2008年9月 15日移苗至盆中，移苗后追 

肥 5次，逢干浇水。根据 75 kg／hm 尿 素 (含 纯 

N46％)所含总氮量折算施肥量，每盆施肥量为处理 

A 58．780 g，处理 B 58．780 g，，处理 C 23．510 g，处 

理 D 0．066 g。 

1．3 测定内容 

去除根系称重，并测量植株高度。采摘当 Et以 

2，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 V 含量；萘乙二胺盐酸 

盐比色法测定亚硝酸盐含量；凯氏半微量滴定法、钒 

钼蓝法、重铬酸钾外加热法分别测定盆栽土壤全 N 

含量、有效 P含量、有机质含量。所有数据采用 

SAS9．0统计软件分析，方差分析采用 Tukey’S Stu— 

dentized Range(HSD)。 

2 结 果 

2．1 不同处理对小白菜株高和生物量的影响 

处理A、处理B和处理c的小白菜株高和生物 

量均与 CK有显著差异。处理 A的小白菜生物量最 

大(图 1)，其余大小顺序为处理 B>处理 D>处理 

c，其中处理 A与处理 B存在显著差异，处理B和处 

理 D差异不显著，处理 D与处理 c差异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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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B A D C 

处理 

处理 A：2008年发酵沼渣沼液；处理 B：2007年发酵沼渣沼液 

处理 c：新鲜蓝藻；处理 D：化肥；CK：不施肥对照。 

图 1 不同处理间植株生物量比较 

Fig．1 The difference of plant weight between treatments 

处理B小白菜植株最高(图2)，处理A>处理 

D=处理 C>CK。处理 B与处理 A间存在显著差 

异，处理 A与处理 C和处理 D问均存在显著差异， 

处理 c与处理 D间没有显著差异。 

⋯ 
CK B A D C 

处理 

处理 A、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2 不同处理间植株高度比较 

Fig．2 The difference of plant height between treatments 

2．2 不同处理对植株 Vc含量的影响 

由图3可见，各处理的小白菜 V 含量均存在 

显著差异，处理B V。含量最高，其余依次为CK>处 

理 A>处理 C>处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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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3 不同处理间植株 Vc含量比较 

Fig．3 The difference of Vc content between treatments 

2．3 不同处理对植株亚硝酸盐含量的影响 

各处理的小白菜亚硝酸盐含量均低于国家规定 

含量4 m kg，且各个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处理B 

亚硝酸盐含量最高，其余依次为处理A>处理 D> 

处理 C>CK(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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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4 不同处理间亚硝酸盐含量比较 

Fig．4 The difference of NO2 content between treatments 

2．4 不同处理对土壤全N含量的影响 

沼渣沼液和新鲜蓝藻施用处理的全氮含量相对 

于化肥处理和对照增加显著(图 5)。处理 A、处理 

B和处理c土壤全氮含量相对于土壤本底值分别增 

加 49％、12．3％ 和 30．5％。CK和处理 D相对于土 

壤本底值分别下降0．9％和0．3％，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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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5 不同处理间土壤全 N含量比较 

Fig．5 The difference of total N content between treatments 

2．5 不同处理对土壤有效 P含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的土壤有效 P含量变化趋势与全 N 

含量相似(图6)。相对于土壤本底值处理 A增加 

52．3％，处理 B增加 11．7％，处理 C增加 39％。CK 

和处理D相对于土壤本底值下降1．7％和1％，但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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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A、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6 不同处理间土壤有效磷含量比较 

Fig．6 The difference of available P content between treatments 

2．6 不同处理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如图7所 

示。处理 A有机质增加量最大，为 33．3％；处理 c 

和处理B次之，分别为25．6％和14．1％，且差异显 

著；CK和处理D存在下降趋势，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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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处理A、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7 不同处理间土壤有机质含量比较 

Fig．7 The difference of organic material content between treat_ 

merits 

2．7 不同处理对土壤 pH值的影响 

供试土壤偏碱性 (pH=7．97)，除 CK的土壤 

pH值(8．11)升高(增加了0．14个单位)外。其他 

处理相对于土壤 pH本底值均显著下降，处理 D下 

降量最大，达0．3个单位(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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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处理 A、处理 B、处理C、处理 D及 CK见图 1注。 

图8 不同处理问盆栽土壤 pH值比较 

Fig．8 The difference of soil pH value between treatments 

3 讨 论 

蓝藻经过发酵后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施用，对 

土壤和植株均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试验结果表明 

当年发酵的和前一年发酵的沼渣沼液均能促进植株 

生长。在亚硝酸盐含量都低于国家规定的4 mg／kg 

条件下，施用当年发酵和前一年发酵沼渣沼液的小 

白菜V 含量明显增加。蓝藻是一个有机生物体， 

因此含有较化学肥料更全的营养元素。蓝藻经过发 

酵转化后较新鲜蓝藻对植株生长发育有更明显的促 

进作用。新鲜蓝藻虽然对植株生长发育促进作用在 

当季不如发酵后的沼渣沼液明显，但相对于化学肥 

料，由于其不易淋失，对植株生长发育的作用仍然明 

显。由于试验盆未加托底，化学肥料处理的肥料淋 

失较快，因此其对植物生长作用并没有一般大田种 

植明显。当年发酵的沼渣沼液可以提高植株产量， 

但植株V 含量却不如前一年发酵的沼渣沼液处 

理，因此对叶菜来说，施用前一年发酵的沼渣沼液对 

植株具有更好效果。 

当年发酵沼渣沼液对土壤 C／N比值影响最大， 

从土壤本底值 l9．33下降为 17．28。在其他处理 

中，除新鲜蓝藻处理下降为18．59外，C／N比值相对 

稳定。 

在本试验中，施用当年发酵沼渣沼液和新鲜蓝 

藻对土壤 N、P含量增加有促进作用。使用沼渣沼 

液和新鲜蓝藻亦能提高土壤对酸碱的缓冲能力。施 

用蓝藻发酵后沼渣沼液能提高土壤含氮量，培肥土 

壤。本试验结束后，于2009年 l2月在原试验盆中 

又移栽了一批小白菜，移植成活后10 d，2008年发 

酵沼渣沼液处理和新鲜蓝藻处理盆中的小白菜长势 

最好，植株高度与其他3组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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