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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渣和沼液在葡萄栽培上的应用技术规程
张俊杰
渊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农业综合服务站袁山东莱州 261411冤

摘要 本标准明确了沼渣尧沼液的取用和质量要求袁规范了在葡萄栽培过程中沼渣作基肥施用的方法以及沼液作基肥尧追肥和叶面肥
施用的方法袁适用于葡萄栽培中沼渣和沼液的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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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沼渣尧沼液限量指标

畜禽粪便尧作物秸秆尧垃圾等废弃物入沼气池发酵后产
生的沼渣尧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用遥沼肥不仅含有氮尧磷尧钾
等大量元素袁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尧有机质尧生长激素尧抗
生素等[1-4]遥据测定袁沼肥含有机质 30%耀50%尧腐植酸 10%耀

25%尧氮素 0.8%耀1.5%尧磷素 0.4%耀0.6%尧钾素 0.6%耀1.2%[5]遥

相关研究表明袁在葡萄上应用沼渣尧沼液可有效改善葡萄的
光合特性尧提高葡萄的产量和品质遥2017 年袁张有富等[6]研究
了沼肥对设施栽培红地球葡萄光合特性及品质的影响袁结
果表明袁施用沼肥的设施红地球葡萄光合速率增加袁果实含
糖量上升遥2012 年袁颜炳佐等[7]研究了沼渣尧沼液对红提葡萄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施沼渣尧沼液后袁葡萄增产幅
度为 16.38%尧糖度增加 1.75毅袁同时具有抑制某些真菌病害

发生的效果遥2012 年袁李晓静等[8]在酿酒葡萄上应用沼渣尧沼
液袁增加了酿酒葡萄的含糖量袁提高了植株抗逆性袁增加了
葡萄单穗重遥
我国畜禽养殖产业发展迅速袁具有丰富的沼渣尧沼液资
源袁目前在葡萄生产中应用沼渣尧沼液已被很多果农接受遥
研究制定沼渣尧沼液施用技术规范袁可进一步促进沼渣尧沼
液在葡萄生产中的大范围推广应用遥该规范应用最新研究
成果袁系统规范了葡萄栽培中应用沼渣尧沼液的相关技术袁
注重可操作性袁提出了葡萄栽培中应用沼渣尧沼液的量化
指标袁以利于葡萄生产中科学合理地应用沼渣尧沼液遥沼渣尧
沼液在葡萄栽培上的应用技术规程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有
叶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曳渊GB 7959冤尧叶沼肥施用技术规范曳

渊NY/T 2065冤遥
1

沼渣尧沼液取用和质量要求

1.1 沼渣尧沼液取用
沼渣尧沼液应发酵充分袁沼渣应干湿分离袁沼液应在沼

液储存池放置 7 d 以上遥

1.2 沼渣尧沼液限量指标
应符合表 1 的要求遥

1.3 沼渣尧沼液的卫生指标

应符合叶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曳渊GB 7959冤规定的厌氧

与兼厌氧消化的卫生要求遥
2

沼渣施用
沼渣作基肥施用时袁应在葡萄果实采收后袁根据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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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粪大肠菌群数
蛔虫卵死亡率
总砷渊以 As 计冤
总镉渊以 Cd 计冤
总铅渊以 Pb 计冤
总铬渊以 Cr 计冤
总汞渊以 Hg 计冤

单位
个窑g-1 或个窑mL-1
%
mg窑kg-1
mg窑kg-1
mg窑kg-1
mg窑kg-1
mg窑kg-1

沼液
臆100
逸95
臆10
臆10
臆50
臆50
臆5

沼渣
臆100
逸95
臆15
臆3
臆50
臆150
臆2

肥力状况施入袁施用量为 30~45 t/hm2遥采用沟施方式施在葡

萄根系分布集中的区域袁即于距离葡萄主干 40 cm 的一侧
开沟施肥袁隔年在葡萄主干的另一侧开沟袁交替施用袁沟深

40耀50 cm尧宽 30耀40 cm遥注意沼渣不可与草木灰尧石灰等碱
性肥料混合施用遥
3 沼液施用
3.1 基肥

沼液作基肥施用应在葡萄果实采收后袁将沼液和灌溉

水按 1颐1 的比例随浇水施入土壤中袁施用量在 30~45 t/hm2
之间袁低肥力的土壤采用上限袁高肥力的土壤采用下限遥施
用时袁沼液不可与草木灰尧石灰等碱性肥料混合施用遥
3.2 追肥

用沼液作追肥一般每年施用 2 次遥第 1 次在萌芽前后袁

将沼液和灌溉水按 1颐2 的比例随浇水施入土壤中袁施用量为

22.5~37.5 t/hm2袁低肥力的土壤采用上限袁高肥力的土壤采用
下限曰第 2 次在葡萄果实膨大期袁将沼液和灌溉水按 1颐1 的
比例随浇水施入土壤中袁施用量为 30~45 t/hm2袁低肥力的土

壤采用上限袁高肥力的土壤采用下限遥施用时袁不可与草木
灰尧石灰等碱性肥料混合施用遥
3.3 叶面肥
沼液作叶面肥喷施袁须在取出后用滤网过滤袁并静置

2 h 备用遥一般在花前尧幼果期和果实膨大期喷施沼液袁稀释

倍数见表 2遥叶面喷施沼液宜选择在晴天早晨或傍晚进行袁
喷施在葡萄叶片背面遥

表 2 叶面喷施沼液稀释倍数
叶面喷施时期
葡萄开花前
葡萄幼果期
葡萄果实膨大期

沼液稀释倍数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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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丽玲等院黟县设施蔬菜规模化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2

合理安排组织形式和种植构成

各个生产环节推广应用农业器械以及多选用省力化的栽培

组织经营形式以家庭农场最好袁是可发挥组织活力尧提

技术尧方式等袁缓解用工困难遥

升经营效益的最佳组织形式遥生产经营时袁以种植 2~3 种蔬

2.6 规避经营风险

菜为主的种植结构较好遥若种植种类太单一袁经营风险过

对于自然风险袁一是要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技术水平袁

大曰若种植种类太多袁则对生产水平的要求较高袁不利于发

从而提升设施蔬菜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曰二是可以通过农

挥规模效益遥

业保险途径化解部分风险遥对于市场风险袁一是要及时了

2.3 着力提升蔬菜生产技术水平

解尧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袁科学合理安排设施蔬菜种植品

提升蔬菜生产技术水平是提升生产经营水平尧增加收

种尧结构[4]曰二是要增强营销能力袁包括品牌认证尧采后处理

益的根本遥业主应不断学习蔬菜科技知识和种植技术袁同时

和包装等袁使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高地曰三是要

注重蔬菜新品种尧新技术的引用袁提升蔬菜生产技术水平袁

提升经营主体的蔬菜种植技术水平袁以质量与成本优势袁赢

增加生产经营收益[2]遥
2.4

做好成本控制
在基地建设时袁要做好选址与科学规划袁配套合理的路尧

渠尧水尧电等基础设施袁为基地蔬菜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条
件遥在基地日常生产管理上袁要以标准化尧科学尧经济的栽管
模式为指导袁确保既优质高产又安全低本袁以获取最佳的经
济效益[3]遥

2.5 解决用工困难问题
主要考虑通过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减少用工需求袁包括在

取高利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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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设置蜂巢箱渊巢箱口朝南冤袁巢箱放置在背风尧向阳尧

7.1

影响壁蜂回巢遥

7 花果管理

7.2

保花保果

在盛花期喷 0.2%硼酸或 0.3%硼砂袁有利于坐果遥
壁蜂授粉

树上干杏属虫媒花袁普通蜜蜂 15 益以上才开始访花袁一

旦温度低于 15 益则停止访花曰而当温度升高到 15 益以上时袁
花期即将结束袁此时尽管看起来开花量很大袁但授粉率极低袁

坐果少曰且人工授粉成本高袁授粉效率低遥壁蜂最大的特点就
是耐低温袁气温超过 12 益即可访花袁而且授粉效果好袁是解
决伊犁河谷树上干杏授粉率低尧产量不高问题的有效途径遥

在树上干杏开花 4~6 d 放蜂袁按照壁蜂 4 500~7 500 头/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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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时合理控制药量袁避免过量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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