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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菌肥与蚯蚓液体肥对设施连作番茄生长
和土壤肥力的影响
刘吉青 1，兰挚谦 1，田兴武 2，张凯歌 1，林

薇 1，郑文德 1，张雪艳 1*

(1. 宁夏大学农学院，银川 750021；2. 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吴忠 751200)
摘 要：针对连作设施番茄产量降低、土壤肥力下降问题，以传统施肥为对照（CK)，设置微生物有机固体肥+
微生物菌剂灌根（T1）
、微生物有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蚯蚓液体追肥（T2）处理，探究微生物菌肥与蚯蚓液体
肥对连作番茄生长和土壤肥力修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相对 CK，T1、T2 处理显著增加了叶片相对生长速率、土壤
速效钾含量和总生物量，分别为 5.14%、3.12%，25.77%、34.02% 和 18.10%、14.65%。相对 CK 和 T2 处理，T1 处
理显著增加了株高生长速率和果实产量，分别为 3.77%、4.46% 和 18.37%、19.90%；相对 CK，T1 处理显著增加植
株地上和地下部干重、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分别为 17.06%、35.19%、37.57%和 22.44%。综合肥力指数表明，
T1>CK>T2，T1 综合肥力指数 SFI 显著高于 CK 和 T2 处理，分别为 11.21%及 19.03%。相关性分析表明，产量与综
合肥力指数、地下部鲜重、地下部干重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速效氮呈极显著负相关，与全氮呈显著性正相关。总之，
相对 CK，T2 处理显著促进植株生物量增加，T1 处理对促进番茄植株生长和增加土壤肥力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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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and earthworm liquid fertilizer on tomato growth
and soil fertility in continuous facility cr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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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omato yield reduction and soil fertility decline in continuous cropping facilities, microbial solid fertilizer + microbial agents root-irrigation(T1), microbial solid fertilizer + microbial
agents root-irrigation + earthworm liquid topdressing (T2) were set up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and
earthworm liquid fertilizer on tomato growth and soil fertility restoration in continuous cropp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K, T1 and T2 treatm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eaf relative growth rate, soil available potassium content and total biomass, which were 5.14%, 3.12%, 25.77%, 34.02% and 18.10%, 14.6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CK and T2 treatment, T1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lant-height growth rate and fruit yield,
which were 3.77%, 4.46%, 18.37% and 19.90%; compared with CK, T1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lant
dry weight of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parts,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total nitrogen content, which were 17.06%,
35.19%, 37.57% and 22.44%, respectively. The comprehensive fertility index showed that T1>CK >T2, and the SFI
in T1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K and T2 treatments by 11.21% and 19.03%, correspondingly.
The yield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fertility index, the fresh weight of the underground and the dry weight of the underground (P＜0.01), while i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ailable nitrogen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nitrogen (P＜0.05). In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K, T2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lant biomass, and T1 treatment had the best effect on promoting tomato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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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increasing soil fertility.
Key words: microbial fertilizer; earthworm liquid fertilizer; tomato growth; soil comprehensive fertility index
近年来，连作造成作物产量降低、生育状况变
差等现象日渐突出[1]，连作障碍明显。为追求效益，
农民通过使用大量化肥来获得高产，但过量化肥使
用易造成土壤微生物数量减少，细菌数量降低，病
原菌数量增加[2-3]，反而加剧连作障碍发生。因此如
何通过调控土壤微生物来减缓和修复连作土壤质量
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大量研究表明，微生物菌肥施用通过特定
菌株代谢活动作用于作物和土壤，可活化土壤微生
物，改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4]。占新华等[5]通过
试验发现，施用微生物菌肥可为土壤提供大量有益
微生物，通过微生物在土壤中大量繁殖使其发挥固
氮、解磷、解钾等功能，释放出营养元素，供作物
利用，同时形成腐殖质，改善土壤的结构和耕性，
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生长。钱咏梅等[6]研究发
现意大利生菜施用不同量生物菌肥处理比不施用任
何肥料和常规施肥增产。吕爱英等[7]发现施用生物
菌肥可降低辣椒的氮肥和磷肥用量，并增加辣椒产
量。严建辉[8]发现施加微生物菌剂对 4 种不同作物
均有增产和增加土壤肥力的作用。蚯蚓发酵液是一
种有机高蛋白肥料，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酶、多肽、
有益活性菌群及生命活性物质等[9]。贾云等[10]研究
发现施用蚯蚓液体肥能促进葡萄生长，显著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有效养分含量，增加土壤微
生物数量，提高酶活性及葡萄产量。范媛媛等[11]发
现施用蚯蚓液体肥，能够促进小麦生长，提高小麦
产量，同时减轻小麦纹枯病和根腐病的发生程度，
有效减少化肥及农药用量。研究表明蚯蚓液体肥、
微生物菌肥与固体化肥相比其利用率明显提高，不
但降低了成本和化肥用量，同时减少对作物和环境
的污染[12-13]。但微生物菌肥与高蛋白肥料蚯蚓液体
肥结合施用对作物生长和土壤肥力的相关研究目前
还鲜有报道。
番茄是宁夏连作障碍明显的主栽蔬菜作物之
一，因此，作者以传统施肥为对照（CK），设置微
生物有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T1）、微生物有
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蚯蚓液体追肥（T2）处
理，系统地研究微生物菌肥与蚯蚓液体肥对设施连
作番茄植株生长、产量和土壤肥力的影响，探究微
生物菌肥和蚯蚓液体肥对土壤肥力的修复效果，以
期为设施连作番茄持续高效生产技术体系的建立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8 年 3 月—7 月在宁夏吴忠孙家滩国
家园区 C15 棚进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为：有机质
20.11 g·kg-1 ， 全 氮 0.336 g·kg-1 ， 速 效 氮 10.92
mg·kg-1，pH 8.18，EC 0.33 ms·cm-1，速效钾 644.15
mg·kg-1，速效磷 45.43 mg·kg-1。选用“卓抗三号”
，
以传统施肥为对照（CK），在传统施肥基础上，设
计微生物有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T1）、微生
物有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蚯蚓液体追肥
（T2）处理，微生物有机底肥与传统底肥一起施用，
微生物菌剂在定植后每隔一个月施用 1 次，连续 3
次，蚯蚓液体肥苗期、开花期各追肥 2 次，第一穗
果核大小时连续追肥 7 次，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小
区面积 17.5 m2，随机区组排列，所有处理统一水分
管理。传统施肥为牛粪每亩 5 方，二铵每亩 40 kg
（N:P2O5:K=16:46:0）
，复混肥每亩（N:P:K=15:15:15）
40 kg；微生物有机固体肥每亩 140 kg，微生物菌剂
每亩 4 L，蚯蚓液体肥每亩 150 kg。微生物有机固
体肥、微生物菌剂由木美土里公司提供，其中微生
物有机固体肥 N+P2O5+K2O≥6%，有机质≥20%，
有效活数菌 5 000 万个·g-1；微生物液体菌剂含 ETS
菌群 2 亿个·g-1。蚯蚓液体肥由宁夏万辉生物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其 pH 4.93，有机质 12.45 g·kg-1，
腐植酸≥40%，N+P2O5+K2O≥6.5，有效活菌数为 2
亿·g-1。
1.2 样品的采集
定植缓苗后，每个处理取 10 株代表植株，每隔
2 周测 1 次植株长势，记录株高、叶片数，共进行 5
次。采收期记录不同处理小区番茄产量，按照小区
面积折合成亩产；拉秧期取植株测定生物量；取 0～
20 cm 盛果期土壤，风干后过 1 mm 筛，用于测定土
壤化学指标。
1.3 样品的测定方法
pH 采用酸度计测定(土质量与水体积比，m:v =
1:5），电导率采用电导法测定，全氮含量采用半微
量凯氏定氮法，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氧化
法，速效氮含量采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速效磷含
量采用 0.5 mol·L-1 NaHCO3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
定，速效钾含量采用 1 mol·L-1NH4AC 浸提-火焰光
度法测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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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分析
釆用 Excel 2010 和 SPSS17.0 软件，利用 LSD
方法在 P﹤0.05 水平进行单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
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利用相关性分析，对各指
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前人研究结果[15-19]：有机
质、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呈“S”型隶属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简化为 f(x):
1 x  x 2

f ( x)   x
 x 2 x  x 2
pH 呈如下 F(x)抛物线型隶属函数：
0.9( x  x 3) /( x 4  x 3)  0.1

1.0

F ( x)  
1) /( x 2  x1)  0.1
0
.
9
(

x
x


0.1

x3  x  x4
x 2  x  x3
x1  x  x 2
x  x1 or x  x 4

“S” 物型隶属函数的转折点(x2 )分别为 30(有
机质)、2.5(全氮)、200(速效氮)、30(速效磷)和 120(速
效钾)。隶属函数中，pH 值转折点分别为 4.5(x1)、
6.5(x2)、7.5(x3)和 8.0(x4 )。所有隶属函数中，x 为某
项指标实测值，据此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
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即将参评指标进行

因子分析得出各评价指标的公因子方差，计算各指
标公因子方差占公因子方差总和的比例即为各评价
指标的权重。
根据加乘法则，对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和隶属度
值采用乘法进行合成，计算综合土壤肥力指数(soil
fertility index，SFI)[20]，SFI 取值为 0 ~ 1 之间，其
值越高，表明土壤肥力越好。计算公式如下：
n

SFI  WiPi
i 1

式中：W i 和 P i 分别为第 i 项评价指标权重和隶
属度值；n 为评价指标个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设施番茄植株生长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与相对传统施肥 CK 和添加
蚯蚓液体肥的 T2 处理相比，添加微生物菌肥的 T1
处理株高相对生长速率分别增加了 3.77%和 4.46%
（P＜0.05），且 T2 与 CK 间无显著差异；与传统施
肥 CK 相比，添加微生物菌肥和蚯蚓液体肥的 T1、
T2 处理的叶片数相对生长速率分别增加了 5.14%和
3.12%（P＜0.05）。

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下同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处理对植株长势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plant growth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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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处理对植株生物量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plant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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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处理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Figure 3 Soil comprehensive fertility index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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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处理果实产量
Fruit yield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 1 不同处理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oil nutrient contents
全氮
速效氮
速效钾
速效磷
pH
/g·kg-1
/mg·kg-1
/mg·kg-1
/mg·kg-1
Total N
Available N
Available K
Available P
0.52±0.06b 17.27±0.92a 451.17±16.77b 31.97±1.67a 7.74 ±0.03a

EC
/ms·cm-1

碳氮比
C/N

0.44±0.02b

22.79±2.45a

CK

有机质
/g·kg-1
Organic matter
20.50 ±1.16b

T1

25.10±1.37a

0.72±0.02a

10.74±0.91a

567.45±39.67a

28.68± 1.86a

7.50±0.09b

0.62±0.11b

20.28±0.70a

T2

24.13±1.30ab

0.59±0.01ab

16.29±4.54a

604.67±6.15a

27.57 ±0.76a

7.53± 0.00b

0.93±0.04a

23.92±1.70a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0.05)

AP, Available P; OM, Organic matter; AK, Available K; TN, Total N; AN, Available N; DWBG, Dry weight belowground;
FWBG, Fresh weight belowground; DWAG, Dry weight aboveground; FWAG, Fresh weight aboveground; PHRGR, Plant-height
relative growth rate; RGLN, Relative growth rate of leaf number
图中“ns”表示无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上相关，“**”，在 0.01 水平上相关
“ns” indicates non-significant relevant; “*” indicates significant relevant at the 0.05 level; “**” indicates significant relevant at
the 0.01 level
图 5 产量与各指标之间相关性分析
Figur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yield and various indicators

2.2 不同处理对设施番茄植株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相对传统施肥 CK，添加微
生物菌肥的 T1 处理增加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干
重，分别提高了 17.06%和 35.19%，植株总生物量

干重增加了 18.10%（P＜0.05）；与 CK 相比，微生
物菌肥+蚯蚓液体肥的 T2 处理提高了植株总生物
量，为 14.65%（P＜0.05）
；T1 地下部生物量干重
显著高于 T2，但地上部生物量干重与总生物量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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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显著差异。
2.3 不同处理对设施番茄土壤养分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相对 CK，添加微生物菌肥和
蚯蚓液体肥的 T1、T2 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速效钾含
量，
分别提高了 25.77%和 34.02%，
显著降低土壤 pH，
下降率为 3.02%和 2.63%（P＜0.05）
；相对 CK，仅
添加微生物菌肥 T1 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全
氮含量，分别提高了 37.57%和 22.44%（P＜0.05）
；
与 CK 相比，微生物菌肥+蚯蚓液体肥 T2 处理显著
增加土壤 EC 值，增加了 113.92%（P＜0.05）
；T2 的
EC 显著高于 T1，但其他土壤养分间无显著差异。
2.4 不同处理对设施番茄肥力指标和产量的影响
由图 3 看出，添加微生物菌肥的 T1 处理的综
合肥力指数 SFI 显著高于传统施肥的 CK 和添加蚯
蚓液体肥的 T2 处理，分别提高了 11.21%和 19.03%
（P＜0.05）。与 CK 和 T2 处理相比，仅添加微生物
菌肥的 T1 处理的果实产量分别提高了 8.37%和
19.90%（P＜0.05）
，CK 与 T2 处理综合肥力和产量
均无显著差异（图 4）。
2.5 SFI 和产量与各指标之间相关性分析
通过（图 5）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SFI、有
机质、速效钾、全氮、地下部干重、地下部鲜重、
地上部干重、地上部鲜重、株高相对生长速率、叶
片数相对生长速率对产量呈正贡献，EC、pH、速效
磷、速效氮对产量呈负贡献，其中产量与综合肥力
指数、地下部鲜重和地下部干重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全氮呈显著性正相关，与速效氮呈极显著负相关，
与其他指标之间显著性不明显。

3

讨论与结论

本试验研究表明，相对传统施肥 CK，添加微
生物菌肥的 T1 处理显著增加了株高和叶片相对生
长速率，地上地下生物量、总生物量、产量、土壤
有机质、全氮以及速效钾的含量，同时降低了土壤
pH 值，且土壤肥力指数为 T1>CK>T2；T1 处理土
壤肥料指数 SFI 显著高于传统施肥 CK 和添加蚯蚓
液体肥的 T2 处理，表明添加微生物菌肥可显著增
加土壤肥力。大量研究表明添加微生物菌肥能够提
高产量，促进生长[20-23]，因为微生物菌肥中含有大
量的有益微生物，微生物在土壤中大量繁殖产生的
糖类物质与植物粘液及矿物胚体等结合在一起，能
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并分解有机物质和矿物质，
释放出营养元素，同时形成腐殖质，能够提高土壤
肥力，促进了根系向上的水分和养分运输，形成一
个良好的系统，从而促进地上和地下部的生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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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量[24-26]。
本试验结果还表明，相对传统施肥 CK，添加
蚯蚓液体肥 T2 处理能显著增加叶片数相对生长速
率、植株总生物量、土壤速效钾的含量、EC 值，同
时降低了土壤 pH 值。贾云等[10]研究表明蚯蚓液体
肥的施用对改良土壤及促进作物生长有一定的作用，
这与本研究的部分结果一致；范媛媛[11]和张燕[13]等发
现添加蚯蚓液体肥对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产量均有
一定效果，但本试验研究发现添加蚯蚓液体肥后，
对植株长势和产量并无明显的增加效果，肥力指数
也并未提高，可能是因为微生物菌肥中含有的枯草
芽孢杆菌等菌株与蚯蚓液体肥中的某些细菌素、抗
生素、某些抗菌蛋白等发生了拮抗反应[27-28]，具体
原因还需进一步探索。
通过产量和各因子之间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SFI、有机质、速效钾、全氮、地下部干重、地上部
干重、株高和叶片相对生长速率对产量呈正贡献，
其中产量与综合肥力指数和地下部干鲜重呈极显著
相关，与全氮呈显著性相关，说明土壤肥力、地下
生物量和全氮是影响产量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也
表明，土壤肥力、地下生物量和全氮是影响作物产
量的重要指标[25]，这与本试验研究结果一致。本试
验中，EC、pH、速效磷和速效氮对产量呈负贡献，
表明 EC 和 pH 过高，土壤中氮素和磷素累积，影响
了植株吸收养分和生长，降低了产量。总之，相对
CK，微生物有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蚯蚓液体
追肥的 T2 处理显著促进植株总生物量和地上生物
量的增加，并促进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增加。微生物
有机固体肥+微生物菌剂灌根对促进番茄植株生长
和增加土壤肥力效果最佳，同时 T1 处理相对 CK 施
肥成本每亩增加了 288 元，产量提高了 18.37%，适
用于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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