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棚栽培蔬菜存在的问题
很多，但绝大多数是因为土壤原
因造成，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
个方面。

1.矿质养分多，有机质相对
较少。

棚室种植多年以后，特别是
在“重化肥轻有机肥”观念下管
理的棚室，多会出现矿质养分超
标、有机质含量不足的情况。土
壤当中的团粒结构并不是始终
存在的，而是在不断形成也在不

断被消耗。如果长期大量施用
化肥而忽视有机肥的施用，团粒
结构越来越少，土壤便更容易板
结和盐渍化，再继续投入化肥就
会使土壤环境更加恶劣。

2.养分吸收利用率极低。
老棚土壤的矿质养分超标

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由于
大量的矿质元素在土壤中积累
固定，这些无法吸收的养分又进
而影响到其他元素的吸收（以拮
抗为主），使得土壤的供肥作用

名存实亡。
3.土壤生物和微生物越来

越少。
随着土壤有机质的降低，

土壤中依靠有机物质生存的生
物和有益微生物因缺少食物而
减少，有益生物的减少会使得
土壤更加板结，而有益微生物
的减少则会降低对有害菌的抑
制能力以及对养分的转化能
力，于是老棚便出现更多的土
传病害。

化肥和有机肥配合施用，要想达到最佳
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注意施用时间。
有机肥见效慢，应该提前施用，一般要

在播种前或者在定植之前一次性底施，用之
前最好选择完全发酵腐熟的有机肥，后期追
施效果不如作底肥明显。

化肥见效快，作基肥时提前1周左右施
入，追肥时应在作物营养临界期或吸收营养
高峰期前施入，以满足其所需。

生物菌肥在土壤中经大量繁殖后才能
发挥以菌抑菌的作用，故要在定植前提早施
入，使其有繁殖壮大的时间，可随有机肥一
起施入土壤，也可在定植之前或定植时穴
施。

其次，注意施用方法。
有机肥的主要作用是改善土壤，同时也

可以提供养分，一般是要在农作物之前把有
机肥施入土壤，所以要结合深耕，使有机肥
和土壤完全混合在一起。土壤问题严重时

要使用带腐殖质的有机肥，以缓解土壤重金
属影响，更好地改善土壤环境，均衡营养，增
加土壤团粒结构。

因为有机肥中的养分以磷、钾、氮为主，
磷肥因移动性差，后期追施效果很差，所以
磷肥应作底肥施入土壤。

追施的化肥最好用全溶性速效肥，这样
的肥料分解后可被作物迅速吸收，对土壤影
响较小。

生物菌肥因用量少，可集中施在定植穴
内或随有机肥底施。后期可多次追施同一
种生物菌肥，以壮大菌群，提高解磷解钾能
力和防病效果。

最后，注意施用量。
不同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生育期，所需要

的肥量也不同，不能多施也不能少施。应该
根据其所需肥的比例去施用，同时还要考虑
到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最好进行一次测土，
按照测土配方进行施肥。

（白陆）

有专家做过这样
地推断，如果全国农业
生产用肥中有机肥与
化肥各占一半，就意味
着有机肥的实物量要
达到 6 亿吨。而目前
全国有机肥设计产能
3482 万吨，仅相当于 6
亿吨的1/17，而实际年
产量 1630 万吨，仅是 6
亿吨的 1/37。推广了
这么多年，商品有机肥
为 何 还 是 个“ 小 不
点”？未来商品有机肥
产业该如何布局？

首先，让农民马上
转 变 施 肥 习 惯 不 容
易。与等量化肥养分
相比较，有机肥的体积
和重量要大好多倍，使
用有机肥所投入的运
力和劳动相应也大大
增加。有机肥培肥地
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短
时间内无法凸显优势。

眼下的农产品市
场还不能完全以质论
价，用有机肥生产的农
产品并不能优质优价，
体现不出经济优势，农
民只好照着“高产高
效”的路子朝前走，不
愿意变道。在商品有
机肥吨价与化肥差不
多的情况下，农民种地
不愿意用有机肥就不
难理解。

其次，市场上商品
有机肥的质量参差不
齐。有个别企业被曝
光原料存在问题，畜禽
粪便、秸秆糠渣、菇渣
药渣、餐余垃圾、农产
品加工残渣等等，还有
少量草炭，算是优等原
料。污水处理的污泥、
塘泥也不少，甚至有土
加煤、煤灰煤渣都做成

商品有机肥。
说到有机肥加工

也让人担忧：热力烘干
的在逐渐减少，不发酵
粪臭熏天的比比皆是，
水分含量 30%以上的
数不胜数。这样的质
量还叫有机肥吗？

这些披上“商品有
机肥”外衣的有机肥，
少则 1000 多块一吨，
多则两三千块一吨，与
化肥价格差不多。现
在市场上经销商争先
恐后地卖力销售商品
有机肥的原因就是利
大，吨利润少则几百，
多则过千，甚至有些不
惜尿素、磷酸二铵赔钱
卖，靠商品有机肥挣钱
补亏空。

除此之外，有机肥
生产耗能耗材，拉进送
出，占用场地，占用运
输资源，加上制造过程
中还造成不容忽视的
环境污染，单纯从经济
效益角度看，这种工业
化生产是极不合算的。

把工业化商品有
机肥换成在田间地头
就近拉进，现场养殖蚯
蚓，或者微生物发酵，
再简单一点，就搞普通
堆肥或者高温堆肥。
这样农民每吨能节省
1000多元，不消耗那么
多能源和运力，农民用
得起，自然就用得多，
切切实实地把有机废
弃物变废为宝，改良培
肥土壤，提高品质，实
现“减肥减药”的目的，
为生态文明、食品安全
做了巨大贡献。各级
政府不妨据此采取措
施，鼓励农民朋友一
试！（全国有机肥协会）

如今早已忙过了秋收秋播时节，而在山
东青岛平度市田庄镇西寨农机合作社的农
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却来回奔忙。据了解，
这些播种机正忙着种植黑麦草。“这是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一种，除了能在冬天土地农闲
时防止裸露土壤风蚀，明年开春翻耕后草自
然分解，还能提高土壤生产力。”平度市农机
局技术人员介绍。

据介绍，黑麦草可不是一般的荒草，而
是一种名为冬牧70的黑麦草，属于禾本科

多年生植物，其对环境要求低，生物质产量
高，返青后能快速生长，同时营养价值高，富
含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因此既可以做
绿肥也可以做饲料。

作为绿肥种植黑麦草，平度市已进行了
4年多的研究。前期研究结果显示，冬闲农
田进行黑麦草种植，可以将农田土壤中的无
机氮转化为植株中的有机氮，每亩可固氮15
公斤，有效减少土壤中无机氮造成面源污染
的趋势。 （徐明堂）

价格越贵越好？
在农资市场，很多时候的确是一分价钱

一分货，但有时候价格并不等于质量。一些
不法商贩故意把低价的磷肥抬高价钱，并向
农户传达“价高质好”的错误理念，引导农户
购买。面对这种现象，农户需要理性看待，
学会分辨磷肥的好坏，才不会受不法商贩的
左右。在选购时，首先闻磷肥是否有酸味，
颜色是否为灰白色，然后用手触时能感觉凉
爽，最后确认一下包装的信息是否完整，符
合以上的条件，则是优质的磷肥。

出泡越多越好？
有专家表示，磷肥之所以出泡，多数是

因为磷酸钙游离酸含量超标，并不是农户所
想的出泡越多，药效越好。出泡多的磷肥在
施用后会抑制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烧坏作
物的苗根，造成种子不发芽等后果。磷肥不
出泡是磷酸钙游离酸含量不足，反应不完
全，其有效成分含量低。好磷肥的标准是磷
酸钙游离酸含量不大于5.5%。

用量多多益善？
不少农户在施肥时习惯多施磷肥，他们

认为这样对作物生长和产量有好处。其实
不然。施用过多磷肥，会破坏作物营养平
衡，使植物呼吸作用过于旺盛，引发植株生
长发育不良，进而导致作物产量的下降。

与有机肥同施？
有机肥本身就富含磷素，再与磷肥同

施，反而会降低磷肥的效果，得不偿失。建
议将两种肥料分开施用，先施有机肥，隔3～
5天再施磷肥，这样施肥效果才明显，作物生
长更快。 （段一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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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棚土壤问题多 这些方法最管用

冬天种下黑麦草 开春变成有机肥

核心提示

一般来说，种植
多年的老棚土壤养分
含量高，按理说蔬菜
的产量应更有保证才
对，但是一些老棚蔬
菜产量不仅没有提
高，而随着肥料投入
增加，产量却越来越
低，甚至有的棚室连
蔬菜的正常生长也不
能保证。究竟是什么
原因？

老棚土壤存在哪些问题？

山东青岛平度田庄镇

有机肥、化肥
搭配使用效果好 不能混拌成“糊涂”

选用磷肥

氮肥秋施好？
一般生产者认为，在春季施用氮肥可以

对当年的开花、结果有效。这个观点是错误
的。

氮肥一般以硝态氮和铵态氮两种形式存
在，果树吸收利用后，将这两种有效态氮转变
成硝态氮，再转化成二氧化氮，与碳水化合物
结合生成氨基酸，贮存于树体内。这一转化
过程的具体长短虽然尚不明确，但肯定是需
要较长时间的，而不是在短时间(速效)内能
完成的。所以说，春季施用氮肥，对当年的开
花结果和花芽分化无效。

科学的观点：氮肥最好是秋施，也就是果
树落叶前施用。

肥料深施可防流失？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对果树施肥后，许多溶于水的矿质元素

如钙、钾等，都易随灌水而产生渗漏，灌一次
水，向土壤深层渗一定的深度，灌水次数越
多，渗漏的也越严重。传统的施肥深度一般
在40～50厘米，施肥后随着灌水次数的增加
而渗漏严重，肥料利用率极低。

科学的观点：无论是施基肥还是追肥，都
应考虑浅层根系的作用，施肥深度应在地表
下10～20厘米。

划锄最好深点？
一般生产者认为，划锄应该深一点，这样

可以增加保墒效果并抑制杂草。这个观点是
错误的。

果树专家试验证明，果树的深层根系起
着固定树体、决定长势的作用，浅层根系起着
决定花芽分化和果品质量的作用。为了促进
花芽分化和提高果品质量，必须保护果树地
面下10～20厘米的根系。

科学的观点：对清耕制果园划锄时，只需
划破土壤的表皮，切断土壤的毛细管即可。
日本的生草制果园多年不划锄、不耕刨，有机
质含量在2%～3%，连年丰产。

可以大水漫灌？
管理果园和其他作物一样，是严禁大水

漫灌。
大水漫灌后，果园浅层土壤中的部分须

根会缺氧死亡，并且板结土壤。 （毕启龙）

果树施肥

土壤是一个有机生命体，虽
然容易被破坏，但通过有目的的
调整，还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1.底肥应以纯有机肥为主。
在选择有机肥的时候，针对

老棚不要再施用含盐量高的有机
肥，比如鸡粪、鸭粪、猪粪等，而要
施用矿质元素含量少的有机肥。
禽畜粪肥中，羊粪、牛粪相对来说

有机质更高，含盐量更少，适合当
老棚底肥。

2.追肥应选用吸收利用率高
的水溶肥。

虽然老棚土壤中养分含量
高，但到了蔬菜生长中后期对养
分吸收量大时，若不及时补肥依
然会影响蔬菜产量。因此，选择
吸收效率高、残留少的水溶肥是

蔬菜中后期追肥的必选肥料。老
棚室追肥建议采取微喷、滴灌等
标靶性强的灌溉方式。在施肥量
相同的情况下，新型水溶性肥料
的吸收利用率更高，残留更少。

3.逐步提高用菌量。
有益菌在老棚蔬菜生产中十

分重要，一方面通过有益菌的补
充，抑制逐步蔓延的土传病害，另

一方面促进土壤中有机质及被固
定的矿质养分的分解转化，降低
土壤中矿质养分的残留。同时，
有益菌还能保护和促进根系在恶
劣土壤环境中的生长。老棚使用
有益菌贵在坚持，短时间内或许
看不到效果，但坚持施用一年以
上，其良好效果会逐步明显。

（蔡秾）

如何改善老棚土壤？

有机肥商品化
瓶颈卡在哪？

核心提示

有机肥和化肥搭配使用效果好，
但不是掺在一起后使用！因为商品
有机肥和化肥、尿素、二铵掺在一起
会起化学反应，很容易结团，造成氨
基挥发快速分解融化。

今年5月，济源市多地村民购买

了当地某肥料厂家生产的有机肥和
化肥，他们按照厂家推销员所说的方
法，将有机肥和化肥进行掺混搅拌
（厂家人员声称这样使用效果最好），
结果肥料还未施到地里就已经成了
泥团，彻底无法使用。

化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