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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近年来麦饭石在农业领域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袁包括麦饭石水溶液植物促生作用尧麦饭石肥料尧土壤调理剂尧农药吸附等
方面袁以期为麦饭石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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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medical stone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was reviewed袁including the plant growth promotion袁
fertilizer袁soil conditoner and pesticide adsorption of medical stone袁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al 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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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最早开发和利用麦饭石的国家袁并因麦饭石资源

减缓遥周江明等[9]研究麦饭石作为微肥对小麦生长及产量的

分布广尧产量高袁被誉为野麦饭石之乡冶 遥麦饭石是复合矿

影响时认为袁麦饭石主要通过增强个体生长能力尧增加单株

物袁富含多种稀土和微量元素袁天然无毒害袁并易于改性袁具

分蘖和成穗尧增加单位面积穗数来提高小麦单位面积产量遥

[1]

有良好的吸附性尧溶出性和生物活性遥近年来袁随着人们对

3 土壤调理剂

麦饭石特性研究的深入袁麦饭石被广泛用于诸多领域袁具有

高分子聚合物等土壤调理剂对生态平衡以及可持续性

重要的利用价值和较好的发展前景遥笔者主要从麦饭石水

都存在潜在的不可预知的危害袁而天然存在的麦饭石矿物原

溶液植物促生作用尧麦饭石肥料尧土壤调理剂尧农药吸附

料无任何副作用袁是制备土壤调理剂的最佳选择之一遥麦饭

等 4个方面对麦饭石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遥

石作为土壤调理剂主要包括对土壤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尧土

1 麦饭石水溶液的植物促生作用

麦饭石具有一定的溶出性袁其含有的多种矿物质元素
可以在水中析出袁相关研究发现麦饭石水中的硒尧锶尧锰等
微量元素含量远高于矿泉水袁特别是硒尧锰的增加率分别为

178.30%尧1 689.10%袁钙尧钾的增加率分别为 30.30%尧912.50% 遥
[2]

研究表明袁利用麦饭石浸出液可以有效补给植物生长所需

的营养元素袁有助于提高种子发芽率尧促进根尖细胞分裂和
根系增长

袁并促进植物整个生育期的生长发育袁有效改善

[2-5]

作物品质遥张乐宏等[2]在研究中发现麦饭石水可以降低荞麦

壤理化性质的改良和对土壤 pH 值的调节 3 个方面遥麦饭石
的多孔结构使其比表面积巨大袁物理吸附能力极强袁同时袁

麦饭石主要的化学成分 SiO2尧Al2O3 和风化后形成的黏土矿

物中的层状结构尧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八面体也为麦饭石对土
壤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和配合能力提供可能遥丁 园等 [10]在复
合污染土壤中施用天然尧改性麦饭石后袁土壤弱酸提取态

Cu 含量由原来的 37.36%分别下降至 23.07%和 10.37%遥天
然尧改性麦饭石对土壤 Cd 的固持阻控效果与土壤 Cu 一致遥
张振华[11]在铬污染土壤中种植油菜袁地上部生物量随麦饭石

芽腐烂率袁提高抗氧化活性和钙尧铜尧锶等元素的含量曰赵 英

施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袁验证了麦饭石具有吸附土壤中铬

发芽整齐度袁风化程度高的户县麦饭石能使绿豆芽和黄豆芽

麦饭石可降低土壤容重袁显著增加土壤孔隙度袁促进团粒结

2 麦饭石肥料

试验中袁也证实了麦饭石可显著提高土壤中的有效磷含量遥

等[4-5]利用 猿 种麦饭石水提液均能提高绿豆芽和黄豆芽早期

的能力曰同时在对番茄和黄瓜施用麦饭石的试验中发现袁

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和 VC 含量明显增加遥

构的形成袁土壤速效养分也明显提高曰孙蓟锋[12]在恒定培养

麦饭石富含多种营养元素袁是一种天然肥料袁价格低廉袁
将麦饭石与化肥一同基施或加工成麦饭石矿物肥料作为底
肥袁是肥料研究关注的热点遥增施麦饭石肥料可以显著增加
海南茄衣根长尧根体积尧根系活力尧叶片的光合作用袁并能有
效改善叶片生理特性和烤后烟叶品质[6]袁喷施麦饭石天然矿

物肥也可显著改良野巨峰冶葡萄果实品质[7]遥李 娜等[8]发现施

麦饭石对土壤 pH 值的调节效果较好袁其调节能力与麦

饭石添加量尧施用时间等因素有关遥张 曦 [13]研究表明袁加入

麦饭石可使土壤 pH 值由 3.3 左右增加至 4.6 左右曰孙蓟锋[12]
施加 2%的麦饭石可提高土壤 pH 值 0.87袁施加 4%时土壤
pH 值提高 1.19曰陈可可等 [14]以南阳麦饭石为土壤改良剂进

行研究发现袁麦饭石可以有效提高供试土壤的 pH 值袁恒温

用麦饭石矿物肥可显著提高小白菜和苋菜的茎长尧根长尧鲜

培养时间越长袁供试土壤的 pH 值提高幅度越大遥

物肥施用量的增加其作用明显增强袁当跃0.87 g/kg 时袁增效

处理的研究中袁为今后研发生产用于吸附残留农药的相关产

重和矿质元素的积累袁在 0~0.87 g/kg 范围内袁随着麦饭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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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药吸附

近年来袁麦饭石突出的吸附作用开始被运用于农药残留
品提供了数据和技术支持遥王 岩等[15]发现齐齐哈尔碾子山
产麦饭石具有良好的吸附农药能力袁吸附葡萄中残留农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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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 15.22%~57.86%之间袁麦饭石添加量和浸泡时间对农
药吸附率影响显著遥孔令建等[16]研究发现袁用自来水和 30 g

麦饭石浸泡长豆角 60 min袁可降低长豆角中甲拌磷残留率
达 70.3%遥
5 结语

在大力提倡野节本增效尧节能减排冶理念的当下袁天然材
料麦饭石的利用对实现绿色发展尧环境友好型农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遥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壤问题袁麦饭石既能够提高
作物产量和品质袁又可以改良土壤尧吸附重金属污染物尧调
节土壤酸碱度遥因此袁将麦饭石制备成麦饭石矿物肥料或液
体肥等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麦饭石的种类繁多袁不同麦饭石的成分含量也不相同遥
同时袁麦饭石利用效率低袁可以通过改性提高其特性遥丁 园
等[10]利用硫酸钠将天然麦饭石比表面积由 0.515 cm3/g 增加

至 1.281 cm3/g袁改性后的麦饭石对土壤重金属的阻控效果明
显提高遥阎福林等[17]在麦饭石中添加碳酸钠袁经高温煅烧后袁
提高麦饭石 SiO2 的溶出性 30 多倍遥

因此袁深入麦饭石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袁合理开发和应

用麦饭石有助于农业生产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袁也定会产生
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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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技推广网络袁能保证基本推广工作的开展遥下一步的工

大的农产业袁这是中国农民始终走不出贫困的根源遥因此袁

作是要深化农业技术改革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曰要进一步落

应加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袁对农村资源进行科学调整和利

实政策袁确保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袁要坚决制止向农技推广

用袁加大人力资源尧科技资源尧信息资源的介入袁促进农业技

机构安插非专业人员曰要不断更新理念袁提高农技人员的素
质袁增强农技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术进步袁推动农业发展

遥

[3-4]

3.4 集中优势搞好示范

4 结语

以推行农业科技特派员为重点袁进一步提高为农服务水

政府要重视农技推广工作袁制定相关政策遥县级农技推

平遥现行的农技推广工作以技术服务为重点袁采取野技术示

广管理机构要重视基层农技推广员的管理和培训袁要确保

范+行政干预冶 基本推广方法遥随着市场农业的发展尧农民主

推广人员发挥出作用曰要研究新型农技推广模式袁强化农技

体意识的增强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袁必须创新行之有效的推广

服务袁将农业技术与农业产业化紧密结合袁推动农业发展遥

方式方法遥农业科技特派员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引领相结
合的方式袁按照自觉自愿尧双向选择尧利益共享尧风险共担的
原则袁选派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袁为农民提供直接有效的
技术服务遥同时要借鉴外地成功经验袁大力推行农业科技特
派员制度袁在机制创新尧选派规模尧服务成效上寻求突破袁不
断提高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5-6]遥
3.5 落实农技推广工作

霍邱县农技推广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县尧乡两级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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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助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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