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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内江地理标志产品田家紫皮大蒜产量，改善土壤结构，开展了不同播种方式、化肥减

量和增施有机肥、大蒜分级消毒处理等多种栽培试验，以研究不同栽培方式对大蒜产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采用浅宽沟撒播和条播的方式有助于增产，其中以浅宽沟撒播并覆盖稻草效果最好，大蒜667 m2增

产达到35.4%；在传统穴播方式下，减施化肥和增施有机肥可以保证大蒜产量与CK相一致，采用浅宽

沟撒播大蒜产量则可以显著增加19.7%；大蒜消毒分级处理并配合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产量可以显著

提高22.5%以上，其中浅宽沟撒播增产效果最显著，达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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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Tianjia purple garlic,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in 
Neijiang, and improve the soil structure, a variety of experiments of cultivation methods were carried out, 
including different planting methods,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and organic fertilizer increasing, and 
garlic grading disinfection treatmen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s on yield of garli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s of shallow and wide furrow sowing and drill sowing were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garlic, among which the effect of shallow and wide furrow sowing with covering straw 
was the best with an increase yield of 35.4% per 667 m2. By reduc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increasing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the yield of garlic could be guaranteed consistent with 
CK under the traditional hill-drop sowing method, while the yield of garlic could be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by 19.7% by using shallow and wide furrow sowing. Garlic disinfection and grading treatment,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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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fertilizer reduction and organic fertilizer increasing application, could signifi cantly increase yield of garlic by 
more than 22.5%. The effect of shallow and wide furrow sowing was the most signifi cant, which reached 26.8%.

Keywords: Tianjia purple garlic; cultivation mode; yield

大蒜（Allium sativum L.），属百合科葱属2
年生草本植物，以蒜苗、蒜薹、蒜头作为主要产

品，在我国已有2 000多年的栽培历史 [1-2]。现代

研究发现，大蒜具有抗菌消炎、降血压、降胆固

醇、抗氧化、调节机体免疫力等保健功效 [3]，是

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蔬菜[4]及调味品[5]，市

场需求量巨大 [6]。我国是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最

多的国家，山东、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种

植，其中四川大蒜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4万hm2左

右[7]。

田家紫皮大蒜是四川省内江市具有内江特色

的“地理标志产品”之一，据《田家镇志》记

载，当地已经有近300年的种植历史，大蒜种植

面积最大达到过1 200 hm2。田家紫皮大蒜属于不

抽薹“狗牙蒜”，蒜瓣多且大小不一，但种植过

程中缺乏对蒜瓣的分级处理，栽培方式以穴播为

主，常年大量施用化肥，土壤逐渐板结，导致大

蒜产量不高，影响种植效益；因此，本研究通过

开展不同栽培方式、不同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方

式、大蒜分级消毒等3种栽培方式，研究对田家

紫皮大蒜产量的影响，从而为提高田家紫皮大蒜

产量，改善土壤结构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内江市“地理标志产品”田家紫

皮大蒜，相关大蒜性状详见表1。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进行，前茬作

物为玉米，菜园土，肥力中等。每个处理设

置3个重复，每个小区面积20 m 2，田间小区采

用 随机区组排列，播种 方 式 ： 条 播 株 行 距 为

10  cm×18 cm；穴播株行距20 cm×20 cm，每穴

撒5～8粒蒜瓣；浅宽沟撒播，开沟30 cm，株行

距10 cm×15 cm。

分别设置不同播种方式对大蒜产量的影响试

验；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对大蒜产量的影响试

验；大蒜消毒分级对大蒜产量的影响试验，具体

处理见表2，蒜种统一挑选大小均匀一致的蒜瓣

作种。大蒜统一于2019年10月7日播种，并按照

试验设计的施肥管理方式进行。

1.3 项目测定

大蒜的形态特征测定方法参考国家农作物种

质资源平台的描述标准[8]。于1月20日，测定大蒜

地上部形态特征；4月10日收获大蒜，并测定大

蒜蒜头产量。

1.4 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采用E x c e l  2 0 1 6，使用S P S S 
vers ion 22.0（IBM Corpora t ion）软件，采用

LSD方法（P＜0.05）对数据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播种方式对田家紫皮大蒜形态特征及产

量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采取BZ01、BZ02、BZ03
播种方式的大蒜株高分别比CK显著提高14.0%、

10.7%、16.9%，大蒜株幅分别比C K显著提高

21.7%、36.0%、27.7%。叶长、叶宽、单株叶片

数、假茎高、假茎粗各处理与C K无显著差异。

采取BZ02播种方式的大蒜产量最高，比CK显著

提高35.4%，BZ01次之，比CK显著提高31.5%，

BZ03的播种方式比CK显著提高10.1%，表明浅宽

表1 田家紫皮大蒜相关性状

品种 株型
叶片挺

直度
叶色 抽薹性 鳞茎形状 鳞茎皮色 鳞芽排列 鳞芽整齐度 鳞芽保护叶色 鳞芽肉色

田家紫皮大蒜 直立 挺直 深绿 不抽薹 近球形 紫红 不规则 不整齐 浅红 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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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撒播并覆盖稻草的播种方式对大蒜增产效果最

佳。

2.2 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对田家紫皮大蒜形态特

征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4可知，减施化肥增施有机肥的YJ01、
YJ02、YJ03、YJ04处理大蒜株幅分别比CK显著

提高38.5%、14.1%、32.7%、19.1%，而株高、

叶长、叶宽、单株叶片数、假茎高、假茎粗与CK
均无显著差异。667 m2产量以YJ04处理最高，较

CK显著提高19.7%，其次是YJ01处理，较CK显

著提高7.1%。YJ04大蒜667 m2产量比YJ01显著增高

11.8%，表明采用大麻袋微生物菌剂处理的增产效

果好于昆腾微生物菌剂的处理效果。而YJ02和YJ03
处理与C K均无显著差异，表明在相同穴播方式

下，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对大蒜产量无显著影响。

2.3 大蒜分级消毒及播种方式对田家紫皮大蒜形

态特征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5可知，在相同穴播方式下，化肥减量

表2 不同栽培方式对大蒜产量的影响试验设计

栽培方式 处理 种植方法 施肥方法（底肥施入）

不同播种方式 传统种植（CK） 穴播 复合肥3 kg

BZ01 浅宽沟撒播不覆盖 复合肥3 kg

BZ02 浅宽沟撒播稻草覆盖 复合肥3 kg

BZ03 条播不覆盖稻草 复合肥3 kg

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 传统种植（CK） 穴播 复合肥3 kg

YJ01 浅宽沟撒播 昆腾微生物菌剂7.2 kg＋复合肥2.1 kg＋福进门抗重茬

药剂0.9 kg

YJ02 穴播 昆腾微生物菌剂7.2 kg＋复合肥2.1 kg＋福进门抗重茬

药剂0.9 kg

YJ03 穴播 大麻袋微生物菌剂3.6 kg＋复合肥2.1 kg＋福进门抗重

茬药剂0.9 kg

YJ04 浅宽沟撒播 大麻袋微生物菌剂3.6 kg＋复合肥2.1 kg＋福进门抗重

茬药剂0.9 kg

大蒜消毒分级 传统种植（CK） 不消毒不分级穴播 复合肥3 kg

GC01 消毒分级穴播 精甲·咯菌腈浸种消毒20 min＋昆腾微生物菌剂7.2 kg＋
2.1 kg复合肥＋枯草芽孢杆菌60 g＋哈茨木霉菌60 g＋
解淀粉芽孢杆菌60 g

GC02 消毒分级浅宽沟撒播 精甲·咯菌腈浸种消毒20 min＋昆腾微生物菌剂7.2 kg＋
2.1 kg复合肥＋枯草芽孢杆菌60 g＋哈茨木霉菌60 g＋
解淀粉芽孢杆菌60 g

注：复合肥（总养分≥48%，N-P2O5-K2O为16-16-16）；昆腾微生物菌剂（含枯草芽孢杆菌、侧孢芽孢杆菌、放线菌、

拟康氏木霉菌、苏云金杆菌，有效活菌数≥10亿cfu/g，潍坊昆腾农业发展股份公司）；大麻袋微生物菌剂（含枯草芽孢

杆菌、胶质芽孢杆菌、放线菌、哈茨木霉菌、苏云金杆菌，有效活菌数≥10亿cfu/g，潍坊昆腾农业发展股份公司）；福

进门抗重茬药剂（复合微生物菌肥，N＋P2O5＋K2O＝25%，有效活菌数≥5亿cfu/g，有机质≥20.0%，河南省强生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精甲·咯菌腈（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枯草芽孢杆菌（有效菌含量：1亿cfu/g，成都特普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茨木霉菌（有效菌含量：1亿cfu/g，成都特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解淀粉芽孢杆菌

（有效菌数1 000亿cfu/g，北海强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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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01和C K相比，通过大蒜消毒分级处理后，

G C01在大蒜的株高、株幅、叶宽、假茎高、假

茎粗等形态指标上分别比C K显著提高19.3%、

35.3%、13.6%、19.4%、14.3%，其大蒜667 m2产

量比CK显著增加22.5%，表明大蒜消毒分级处理

对于田家紫皮大蒜具有增产效果。GC02与GC01
相比，改变播种方式后，GC02比GC01显著增产

3.6%，表明在大蒜消毒分级处理后浅宽沟播种对

大蒜的增产效果依然好于传统穴播处理。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开展不同播种方式、化肥减量增

施有机肥、大蒜消毒分级处理等多种栽培措施，

详细比较各种栽培方式对田家紫皮大蒜产量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多种栽培方式的试验结

果，采用大麻袋微生物菌肥＋复合肥＋福进门抗

重茬肥的组合为底肥，对大蒜进行分级消毒处理

后，使用浅宽沟撒播并覆盖稻草的栽培方式，可

以显著提高田家紫皮大蒜产量25%以上。

采用浅宽沟撒播和条播的方式均有助于大蒜

增产，其中以浅宽沟撒播覆盖稻草效果最好，这

主要是因为浅宽沟撒播在保证大蒜地上部和地下

部生长空间的基础上，增大了大蒜种植密度，同

时稻草覆盖可以达到土壤保湿和防草的效果，稻

草在大蒜生长期逐渐腐解，增加了土壤中N、P、
K、C的含量[9]，补充了大蒜对养分的需求；化肥

减施增施有机肥，在不改变播种方式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大蒜产量与CK相一致，这与周红梅等[10]

的研究相似；大蒜消毒分级处理可以显著提高大

蒜产量，这与王海平等[11]研究的大蒜鳞茎质量、

鳞茎直径、鳞茎高和鳞芽数是影响大蒜产量的主

要因子相一致，而田家紫皮大蒜属于鳞芽排列不

规则且不整齐的“狗牙蒜”，因此极有必要开展

大蒜分级播种，以提高大蒜产量。

本研究为提高田家紫皮大蒜产量和栽培技术提

供了新的参考，但相关的大蒜生产资料投入和劳动

成本投入与大蒜产出效益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以期找到最佳性价比的栽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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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播种方式对田家紫皮大蒜形态特征及产量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株幅/cm 叶长/cm 叶宽/cm 单株叶片数/片 假茎高/cm 假茎粗/cm
667 m2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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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02 76.7a 54.0a 57.0 2.4 10 24.7 1.5 680.9a

BZ03 81.0a 50.7a 56.0 2.5 11 26.3 1.7 55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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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对田家紫皮大蒜形态特征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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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01 71.0 55.0a 54.3 2.2 10 25.0 1.4 68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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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人员提出解决畜禽粪污沼液还田利用新观点

2021年3月，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畜禽粪污能源化利用与污染控制团队在《全球变化生物学生物

能源（Global Change Biology Bioenergy）》在线刊发题为“Managing liquid digestate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biogas industry in China: Maximizing biogas-linked agro-ecosystem balance”的评述文章，系统综述了近年来我

国畜禽粪污沼液资源利用的研究进展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以沼气技术为纽带的农业生态系统平衡来解

决沼液问题的观点。

据文章内容，沼气技术是我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我国以处理畜禽粪污为

主的沼气技术发展迅速，但是沼液的处理利用问题正成为限制沼气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沼液还田是沼

液处置的主要手段，种植业与畜禽养殖业集约化水平不匹配造成的种养结合不畅是沼液问题产生的根本，

构建以沼气技术为纽带的农业生态系统平衡是其解决之道。

该研究从畜禽养殖模式、粪污处理技术、沼液运输模式和沼液高值利用技术4个层面对如何构建以沼气

技术为纽带的农业生态系统平衡进行了分析。在养殖模式上，通过“公司＋代养”模式来降低新建畜禽养

殖场的规模并将其分散，实现以种定养。在沼液处理技术上，通过固液分离、浓稀分流等技术延长沼液的

运输距离以扩大平衡范围。在沼液运输模式上，通过专业的第三方对车辆、管道运输等进行高效的管理以

降低成本；但是，开发高附加值沼液利用技术，如沼液浓缩制肥、微藻养殖和水培蔬菜等，并将其推向市

场才是未来沼液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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