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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对夏玉米生长发育和土壤肥力的影响
任俊美
项城市农业农村局
DOI:10.12238/as.v4i1.1983
[摘 要] 本文利用实地研究的方式,对有机肥在夏玉米生长发育和土壤肥力的影响展开分析阐述,找出
其中的优劣势,并加以改进,以期提高玉米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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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rganic Fertilizer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Soil Fertilizer of Summer Corn
Junmei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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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field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nd
soil fertilizer, to find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improve them, so as to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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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立的试验田为研究对象。该地的土壤土

设置了6个区组。组1施加常规复合肥,

我国制定了10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

质以黄潮土为主。土壤肥力属于中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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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在600kg·hm ；组2施加生物有机

平。土壤中有机质、氮、磷、钾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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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和复合肥,用量为40kg·hm ；组3的

在该目标中,玉米需增长的产量达到一
半以上。但据实际考察,可应用在农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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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分别为：有机质17.7g·kg ,速效

生物有机肥和复合肥的用量控制在

植中的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在有限土地

氮含量58.12mg·kg ,速效磷约在18.7

-2
-2
60kg·hm ；组4的灭菌基质40kg·hm ,

资源下,要想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就有必

1mg·kg-1速效钾为93.72mg·kg-1。土壤

复合肥减施40kg·hm-2；组5灭菌基质和

要优化单产水平。近年,单产产量均是依

整体酸碱值在7.2左右。选取本块试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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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减施量调整到60kg·hm ；组6直

靠肥料的使用实现的,化肥用量的增加,

可代表整个试验田地块特征。另外,从数

接空白。每组处理工序反复3次。前五组

虽然增大了玉米产量,但也使得土壤肥

据了解到,该地块原本栽植农作物以小

在肥料施加中,将肥料作为底肥,一次性

力下降,土壤板结、盐碱化现象增多,对

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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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入,在拔节期再追加300kg·hm 尿素。

本来紧缺的耕地资源带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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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试验肥料与品种

在土壤施肥处理完成后,于6月初期阶段

如今,生物有机肥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次试验选取的肥料是中盐安徽红

开展玉米种子播种工作。本次选取播种

生物有机肥中含有的营养元素较多,可

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红四方有

试验地的面积在36m 左右,呈长方形,长

促进玉米作物的生长,达到增加产量的

机肥,肥料中有机质含量在40%以上,有

10m,宽3.6m,每株间距控制在60*30cm。

目的。同时,生物有机肥是在生物技术基

效活菌数可达到每克0.5亿左右。另外,

播种前会按照要求开挖种穴,每个穴洞

础上研制的新型肥料,适量使用不仅不

在肥料选择上,还配备常规复合肥,肥料

放置3粒种子。在三叶期内进行间苗,拔

会对土壤结构带来破坏,还有滋润土壤、

中氮：P205,K20=26:8:6,主要成分尿素的

节期追加尿素肥料。在玉米生长的整个

改良土壤结构的作用。对夏玉米种植起

占比在46%以上,硫元素含量占总含量的

过程中,人工除草次数在3次左右。通过

到显著作用。下文就通过实践研究的方

6.5%以上,锌元素在1%以上,肥料中还含

上述处理,9月中期即可收获第一批玉

式,对有机肥的应用和影响效果实行科

有少量的硼元素,约在总量的0.03%左

米。需要注意的是,本次研究不会喷洒任

学分析。

右。普通肥料是在市场直接购买的。本

何农药,其他管理工作完全按照规范标

次栽种的玉米品种是郑单958。

准要求落实。

2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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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试验地实况

2.3试验设计与管理

2.4方法

本次研究以项城市丁集镇田寨村建

本次试验研究以随机排列的方式共

一是农艺性状。植株开花后,要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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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试验田内标记处通风植株高度的10株

升,倒伏、大斑病等威胁逐渐减弱。

玉米植株,测量和记录其高度、叶片颜

3.2不同处理间夏玉米产量方差

色、茎直径,并与规范标准要求对比,查

对比分析可知,F区组=3.15＜F0.05,

4 讨论
在本文研究中,以小组对比方式,对
有机肥和常规肥的施加效果展开分析。

看整体长势。在现有要求中,玉米植株高

说明常规肥料区、有机肥料区和空白区

施加有机肥后,玉米作物的农艺性状、土

度要与雄穗顶端高于平齐；茎直径呈现

三组间的非处理因素存在一致性,这说

壤肥力均得到改善,这足以说明,有机肥

一侧扁圆一侧粗壮效果,叶色借助目测

明区组间土壤肥力均保持在同一水平线

中含有的微生物适合玉米作物生长,并

法进行分析。空杆率、倒伏率和大斑病

上。F处理=69.54＞F0.01,则说明6个组

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供应,避免倒伏、

以整个小区记载,以占整个小区总株数

间产量平均数存在明显差异,可利用显

空杆、病虫害等问题的影响。对比分析

的百分比计算。玉米成熟后及时收获,

著性测定方式来确定最终产量。

中了解到,使用有机肥后,玉米增产达到

以整个小区的实收计产。
二是土壤农化形状。在种植作业前,
采集混合土样,种植过程中,取每组土样,

3.3施肥对夏玉米产量的影响

44%左右,远远高于常规施肥效果。同时,

有机肥施加后,玉米产量明显提高。

在有机肥施加后,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

产量对比结果为：组2产量位列第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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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提升,有助于玉米植株的健康生

对选取样品实行有机质、氮、磷、钾、

到6628.17kg·hm ；第二位的是组1,产

长,增强土壤活力。本次试验将现有专家

酸碱值的检测,记录后对比分析,了解土

量相差不大；之后依次是组3、组4、组5、

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逐一验证,如有

壤农化形状。

组6；其中组4的产量与组1和组3相比没

机肥可提高土壤中养分含量,并以具体

有明显差异,但与后两组产量相差较大,

数据展示的方式,将其中各元素的变动

增产率达到44%以上。

情况体现出来,为玉米种植研究带来更

三是数据处理。运用SPSS.20实行方
差分析,以电子表格形式进行数据处理
和作图。

3 结果与分析
3.1有机肥对夏玉米农艺性状及抗
病性的影响

3.4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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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处理后土壤中养分含量也

状况及生存时间等的研究上,还略显不

发生了不同变化。从有机质含量来看,

足,有必要加大探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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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含量较常规施肥和空白对照明显提高

推广力度,以提高我国粮食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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