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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

生盐渍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取试验小区，

在所述试验小区的四周种植保护行，之后在所述

试验小区内采用条播方式进行播种植物并施肥，

播种量为250-350kg/hm2，灌水至土壤湿润，覆膜

保湿，种子萌芽出土后揭膜，苗高达30-40cm后进

行刈割，整个生产周期进行刈割6-8次，每次刈割

后不追肥，且整个生产周期不防治病虫害；所述

施肥的肥料为微生物菌肥或稻糠菌基质肥。本发

明的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能

够明显提高土壤的pH值和CEC值、能提高土壤的

保肥作用，降低土壤中硝酸盐的含量；采用种植

蕹菜，能够降低土壤中氮素的残留量，达到减少

土壤盐分含量、缓解土壤次生盐渍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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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选取试验

小区，在所述试验小区的四周种植保护行，之后在所述试验小区内采用条播方式进行播种

植物并施肥，播种量为250-350kg/hm2，灌水至土壤湿润，覆膜保湿，种子萌芽出土后揭膜，

苗高达30-40cm后进行刈割，整个生产周期进行刈割6-8次，每次刈割后不追肥，且整个生产

周期不防治病虫害；所述施肥的肥料为微生物菌肥或稻糠菌基质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试验小区的面积为26m2，所述播种量为300kg/hm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播种的植物为蕹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苗

高达36cm后进行刈割，整个生产周期进行刈割7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稻糠菌基质肥包括粉碎后的米糠和有机物料腐熟剂，所述粉碎后的米糠与有机物料腐熟

剂的质量比为8-12: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粉碎后的米糠与有机物料腐熟剂的质量比为10: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稻糠菌基质肥一次性基施16500kg/h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生物菌肥一次性基施7500kg/hm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生物菌肥为粉剂，其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55%，总养分≥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试验小区的土壤为水稻土，土种为沙夹垄，土壤基础化学指标为pH  4 .33，有机质

26.6g/kg，总氮1.50g/kg，硝态氮46.4mg/kg，全盐量5.04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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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土地治理与农业利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

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次生盐渍化是指由于不合理的耕作灌溉而引起的土壤盐渍化过程。设施栽培因复

种指数高、长期使用化肥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其缺乏自然淋洗等原因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

的状况，成为限制设施蔬菜发展的主要土壤障碍因子，阻碍了设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次生盐渍化不仅直接危害作物的正常生长，而且容易引发其他相关的生产问题。

[0003] 研究表明，水旱轮作可以使土壤中的盐分随水的下渗加上作物的吸收利用，达到

洗盐、压盐的效果。但受水资源及设施建设的限制，有些地块要进行长时间的淹水难度较

大。

[0004] 微生物肥料中有机碳源含量丰富，增加有机碳源可以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恢

复，有助于抑制病原菌种群数量的增长。前人在通过添加有机物料改良土壤、优化土壤微生

物区系来克服次生盐渍化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效果不尽一致。探讨不同农艺调控

措施结合对设施栽培土壤控制盐分、改良土壤、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0005] 据统计，2015年太仓蔬菜播种面积为1.60万hm2，在太仓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耕作制度的不科学，生产环境微生

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蔬菜连作障碍现象普遍发生，土壤次生盐渍化现象普遍及其导致

菜农绝收等问题尤为突出。土壤次生盐渍化是限制大棚作物连作的主要障碍因子。已有研

究表明，太仓典型设施蔬菜地土壤全盐含量平均值为3.38g/kg，已达轻度盐化水平，主要致

盐离子为NO3-。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及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

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对土壤次生盐渍化有显著缓解作用，且能有效

提高植物产量。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选取试验小区，在所

述试验小区的四周种植保护行，之后在所述试验小区内采用条播方式进行播种植物并施

肥，播种量为250-350kg/hm2，灌水至土壤湿润，覆膜保湿，种子萌芽出土后揭膜，苗高达30-

40cm后进行刈割，整个生产周期进行刈割6-8次，每次刈割后不追肥，且整个生产周期不防

治病虫害；所述施肥的肥料为微生物菌肥或稻糠菌基质肥。

[0009] 优选地，所述试验小区的面积为26m2，所述播种量为300kg/hm2。

[0010] 优选地，所述播种的植物为蕹菜。

[0011] 更加优选地，苗高达36cm后进行刈割，整个生产周期进行刈割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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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所述稻糠菌基质肥包括粉碎后的米糠和有机物料腐熟剂，所述粉碎后的

米糠与有机物料腐熟剂的质量比为8-12:1。

[0013] 更加优选地，所述粉碎后的米糠与有机物料腐熟剂的质量比为10:1。

[0014] 优选地，所述稻糠菌基质肥一次性基施16500kg/hm2。

[0015] 优选地，所述微生物菌肥一次性基施7500kg/hm2。

[0016] 优选地，所述微生物菌肥为粉剂，其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55％，总养分≥

5％。

[0017] 优选地，所述试验小区的土壤为水稻土，土种为沙夹垄，土壤基础化学指标为pH 

4.33，有机质26.6g/kg，总氮1.50g/kg，硝态氮46.4mg/kg，全盐量5.04g/kg。

[0018]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0019] 1 .本发明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能够明显提高土壤的pH值和

CEC值、能提高土壤的保肥作用，降低土壤中硝酸盐的含量；

[0020] 2.本发明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中采用种植蕹菜，能够通过根系

吸咐土壤中原有N素，将无机氮素转化为有机氮素，从而降低土壤中氮素的残留量，达到减

少土壤盐分含量、缓解土壤次生盐渍化的目的；

[0021] 3.本发明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可以降低硝酸盐含量、增加可

溶性蛋白含量，进而有效的提升种植植物的品质。

[0022] 4.本发明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既能改良土壤，又能充分利用

资源，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阐述。

[0024] 以下实施例和对比例中的供试大棚种植年限为8年，供试蕹菜品种为“火箭”牌竹

叶蕹菜。供试土壤为水稻土，土种为沙夹垄，土壤基础化学指标：pH  4.33，有机质26.6g/kg，

总氮1.50g/kg，硝态氮46.4mg/kg，全盐量5.04g/kg。试验于2017年4月10日-2017年9月27日

在太仓市沙溪镇塘桥现代农业园区进行。

[0025] 常规化肥(记作：CF)，一次性基施2250kg/hm2复混肥(12-5-8)；微生物菌肥(记作：

OF)，粉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55％，总养分≥5％，句容蓝天碧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稻糠菌基质肥(记作：ROF)，其中含粉碎后的米糠和有机物料腐熟剂。

[0026] 实施例一(ROF)

[0027] 一种改善设施栽培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选取三个试验

小区，每个试验小区为26m2，在试验小区的四周种植保护行，之后在试验小区内采用条播方

式进行播种蕹菜并施肥，播种量为300kg/hm2，灌水至土壤湿润，覆膜保湿，种子萌芽出土后

揭膜，苗高达36cm后进行刈割，整个生产周期进行刈割7次，每次刈割后不追肥，且整个生产

周期不防治病虫害。

[0028] 本实施例中施肥的肥料为稻糠菌基质肥，一次性基施16500kg/hm2。稻糠菌基质肥

由粉碎后的米糠和有机物料腐熟剂制备得到，其中粉碎后的米糠与有机物料腐熟剂的质量

比为10:1，即稻糠菌基质肥中含粉碎后的米糠15000kg/hm2，有机物料腐熟剂1500kg/hm2。

[0029] 本实施例中的有机物料腐熟剂为粉剂，载体为麸皮和米糠，有机物料腐熟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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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芽孢杆菌、米根霉、粉状毕赤酵母、戊糖片球菌，有机物料腐熟剂中有效活菌数总量

(cfu)≥0.5亿/g。

[0030] 实施例二(OF)

[0031]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相同，区别点在于本实施例中施肥的肥料为微生物菌肥，一

次性基施7500kg/hm2，其为粉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55％，总养分≥5％，句容蓝

天碧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0032] 对比例一至二

[0033] 对比例一和二与实施例一和二的区别在于：对比例一(CK)中不施加任何肥料和改

良剂，对比例二(CF)中施加的肥料为常规化肥(复混肥12-5-8)，且一次性基施2250kg/hm2。

[0034] 即以上实施例和对比例供设置4个处理：①不施任何肥料和改良剂(记作：CK)；②

常规化肥(记作：CF)，一次性基施2250kg/hm2复混肥(12-5-8)；③微生物菌肥(记作：OF)，一

次性基施7500kg/hm2微生物菌肥(粉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55％，总养分≥5％，

句容蓝天碧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④稻糠菌基质肥(记作：ROF)，一次性基施16500kg/

hm2稻糠菌基质肥(其中含粉碎后的米糠15000kg/hm2，有机物料腐熟剂1500kg/hm2)。针对实

施例一和二以及对比例一和二，各处理设置3个重复试验小区，共计12个试验小区。

[0035] 下文中实施例一记作ROF，实施例二记作OF，对比例一记做CK，对比例二记作CF。

[0036] 实施例三  测试与结果分析

[0037] (一)测试内容和方法

[0038] 1.1土壤测定

[0039] 采集0～20cm深土壤，混合均匀风干后测定土壤各项指标。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测

定土壤有机质含量，凯氏定氮法测定全氮含量，钼锑抗比色法测定速效磷含量，火焰光度计

法测定速效钾含量，酸度计测定土壤pH值(水土重量比2：1)，醋酸钠-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

CEC含量(阳离子交换量，Cation  Exchange  Capacity)，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SiO2、Al2O3、

Fe2O3含量，酚二磺酸法测定土壤硝酸盐含量，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

[0040] 1.2植株测定

[0041] 蕹菜每次刈割时，各处理随机抽取蕹菜样本(n≧60)，用蒸馏水洗净、擦干。紫外分

光光度法测定植株硝酸盐含量，常规直尺测量测定株高、根系长度，天平称量法测定株重、

根重、生物量。

[0042] 1.3数据处理

[0043] 使用Excel  2009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利用SPSS-Statistics17.0进行显著性分

析，采用Duncan法进行多重比较。

[0044] (二)结果与分析

[0045] 2.1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0046] 对实施例一和二以及对比例一和二中的土壤进行一系列土壤理化性状的测试，结

果见表1。

[0047] 表1不同处理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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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偏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上

差异显著。下表同。

[0050] 从表1中国可以看出，ROF处理明显提高土壤的pH值和CEC值，随着取样时间的延

长，pH值由原来的4.33增加到6.10，增加了40.88％；而CEC值增加了16.20cmol(+)/kg，增幅

达264.71％。OF、ROF处理均降低了土壤容重，增加了土壤孔隙度。与CK相比，OF、ROF孔隙度

增加了11.62％、38.38％；容重下降了7.97％、21.01％。与CF相比，OF、ROF孔隙度增加了

10.84％、37.41％；容重下降了7.30％、20.44％。可见，ROF处理效果优于OF和CF。

[0051] 土壤硅铝率是土壤中SiO2和Al2O3含量的比值，固态的矿物铝在酸性条件下极易被

活化而易于被植物吸收，土壤酸化能够加速土壤中铝的活化，使得土壤溶液中活性铝明显

增加，铝被认为是酸化土壤上引起农作物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土壤中的SiO2含量是稳

定的、变化较小，因此可用硅铝率的变化来表达酸性土壤结构的改变，硅铝率越高，表明土

壤中活性铝含量越低，植物生长受影响越小；硅铝率越低，表明土壤中活性铝含量越高，植

物生长受影响越大。如表1所示，与CK相比，OF和ROF土壤硅铁率、硅铝率及硅铁铝率都呈现

出明显的增高；OF土壤中硅铁率、硅铝率及硅铁铝率分别提高20.44％、12.04％、15.22％；

ROF对土壤硅铁率、硅铝率及硅铁铝率提高了151.82％、97.08％、129.35％，差异达显著水

平(P<0.05)。与CK相比，CF对土壤硅铁率、硅铝率及硅铁铝率没有显著影响。说明OF与ROF处

理均能提高土壤的保肥作用，而ROF效果更优。

[0052] 2.2对土壤养分及盐分含量的影响

[0053] 土壤有机质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影响土壤结构、土壤保水保肥、

供肥性、养分有效性和土壤通气性等理化性状的关键因子。对实施例一和二以及对比例一

和二进行土壤养分及盐分含量的测试，结果见表2。

[0054] 表2不同处理对土壤养分及盐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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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表2表明，与CK相比，OF、ROF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在第一次、第七次刈割时分别增

加了17.78％、11.95％和20.30％、20.68％。而CF处理明显减少，在第一次、第七次刈割时分

别减少了3.08％、7.33％。与CK相比，CF、OF、ROF处理土壤中的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的含量

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ROF对土壤全氮含量增加幅度最大，在第一次和第七次刈割时，全氮

含量分别增加了38.05％、43.56％。在第一次和第七次刈割时，CF、OF、ROF的有效磷含量分

别增加了12.72％和14.50％、5.61％和7.45％、20.8％和21.6％；速效钾含量分别增加了

12.86％和14.78％、11.25％和11.53％、15.45％和22.17％。此外，与CK相比，各处理第一次

和第七次刈割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土壤中硝酸盐含量，CF、OF和ROF硝酸盐含量分别降低了

2.49％和2.82％、7.48％和23.43％、14.92％和26.68％，ROF处理缓解土壤盐渍化的效果最

明显。硝态氮和铵态氮是氮肥在土壤中存在的2种主要无机氮形态，作物对它们均能吸收利

用。对比第一次刈割和第七次刈割时的结果可以看出，土壤中硝酸盐氮明显降低，说明了蕹

菜能够通过根系吸咐土壤中原有N素，将无机氮素转化为有机氮素，从而降低土壤中氮素的

残留量，达到减少土壤盐分含量、缓解土壤次生盐渍化的目的。

[0057] 2.3对蕹菜生长的影响

[0058] 对实施例一和二以及对比例一和二进行土壤养分及盐分含量的测试，结果见表2。

[0059] 表3不同处理对蕹菜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第一次刈割)

[0060]

[0061] 表4不同处理对蕹菜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第七次刈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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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如表3和表4所示，第一次刈割时，CF、OF和ROF处理蕹菜的高度比CK分别增高了

0.56％、9.62％、7.91％；根系长度增加了2.11％、17.05％、20.74％。第七次刈割时，CF和OF

蕹菜的高度比CK分别增高了6.83％、31.64％，而ROF的植株高度略有降低；OF和ROF的根系

长度比CK分别增加了10.27％、0.17％，而CF的根系长度降低了9.43％。由此可以看出，CF、

OF和ROF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促进蕹菜根系生长和植株长高，但结果不尽相同。在第一

次刈割时，与CK相比，CF、ROF的单株重分别降低了6.31％、4.85％，而OF的单株重增加了

11.41％。在第七次刈割时，CF、OF、ROF与CK相比单株重都明显增加，分别增加了18.04％、

139.05％、43.14％。在第一次和第七次刈割时，OF的蕹菜单株重均在增加，且第七次刈割时

优势更为显著。在第一次刈割时，与CK相比，CF的单根重增加了10.00％，OF保持不变，ROF略

减少了5 .00％；而在第七次刈割时，CF、OF、ROF的单株重均增加，分别增加了6 .25％、

28.35％、15.58％。表明OF处理能促进蕹菜植株生长和根系增长，而ROF处理对蕹菜生长的

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0064] 表5  CK处理条件下蕹菜植株性状相关性分析

[0065]

[0066] 注：每一项内两个相关性数值分别为第一次刈割(上)和第七次刈割(下)，下表同。

[0067] 表6  CF处理条件下蕹菜植株性状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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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表7  OF处理条件下蕹菜植株性状相关性分析

[0070]

[0071] 表8  ROF处理条件下蕹菜植株性状相关性分析

[0072]

[0073] 如表5至表8所示，不同处理下蕹菜植株性状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蕹菜的地上

生物量与植株高度以及地下生物量的关系密切。地上生物量越大，植株高度、根系长度也呈

增加趋势；相反，地下生物量小，植株高度、根系长度呈下降趋势，说明根系好坏对地上生物

量有很大的决定作用。

[0074] 2.4对蕹菜品质的影响

[0075] 对实施例一和二以及对比例一和二种植得到的蕹菜进行硝酸盐及可溶性蛋白含

量的测试，结果见表9。

[0076] 表9不同处理对蕹菜硝酸盐及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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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表9表明，在第一次和第七次刈割时，CF处理蕹菜的硝酸盐含量比CK分别增加了

25.82％、73.34％；OF和ROF蕹菜的硝酸盐含量比CK减少，在第一次和第七次刈割时，OF中硝

酸盐含量比CK减少了625mg/kg、1409mg/kg，降幅分别达13.07％、46.78％；ROF中硝酸盐含

量减少698mg/kg、988kg/kg，降幅分别达14.57％、32.80％。ROF处理可溶性蛋白含量在第一

次和第七次刈割均最高，与CK相比，分别增加了26.32％、21.74％；OF可溶性蛋白含量与CK

相比有所减少，分别减少了5.26％、8.70％。可见，ROF处理可以降低硝酸盐含量、增加可溶

性蛋白含量，进而有效的提升蕹菜的品质。稻糠菌基质肥施入土壤后，其所含的成分改善了

土壤性状，从而促进土壤释放出的有效养分，进而促进了植株对养分的吸收利用率，因此，

有利于蕹菜品质的提高。

[0079] 2.5不同处理对蕹菜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0080] 对实施例一和二以及对比例一和二种植得到的蕹菜产量和经济效益进行整理，结

果见表10。

[0081] 表10不同处理下对蕹菜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0082]

[0083] 注：表中“总收益”为以苏州地区同期市场平均批发价为参考计算的7次刈割经济

总收入，“成本”主要为各处理肥料成本及施肥时所用到的劳动力成本。

[0084] 表10表明，与CK处理相比，CF、OF、ROF处理七次刈割时，均能提高蕹菜产量，CF、OF、

ROF总产量分别比CK处理增加了4.51％、35.06％、43.34％，OF、ROF经济总收益与CF相比，增

幅分别为22.64％、30.48％，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

[0085] (三)讨论

[0086] 实施例一和二通过种植蕹菜改茬轮作，吸附土壤中的原有氮素，将无机氮素转化

为有机氮素，从而降低土壤中氮素的残留量，改善土壤次生盐渍化状况，达到控制盐分的目

的；施用微生物菌肥和稻糠菌基质肥，替代了部分化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最终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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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控、改、替”设施蔬菜防治土壤盐渍化技术模式。结果表明使用微生物菌肥和稻糠菌基

质肥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环境与营养状况，既有利于提高土壤pH、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

量，又可以降低土壤表层盐分含量，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

[0087] 本发明中的一系列测试数据表明稻糠菌基质肥施用效果显著，稻糠的施用增加了

土壤通透性，同时补充有机碳，不仅可消减土壤还原性物质毒害，还能增加微生物活性并培

肥土壤。稻糠菌基质肥能够更好地发挥微生物菌对土壤有害物质的改良作用，达到培肥土

壤、改善土壤性质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土壤中增施含功能型微生物的有机物料，在改善土

壤理化性状的同时，对植株生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和显著的增产作用，还能提高作物的

品质，大幅减少化肥的投入，所以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稻糠菌基质肥对设施

土壤肥力的提升、次生盐渍化的防治以及作物的增产增收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研究空间和

推广价值。

[0088] 选择合适的蔬菜品种进行轮作，通过作物吸盐、降盐等作用减少土壤中的含盐量，

达到控盐的目的，最终可降低土壤盐渍化水平。蕹菜性喜高温多湿的环境，在长江沿岸及以

南地区种植更为适宜，因其具有耐高温的特性，可保障当地市场的蔬菜正常供应；其生长周

期长，需肥量大，耐盐吸肥能力强，通过根系吸咐土壤中原有氮素，将无机氮素转化为有机

氮素，从而降低土壤中氮素的残留量，改善土壤次生盐渍化状况，选择在发生次生盐渍化较

重土壤上种植具有耐盐、降盐、省肥效果。淹水栽培蕹菜后土壤盐分随水分下渗而向下移

动，盐分被淋洗到下层土壤，使耕作层形成脱盐区，淹水栽培能较好地缓解耕作层土壤的盐

渍化。研究表明蕹菜在生长过程中只需要保持土壤充分湿润，栽培操作相对容易、生产成本

较低，在水利资源较差地块也可有较好的表现。同时另一方面在高温条件下蕹菜可正常生

长，避免了高温季设施蔬菜空茬或绝收的问题。

[0089] (四)结论

[0090] (1)施用稻糠菌基质肥和微生物菌肥对土壤理化性状产生显著影响。ROF处理土壤

的pH值提高了40.88％，CEC值增加了16.20cmol(+)/kg，增幅达到264.71％。与CK相比，OF、

ROF孔隙度增加了11.62％、38.38％；容重下降了7.97％、21.01％。OF硅铁率、硅铝率及硅铁

铝率分别提高20.44％、12.04％、15.22％；ROF分别提高了151.82％、97.08％、129.35％；而

CF对土壤硅铁率、硅铝率及硅铁铝率几乎没有影响。

[0091] (2)施用稻糠菌基质肥和微生物菌肥可以有效供给蕹菜生长所需的氮磷钾养分。

与CK相比，ROF全氮含量增幅高达43.56％；CF、OF、ROF的有效磷含量增幅可高达14.50％、

7.45％、21.6％；速效钾含量增幅可高达14.78％、11.53％、22.17％。OF、ROF有机质含量在

第一次、第七次刈割时分别增加了17.78％、11.95％和20.30％、20.68％；CF有机质含量明

显减少，平均减少了3.08％、7.33％。

[0092] (3)稻糠菌基质肥和微生物菌肥对土壤次生盐渍化有显著缓解作用，稻糠菌基质

肥缓解效果更佳。与CK相比，OF和ROF硝酸盐含量显著下降，下降幅度高达23 .43％和

26.68％。

[0093] (4)施用稻糠菌基质肥和微生物菌肥均能提高蕹菜产量，OF、ROF与CF处理相比，总

收益增幅分别为22.64％、30.48％，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

[0094]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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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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