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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与不同类型肥料配施对西瓜和番茄生长的影响
张俊花 1 李茂海 1袁2 周小辉 1袁2 *
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巴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袁新疆哈巴河 8367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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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冤

摘要 在西瓜与番茄生产中将有机肥分别与农家肥尧复合肥尧尿素按比例配施袁通过对西瓜尧番茄 2 种作物全生育期的调查袁研究不同
配比肥料对作物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在番茄和西瓜生产中袁最好的施肥模式均为有机肥+复合肥袁该施肥模式下袁作物产量较高尧具有较强的
抗病性尧果实适口性也较好尧成熟期与其他施肥方式相当或略有提前袁熟期早可提前上市袁提高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曰单独施用有机肥处理
模式下袁2 种作物口感最好袁但产量偏低尧熟期较长袁从目前市场对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来看袁此施肥模式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曰有机肥+农家
肥模式中袁农家肥来自于畜禽粪便袁几乎是无成本肥料袁这一施肥模式比较经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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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是经济作物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袁但盲目施肥
不仅会导致肥料利用率降低尧土壤板结尧环境污染等一系列
问题袁更会造成作物品质和生产效益降低遥因此袁如何推进

3 750 kg/hm2渊D冤尧复合肥 450 kg/hm2+尿素 900 kg/hm2渊CK冤遥

不设重复袁每个处理面积 667 m2遥根据各处理的小区用肥

量袁将处理 A尧B尧C尧D 中的农家肥尧野坤益健冶有机肥全部作

解决的问题 遥有机肥富含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袁不仅

底肥一次性施用袁复合肥渊滴灌肥冤尧尿素作追肥在作物生长
期结合滴水一并施用曰CK 中复合肥作底肥施用袁尿素作追

能为作物提供生长所需养分尧改良土壤袁而且可以改善作物

肥在作物生长期结合滴水一并施用遥

农作物生产与生产环境的协同发展袁已成为当前生产中亟待
[1]

品质尧提高作物产量尧促进作物高产稳产尧保持土壤肥力袁同

1.4

栽培管理

时还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尧降低生产成本 遥充分合理地利

试验种子播种于智能温室苗盘中袁待室外温度及苗龄

用有机肥料能增加作物产量尧培肥地力尧改善农产品品质尧

适合时袁即移栽至室外试验田遥依据多年室外温度变化规
律袁确立最适移栽期袁由最适移栽期倒推确定温室内播种

[2]

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袁有机肥料在促进经济作物产业

[3-4]

可持续发展上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应用价值遥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袁对化肥等危害环境
较大的化工产品使用的管控力度随之加大遥减少化肥的使用
量袁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势在必行遥本试验通过研究番茄与西

期遥4 月 6 日温室内播种袁5 月 29 日移栽遥采用大垄双行膜
下滴管栽培方式袁种植规格为大行距 100 cm尧小行距 37 cm尧

株距 50 cm袁种植密度为 4.05 万株/hm2遥生长与成熟期按照

农田生产技术规范进行袁移栽尧施肥尧滴水尧中耕除草尧封顶

瓜上有机肥与不同类型肥料配施的效果袁旨在探讨最佳的配

打杈等措施相同袁且每小区必须在同一天内完成遥试验处理

施方式袁为阿勒泰地区经济作物科学施肥提供依据遥

内容以外的栽培管理措施按大面积生产实施袁并控制一致遥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1.1 试验地概况

2.1

学院阿勒泰地区哈巴河试验站遥海拔 590 m袁东经 86毅41忆尧北

口感表现为处理 D=处理 B跃处理 A跃处理 C跃CK曰西瓜口感

试验地点位于哈巴河 X868 县道 9 km 处袁吉林省农业科

纬 48毅05忆袁土壤类型为白砂壤土遥年平均气温 5.3 益袁平均年

有效积温 2 658.6 益袁年平均降水量 205.6 mm袁无霜期 126 d遥
前茬作物为油葵遥
1.2 试验材料
供试肥料为有机肥渊天津坤和公司生产的野坤益健冶有
机肥冤尧农家肥渊腐熟牛粪冤尧复合肥渊16-16-16冤尧尿素遥

供试作物院番茄袁品名为芬丽达 F1曰西瓜袁品名为吉林白

城黑水西瓜遥

1.3 试验设计

依据试验田测土配方结果及番茄尧西瓜 2 种作物全生育

期需肥量袁确定不同处理的投肥量遥试验设 5 个处理袁分别
为野坤益健冶有机肥 750 kg/hm2+复合肥 450 kg/hm2渊A冤尧野坤益

健冶有机肥 750 kg/hm2+农家肥牛粪 7.5 t/hm2 渊B冤尧野坤益健冶

有机肥 750 kg/hm2 +尿素 450 kg/hm2 渊C冤尧野坤益健冶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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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口感

有机肥能够较好地改善作物的品质遥由表 1 可知袁番茄

表现为处理 D跃处理 A=处理 B跃处理 C跃CK遥可见袁单独施用
野坤益健冶有机肥处理的果实口感均好于其他处理袁而 CK
渊不施用有机肥冤果实口感最差遥

2.2

长势

由表 1 可知袁番茄的个体繁茂程度表现为处理 C=CK跃

处理 A=处理 B跃处理 D曰西瓜的长势表现为处理 C跃CK=处
理 A=处理 B跃处理 D遥可见袁有机肥+尿素配施处理能够很好

地促进作物生长袁使番茄和西瓜生长繁茂曰CK 番茄生长极
繁茂尧西瓜生长繁茂袁但作物因氮肥吸收过多袁导致品质和
口感下降遥
2.3 抗病性

在抗病性上袁番茄表现为处理 A=处理 B跃处理 C=处理

D跃CK袁西瓜表现为处理 A=处理 B跃处理 D跃处理 C=CK遥处
理 A渊有机肥+复合肥冤与处理 B渊有机肥+农家肥冤2 个处理
表现为抗病性强袁处理 C渊有机肥+尿素冤表现为抗病性弱袁
说明高氮尧少磷钾会导致作物营养失衡袁易感病遥
2.4 成熟期

成熟期按从早到晚排序袁番茄表现为处理 A=处理 C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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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条件下番茄和西瓜性状表现
番茄

处理

成熟期
07-25
07-26
07-25
08-02
07-31

A
B
C
D
CK

口感
中上
好
中等
好
差

西瓜
抗病性
强
强
中等
中等
一般

个体长势
繁茂
繁茂
极繁茂
一般
极繁茂

成熟期
07-22
07-22
07-24
07-29
07-27

口感
中上
中上
中等
好
一般

抗病性
强
强
弱
中等
弱

个体长势
繁茂
繁茂
极繁茂
一般
繁茂

处理B跃CK跃处理 D曰西瓜表现为处理 A=处理 B跃处理 C跃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发展袁从源头上促进农产品安全尧清

提前 1~2 d遥

提高袁人们对安全尧卫生尧无污染的有机尧绿色食品的需求不

CK跃处理 D遥处理 A渊有机肥+复合肥冤较其他处理早熟袁熟期

洁生产袁保护生态环境都有重要意义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2.5 产量

断增加袁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施用有机肥来提高农产品的市

番茄尧 西瓜 的产 量 均 以 处 理 C 渊 有 机 肥 + 尿 素 冤 最 高

渊表 2冤袁番茄为 55 027.5 kg/hm2袁西瓜为 73 186.5 kg/hm2遥番

场竞争力[5]遥
从试验结果看袁在番茄和西瓜生产中袁最好的施肥模式

茄的产量表现为处理 C跃处理 A跃处理 B跃CK跃处理 D袁依次

均为有机肥+复合肥遥该施肥模式下袁作物产量较高尧具有较

产量表现为处理 C跃处理 A跃处理 B跃CK跃处理 D袁依次较 CK

当或略有提前袁可提前上市袁提高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曰单

较 CK 增产 8.6%尧增产 6.5%尧增产 1.6%尧减产 8.1%曰西瓜的

强的抗病性袁果实适口性也较好袁成熟期与其他施肥方式相

增产 6.9%尧增产 6.3%尧增产 3.8%尧减产-14.0%遥这说明有

独施用有机肥处理模式下袁2 种作物口感最好袁但产量偏低尧

机肥与氮肥配施袁可保障作物生长期内氮元素的充分供给袁

熟期较长袁从目前市场对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来看袁此施肥

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物的生产潜力袁获得较高的产量曰同时也

模式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曰有机肥+农家肥模式中袁农家肥来

说明与其他肥料比较袁增施氮肥能够提高作物产量遥

自于畜禽粪便袁几乎是无成本肥料袁这一施肥模式比较经济遥

表2
处理
A
B
C
D
CK

综上所述袁上述几种施肥方式在阿勒泰地区均可行袁可依据
不同处理对番茄和西瓜产量的影响

番茄
产量/kg窑hm-2
较 CK依/%
53 964.0
6.5
51 511.5
1.6
55 027.5
8.6
46 596.0
-8.1
50 682.0

西瓜
产量/kg窑hm-2
较 CK依/%
72 774.0
6.3
71 038.5
3.8
73 186.5
6.9
58 872.0
-14.0
68 449.5

3 结论与讨论
在我国推广应用有机肥料袁符合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尧
环境友好型社会冶的要求袁对促进农业与资源尧农业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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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 L808尧香菇 215 扩增条带总数分别为 195尧188 条袁多态
性条带分别为 52尧49 条袁其中特有条带分别为 12尧2 条曰香菇

LB-21 扩增条带总数为 180 条袁其中多态性条带 41 条袁多
态比率最低渊22.78%冤袁特有条带 2 条遥

4 个香菇品种之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变化范围为 0.669 5耀

0.878 7遥采用 UPGMA 法进行聚类分析袁结果发现袁4 个品种
被分成了 2 组袁其中香菇 LB-21 与香菇 B15-1 为一组袁说明

这 2 个品种亲缘关系相对较近袁遗传相似性系数为 0.874 5曰
香菇 L808 与香菇 215 为一组袁两者亲缘关系较近袁遗传相
似性系数为 0.878 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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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数与苹果花期影响不大袁2要3 月日照时数是影响苹果花
期的主要气象因子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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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尧市场需求尧自身情况等诸多因素选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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