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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田间试验法，研究施用不同有机肥对连作豇豆产量、品质及连作土壤速效养分动态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豇豆开花结荚期有机肥处理的土壤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比化肥处理高出１０．３５％～

４５．５９％、２９．４２％～４９．１２％和１８．９０％～３８．４１％；施用有机肥的豇豆死苗率低，分别比施用化肥降低了

６１．３５％、２３．７２％和４９．０５％；产量分别提高了４１．３９％％、２２．９７％和２９．７０％；豇豆中可溶性蛋白、淀粉、总

糖、还原糖和Ｖｃ分别平均提高了３．４０％～９．４９％、５．２１％～１３．９１％、１１．１６％～２７．２７％、１１．６３％～３２．５６％

和１７．１９％～２５．０５％；豇豆中有机酸含量和亚硝酸盐含量分别降低了１２．９０％～３５．４８％和１６．４８％～３７．４５％。

其中，鸡粪有机肥对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量效果最好，也对连作豇豆可溶性蛋白、总糖、还原糖、Ｖｃ和亚硝酸

盐等品质指标的影响较大，是较为理想的有机肥种类，值得在连作豇豆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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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豇豆生产的不断发展，豇豆主产区的连作

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土壤轮作换茬不够，导致豇豆

连作土壤理化性质恶化，有害物质积累，从而极大

地影响了豇豆的产量和品质。有研究表明，防治连

作障碍的主要方法是轮作换茬［１－２］，但是实际生产

中往往需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种植豇豆的数量和

次数，连作现象难以避免。

肥料是绿色食品生产的关键，有机肥含有丰富

的微生物和各种养分，不但可以直接增加土壤有机

质、氮、磷、钾的含量［３－６］，而且还可以改善土壤

的理化性质和微生态结构［７－９］。可见，有机肥对于

提高土壤肥力是有利的，但是关于有机肥对连作豇

豆土壤养分动态变化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为此，于２０１３年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豇豆生

产基地进行田间试验，通过设置不同施肥处理方式，

研究连作条件下，施入有机肥对各生育期土壤速效养

分动态变化的影响，加强有机肥改善连作土壤理化性

质的理论研究，揭示有机肥提升菜园土壤质量的机

理，以期为克服连作障碍和绿色蔬菜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研究不同种类有机肥对连

作豇豆产量及其品质的影响，为减少豇豆连作障碍，

提高连作豇豆产量和改善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基本情况

本试验于２０１３年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

镇豇豆生产基地进行，试验地连作豇豆８茬。土壤

质 地 为 壤 土，ｐＨ 值 为 ４．４０，有 机 质 ２１．５０

ｇ·ｋｇ
－１，碱解氮４８．２３ｍｇ·ｋｇ

－１，有效磷 （Ｐ）

１４．２８ｍｇ·ｋｇ
－１，速效钾 （Ｋ）８５．０４ｍｇ·ｋｇ

－１。

１２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豇豆金美３５０，由汕头市澄海区利

农蔬菜良种研究所提供。猪粪有机肥 （浙农肥

２０１０准字００３８号）由浙江省嘉兴市瑞丰天元肥料

有限公司提供，鸡粪有机肥 （苏农肥２００９临字

００３５号）由江苏司百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海产品残渣有机肥 （琼农肥２００９准字００２５号）由

海南农丰宝肥料有限公司提供，有机肥养分含量见

表１。硫酸钾复合肥 （鄂农２００９准字１９７号）（Ｎ

∶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７∶１７∶１７），由湖北祥云 （集

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试验设计

设４个处理，处理１为对照组 （ＣＫ）常规化

肥施肥－硫酸钾复合肥料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７∶

１７∶１７）（１２５ｇ·ｍ
－２）；处理２ （Ｆ１）猪粪为主有

机肥 （５００ｇ·ｍ
－２）；处理３ （Ｆ２）鸡粪为主有机

肥 （５００ｇ·ｍ
－２）；处理４ （Ｆ３）海产品残渣有机

肥 （５００ｇ·ｍ
－２）；每种处理设３次重复，共１２小

区，每个小区面积为１２ｍ２，随机排列。各处理

氮、磷、钾各施用量相等。施用有机肥的氮磷钾不

足部分由尿素、磷酸二氢钾、氯化钾补足。

表１　供试有机肥料养分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犖狌狋狉犻犲狀狋狊犻狀狅狉犵犪狀犻犮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

有机肥 ｐＨ
有机质

／％

Ｎ

／％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

猪粪有机肥 ８．２９ ５９．８５ ３．７３３ ３．２６２ ２．８７３

鸡粪有机肥 ８．８３ ７３．１１ ２．３５２ ２．４９７ １．６１８

海产品残渣有机肥 ８．９７ ３７．０８ １．３８８ ２．４３４ ０．７４３

１４　样品采集及测定方法

在豇豆的关键生育期：幼苗期、抽蔓期、开花结

荚期，按５点取样法用土钻在每个小区采集土壤耕

层（０～２０ｃｍ）土样，然后风干、研磨、过筛，测定土

壤化学性质。其中，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外加

热法测定；土壤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土壤有

效磷采用氟化铵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速

效钾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
［１０］。

在豇豆生长期内，观察豇豆生长情况，出现黄

化或死苗情况及时记录。从豇豆第１次采摘开始记

产，直到采摘结束，统计豇豆平均产量，采收旺盛

期采集豇豆样品，鲜样测定豇豆可溶性蛋白含量；

烘干磨碎过筛备用，测定还原糖、总糖、淀粉、维

生素Ｃ及硝酸盐含量。采用恩酮比色法测定可溶

性蛋白；淀粉采用蒽酮法测定；维生素 Ｃ 采用

２，６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１１］；亚硝酸盐采用比色

法测定［１２］。

１５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和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进

行分析统计作图。处理间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多重比较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对土壤速效养分的影响

２１１　不同处理对土壤碱解氮的影响　不同处理

下豇豆生育期的土壤碱解氮含量的变化见图１。对

照组的幼苗期碱解氮含量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

Ｆ１、Ｆ２和Ｆ３处理。各有机肥处理的抽蔓期和开

花结荚期的土壤碱解氮含量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

对照组。其中，开花结荚期的土壤碱解氮含量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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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２和 Ｆ３ 处理比 ＣＫ 处理分别高出 ３２．６４％、

４５．５９％和１０．３５％，其与对照间差异显著 （犘＜

０．０５）。豇豆幼苗期化肥肥效较有机肥强劲，土壤

中碱解氮含量明显高于有机肥。而到抽蔓期和开花

结荚期，施用化肥的土壤中氮素含量显著降低。这

应该与有机肥分解慢，肥料释放缓慢［１３－１４］，而化

学肥料释放养分的速率较快有关［１５］。

图１　豇豆不同生育期土壤碱解氮含量

犉犻犵．１　犃犾犽犪犾犻犺狔犱狉狅犾狔狊犪犫犾犲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犻狀狊狅犻犾犱狌狉犻狀犵狏犪狉犻狅狌狊

犵狉狅狑狋犺狆犲狉犻狅犱狊狅犳犮狅狑狆犲犪狊

２１２　不同处理对土壤有效磷的影响　不同处理

下对土壤有效磷的变化见图２。由图２可知，豇豆

幼苗期、抽蔓期和开花结荚期的有效磷含量，各处

理间差异均显著 （犘＜０．０５）。幼苗期ＣＫ处理组

有效磷含量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有机肥处理组；

抽蔓期和开花结荚期土壤有效磷含量，有机肥处理

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化肥处理。在豇豆生长中后

期，有机肥处理的有效磷含量优于化肥处理，能有

效提高土壤有效磷含量。豇豆抽蔓期和开花结荚

期，Ｆ１、Ｆ２和 Ｆ３处理比 ＣＫ 处理分别提高了

７．４１％、１６．６８％、３．５０％ 和 ３６．７２％、４９．１２％、

２９．４２％，其与对照间差异显著。磷肥施入土壤后

容易被固定，随着施入时间的延长，固定作用增

强，化肥处理随着豇豆生育期延长土壤有效磷含量

降低；而有机肥矿化释放磷素，可以很好地抑制磷

素的固定，在豇豆抽蔓期和开花结荚期有效磷含量

显著高于对照组。

２１３　不同处理对土壤速效钾的影响　不同处理

下对土壤速效钾的变化见图３。由图３可知，豇豆

幼苗期的各处理间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ＣＫ处理

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有机肥Ｆ１、Ｆ２和Ｆ３处理；

豇豆抽蔓期，Ｆ２处理显著 （犘＜０．０５）高于Ｆ１、

Ｆ３和ＣＫ处理，Ｆ２和Ｆ３处理间差异显著，Ｆ１和

ＣＫ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豇豆开花结荚期，各处理

间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ＣＫ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

显著低于Ｆ１、Ｆ２和Ｆ３处理；其中，鸡粪有机肥

图２　豇豆不同生育期土壤有效磷含量

犉犻犵．２　犃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狌狊犻狀狊狅犻犾犱狌狉犻狀犵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

狆犲狉犻狅犱狊狅犳犮狅狑狆犲犪狊

Ｆ２处理速效钾含量最高，猪粪有机肥Ｆ１处理速效

钾含量次之，海产品残渣有机肥Ｆ３处理速效钾含

量相对最低。但有机肥处理组的Ｆ１、Ｆ２和Ｆ３都

分别 比 化 肥 ＣＫ 处 理 组 的 提 高 了 ２７．９５％、

３８．４１％和１８．９０％，其与对照间差异显著。可以

看出，蔬菜生长前期，有机肥释放钾肥的速率慢，

供给土壤速效钾含量低于化肥处理；进入抽蔓期

后，有机质矿化分解持续供肥能力强，供给蔬菜速

效钾含量超过化肥处理。

图３　豇豆不同生育期土壤速效钾含量

犉犻犵．３　犃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狆狅狋犪狊狊犻狌犿犻狀狊狅犻犾犱狌狉犻狀犵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

狆犲狉犻狅犱狊狅犳犮狅狑狆犲犪狊

２２　不同处理对豇豆生长状况及产量的影响

不同处理下对豇豆生长状况及产量的变化见表

２。由表２看出，施用有机肥处理豇豆的死苗率平均

分别比对照降低６１．３５％、２３．７２％和４９．０５％，其与

对照间差异显著。施用有机肥处理的平均产量均显

著高于ＣＫ；４个处理中平均产量最高的为Ｆ１，达到

７．１４ｋｇ·ｍ
－２，比ＣＫ处理的增产４１．３９％；Ｆ２和

Ｆ３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ＣＫ，分别增产

２２．９７％和２９．７０％，其与对照间差异显著。上述结

果表明有机肥能够降低连作豇豆的死苗率，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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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能原因是有机肥能够络合连作土壤中有机酸

等有害物质，改善土壤环境，有利于豇豆根系的生

长，降低了豇豆的死苗率，并提高了产量。

表２　不同处理对豇豆死苗率及产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犱犲犪狋犺狉犪狋犲犪狀犱

狔犻犲犾犱狅犳犮狅狑狆犲犪狊

处理
死苗率

／％

平均产量／

（ｋｇ·ｍ－２）

较ＣＫ增产

幅度／％

ＣＫ ６．８３±０．２１ａ ５．０５±０．１２ｃ －

Ｆ１ ２．６４±０．３４ｄ ７．１４±０．２７ａ ４０．５９±２．３２ａ

Ｆ２ ５．２１±０．３２ｂ ６．２１±０．２３ｂ ２２．９７±３．４９ｃ

Ｆ３ ３．４８±０．１７ｃ ６．５５±０．１９ｂ ２９．７０±１．３７ｂ

注：每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显著水平，下同。

２３　不同处理对豇豆品质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豇豆品质的影响见表３。由表３看

出，施用有机肥处理豇豆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淀粉

含量、总糖含量、还原糖含量和Ｖｃ含量平均比对

照分别提高了９．４９％、３．３９％、５．４９％，５．２１％、

６．９６％、１３．９１％，２７．２７％、１７．３６％、１１．１６％，

３２．５６％、 １９．７７％、 １１．６３％ 和 ２５．０５％、

１７．１９％、２０．６４％，其与对照间差异显著。施用有

机肥处理豇豆的有机酸含量和亚硝酸盐含量平均比

对照分别 降低了 ３５．４８％、２９．０３％、１２．９０％ 和

３７．４５％、１６．４８％、２６．９７％，其与对照间差异显著。

有机肥处理改善了连作土壤养分环境，豇豆生长较

好，有利于光合产物的生成，进而提高豇豆品质。

表３　不同处理对豇豆品质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狇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犮狅狑狆犲犪狊

处理
可溶性蛋白含量

／（ｍｇ·ｇ－１ＦＷ）

淀粉含量

／％

总糖含量

／％

还原糖含量

／％

Ｖｃ含量

／（ｍｇ·ｋｇ－１）

有机酸含量

／％

亚硝酸盐含量

／（ｍｇ·ｋｇ－１）

ＣＫ １４．７５±０．１２ｃ １．１５±０．０２ｃ ２．４２±０．０５ｄ ０．８６±０．０４ｄ １７０．２３±５．４３ｄ ０．３１±０．０１ａ ２．６７±０．１４ａ

Ｆ１ １６．１５±０．１０ａ １．２１±０．０５ｂ ３．０８±０．０２ａ １．１４±０．０５ａ ２１２．８７±６．６７ａ ０．２０±０．０３ｃ １．６７±０．０６ｄ

Ｆ２ １５．２５±０．１２ｂ １．２３±０．０１ｂ ２．８４±０．１１ｂ １．０３±０．０４ｂ １９９．５０±３．１６ｃ ０．２２±０．０２ｃ ２．２３±０．０７ｂ

Ｆ３ １５．５６±０．１９ｂ １．３１±０．０３ａ ２．６９±０．１１ｃ ０．９６±０．０１ｃ ２０５．３６±７．２４ｂ ０．２７±０．０１ｂ １．９５±０．０７ｃ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有机肥对土壤速效养分动态变化的影响

据已有研究报道，当有机肥的配方合理，可以

有效增加土壤肥力［１６－１７］，本试验得到了一致的结

果：与常规施化肥相比，有机肥具有肥效缓、肥效

长的释肥特征，进入抽蔓期后不同有机肥处理均能

有效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量。豇豆开花结荚期有机

肥处理的土壤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比

化肥 处 理 高 出 １０．３５％ ～４５．５９％、２９．４２％ ～

４９．１２％和１８．９０％～３８．４１％，这一结果与邓欧

平［１５］施用菌渣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量结果一致。

而有机肥种类不同，对连作土壤速效养分含量的影

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开花结荚期表现最为显著，

鸡粪有机肥Ｆ２处理＞猪粪有机肥Ｆ１处理＞海产

品残渣有机肥Ｆ３处理。施用鸡粪有机肥的耕层土

壤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比ＣＫ处理分别高

出４５．５９％、４９．１２％ 和 ３８．４１％。与王强等
［１８］、

张亚丽等［１９］的研究结果相近。

３２　有机肥对豇豆生长状况及产量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有机肥可显著影响连作作物的生长

状况和产量［２０－２４］。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施肥处理对 “豇豆金美３５０”死苗率的影响较

大，各处理间死苗率的差异达显著水平，其中以

Ｆ１处理的死苗率最低为２．６４％，比ＣＫ处理提高

６１．７６％，可能原因是有机肥通过降解吸附等作用

降低豇豆连作土壤中酚酸类物质毒性，减少其对豇

豆根系的影响，从而缓解豇豆连作自毒作用，降低

了豇豆的死苗率。从本实验的结果还可以看出，有

机肥处理可以使连作豇豆增产，这与徐胜光［２５］研

究发现有机肥可以提高永久性菜地上豇豆的产量结

果一致。Ｆ１、Ｆ２ 和 Ｆ３ 处理 比 ＣＫ 分别增产

４０．５９％、２２．９７％和２９．７０％。

３３　有机肥对豇豆品质的影响。

黄若玲［２６］、郭江［２７］等研究表明，施用有机肥

能够提高豇豆的总糖、Ｖｃ等含量，提高豇豆品质；

另外有研究表明有机肥能提高连作花生粗脂肪和粗

蛋白含量，改善花生品质［２８］。本试验得到了一致

的结果，与施用化肥ＣＫ相比，施用有机肥处理豇

豆中可溶性蛋白、淀粉、总糖、还原糖和Ｖｃ平均

分别提高了３．４０％～９．４９％、５．２１％～１３．９１％、

１１．１６％～２７．２７％、１１．６３％～３２．５６％和１７．１９％

～２５．０５％；豇豆中有机酸含量和亚硝酸盐含量分

别降低了１２．９０％～３５．４８％和１６．４８％～３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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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Ｆ１鸡粪有机肥对连作豇豆可溶性蛋白、

总糖、还原糖、Ｖｃ和亚硝酸亚等品质指标的影响

较大，提升连作豇豆产量和品质，是较为理想的有

机肥种类。

综上研究认为有机肥能有效改善连作土壤肥力

状况，缓解豇豆连作障碍，尤其在作物生长后期能有

效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并提升连作豇豆产量和

品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较为理想的施肥方式。

不同肥源有机肥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也各不相

同。其中鸡粪有机肥对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量效果

最好，也对连作豇豆可溶性蛋白、总糖、还原糖、Ｖｃ

和亚硝酸盐等品质指标的影响较大，是较为理想的

有机肥种类，值得在连作豇豆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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