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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与污泥堆肥混合基质的性质及其对黑麦草无土草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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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污泥堆肥基质透气性差、过于紧实等问题，采用树皮堆肥作为调节材料，以不同比例与污泥堆肥进行
混合，通过小区试验研究其对黑麦草草坪性状的影响，同时探讨不同树皮堆肥添加量对污泥堆肥基质理化性状的影
响。结果表明：黑麦草的出苗率、株高、生长速度、分蘖数以及根系活力均为添加 50%树皮堆肥条件下最高，与纯
污泥堆肥相比，分别提高了 10%、52.5%、31%、61.9%和 53.9%；添加树皮堆肥条件下，混合基质的总孔隙度、通
气孔隙度、渗透系数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2.7%~9.1%、2.17~4.40 倍和 1.84~5.1 倍，且随树皮堆肥添加量增多而增大，
而混合基质的容重、持水孔隙度、水气比、电导率和养分含量则随树皮堆肥添加比例升高而降低。综合分析表明，
添加树皮堆肥能够显著影响污泥堆肥基质的理化性状，其中树皮堆肥添加比例为 50%的混合基质对黑麦草根系及地
上部生长等性状的效果最佳，可作为黑麦草无土草坪的理想栽培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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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 of the Media Mixed with Bark and Sewage Sludge and
Its Effects on Soil-less Lawn of Rye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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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s compaction and poor permeability,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 on ryegrass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the bark compost as the adjust material and fixing the
different amount of bark compost with sewage sludge compost, and explore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bark compost amount to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ewage slud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mergence rate, plant height, growth rate,
number of tillers and root activity of ryegrass increased by 10%, 52.5%, 31%, 61.9% and 53.9% which were grown at the
mixture of 50% bark compost and 50% sewage sludge compost when compared to pure sewage sludge compost. The total
porosity, aeration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were increased by 2.7%~9.1%, 2.17~4.40 times and 1.84~5.1 times in
adding bark compost than that of pure sewage sludge compost respectively, while the bulk density, water holding porosity,
WAP/AP, EC and nutrient content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bark compost. The to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dding bark compost could affec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 significantly,
and the addition amount of 50% bark compost has the best effect on ryegrass roots and aerial growth, and it could be ryegrass
soil-less lawn’s ideal growing media.
Keywords: Sewage sludge compost; bark compost;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Lolium perenne L.; growing media

无土草坪是无土栽培技术应用于草坪培育的创新，其种植不以天然土为原料，而是在隔离层上
利用栽培基质播种草种或者草茎所形成的草坪[1]。无土草坪的固体栽培基质很多，总体上分为有机
基质和无机基质两类，有机基质（草炭、锯末、农作物秸秆、树皮、畜禽粪便等）具有生物活性及
团聚作用，有较强的缓冲能力和持水能力，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无机基质（蛭石、石砾、珍珠岩、
岩棉、砂、陶粒、炉渣等）通常阳离子交换量较低，蓄肥能力相对较差，但来源广泛，能长期使用。
污泥是由污水处理过程中得到的固体有机物质，是一种能够有效利用的富含有机质的城市产生
[2]
物 。经过高温好氧堆肥处理后没有明显的臭味，挥发性成分减少，病原菌和寄生虫卵几乎被杀死，
重金属得到固化和钝化[3,4]，形成了有利于养分转变为植物易于吸收形态的类似腐殖质的产物，可被
植物利用的营养成分增加。但污泥堆肥本身存在颗粒较细、过于紧实、透气不良、吸水易粘稠、盐
分含量高等缺点，过高的盐分会破坏养分之间的平衡，抑制种子发芽和植物吸收，甚至对根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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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伤害。目前解决污泥堆肥此类问题大多采用工农业废弃物与污泥堆肥混合配制复混基质的方法
[5]
，有效地改善了污泥堆肥的理化性状。因此，选择能够循环利用、就地取材，不污染环境、栽培
效果好的配选料是污泥堆肥混合基质草坪利用的发展方向。
树皮经堆肥化处理后具有颗粒大、渗透性强、抗分解、支持作用强等优点，在基质的物理性状
改善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6]，它既不妨碍水分向下渗透，也不阻碍基质内水分蒸发[7]，同时还能抑制
杂草蔓延，在容器栽培中被广泛应用。目前还未见利用发酵树皮改善污泥堆肥性状应用于无土草坪
上的报道，鉴于此，本文以树皮堆肥作为污泥堆肥透气性调节材料，研究不同树皮比例对污泥堆肥
理化性状及黑麦草生长的影响，以期筛选出使黑麦草长势较好的树皮与污泥堆肥配比，为污泥的有
效利用以及无土草坪的生产提供参考。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资环试验基地，海拔 150 m，地理位置为东经 117 08'，北纬 36
11'，属温带大陆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13 ℃，极端最高气温 42.1 ℃，极端最低气温-20.7 ℃，
年降水量 600~700 mm，其降水多集于 7~8 月份，年平均相对湿度 66%，日照时数 2536.2 h。
。

1.2

。

试验材料

污泥堆肥基质：污泥来自泰安市污泥处理厂，采用静态条垛式自然通风堆肥法，将污泥和锯末
按2:1(v/v)的比例充分混合，再加入适量EM菌剂，调节含水量至55%~65%，堆肥前两周每3 d人工翻
堆1次，然后每周翻堆1次，当堆体温度下降至50 ℃时，晾晒，过5 mm筛，装袋供试验用。经测定污
泥堆肥容重值为0.37 g·cm-3，pH值为6.01，电导率值为4.89 ms·cm-1，有机质含量为550.37 g·kg-1，全
氮含量为19.93 g·kg-1，速效磷含量为4.38 g·kg-1，速效钾含量为2.98 g·kg-1，污泥堆肥中重金属全量及
农用标准[8]见表1。
供试树皮堆肥：选用松树皮，由泰安市木材市场提供，过粉碎机（1 cm孔径）粉碎，进行好氧
堆肥腐熟2个月后过5 mm筛，装袋备用。经测定发酵树皮容重值为0.19 g·cm-3，pH值为7.05，电导率
值为0.64 ms·cm-1，总孔隙度为75.9%，通气孔隙度为40.1%，持水孔隙度为35.8%。
供试作物：多年生黑麦草（Lolium perenne L.），品种为爱神特，购自山东艺景园林有限公司。
表 1 污泥堆肥中重金属含量及控制标准
Table 1 Heavy metal content in the sludge compost and control standard(mg·kg-1)
项目 Item
Pb
Cd
Cr
Cu
Zn
22.7
0.4
388.6
201.3
365.7
全量
300
5
600
250
500
控制标准 (pH<6.5)

1.3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6 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3 次，随机排列，各小区面积为 2 m×1 m，小区间设 20 cm
隔离带。试验处理见表 2。于 2015 年 4 月 12 日，将污泥堆肥基质和树皮堆肥根据不同处理分别混
合后铺设在山东农业大学南校区资环试验基地水泥地上，基质铺设厚度为 4.5 cm，铺设前预留部分
基质用于播种后覆盖，喷水湿润基质，播种覆盖，覆盖厚度为 0.5 cm，播种量为 30 g·m-2，之后每天
各处理浇定量清水，不施肥。播种后一周内测定预留的各处理混合基质理化性状；试验开始 30 d 后
取植株鲜样，测定其株高、生物量、叶绿素含量、根系活力等生长与生理指标。
表 2 试验处理设计
Table 2 Design for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编号 ID
试验处理 Experiment treatment
CK
纯污泥堆肥基质
T1
污泥堆肥基质:树皮堆肥=3:1（v/v）
T2
污泥堆肥基质:树皮堆肥=2:1（v/v）
T3
污泥堆肥基质:树皮堆肥=1:1（v/v）
T4
污泥堆肥基质:树皮堆肥=1:2（v/v）
T5
污泥堆肥基质:树皮堆肥=1:3（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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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项目与方法

1.4.1 基质理化性状的测定 重金属元素 Pb、Cd、Cr、Cu、Zn 全量采用 HNO3+HClO4+HF 常压消化
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基质容重按照环刀烘干基质体积法测定；总孔隙度、通气孔隙、持
水孔隙采用饱和重力排水法[9]测定。
基质渗透系数采用定水头法[10]测定：用直径和高度都为5 cm的玻璃管，用透明胶带将玻璃管粘
在一起达到要求的高度，里边放入紧实度一致的基质，根据不同的透水性选择不同基质高度，测定
时保持上部5 cm水头不变，定时测定渗出水量。温度为t(℃)时的渗透系数Kt (mm/min)可用下式计算：
Kt =v×L/ (h+L)
式中 v ——渗透速度，mm/min；h ——水层高度，cm；L——基质高度，cm。
10 ℃的渗透系数：K10=Kt /(0.7+0.03t)。
基质pH、电导率采用饱和浸提法，并用Eutech优特PC700 pH/电导率多参数测量仪(新加坡)测定；
基质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11]；基质全氮采用H2SO4+H2O2消煮法[11]；基质有效磷采用柠檬酸浸
提比色法[12]；基质速效钾采用硝酸浸提火焰光度法。
1.4.2 草坪生长指标的测定及外观质量评价 株高的测定用直尺测定（茎基部到叶尖的距离）；生长
速度根据修剪后与下次修剪前测定的植株高度计算；株数和分蘖数 10 cm×10 cm 样方内人工记数法
测定；成坪时间用从播种到草坪盖度达到 90%所需天数表示；叶绿素采用 SPAD502 叶绿素仪测定，
相对值，无单位；根系活力采用 TTC 法测定。
生物量的测定：在各小区内随机取3个10 cm×10 cm的样方，连同基质一并起出，带回室内清洗，
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分别称量地上部与地下部鲜重，再将地上样方和地下样方放在70 ℃的烘箱
中持续烘干24 h，用0.01电子天平称量并记录，取平均值；根冠比的测定采用干重比。
草坪外观质量评定，采用美国国家草坪评比项目 NTEP 9 分制评分方法,依据评分标准对草坪的
密度、颜色、质地、均匀性进行打分，然后按不同项目分配的权重：颜色 2 分、密度 3 分、质地 2
分、均匀性 2 分，计算各处理草坪的外观质量总分[13]。
1.5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03 和 SA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Excel 2003 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树皮堆肥添加比例对污泥堆肥基质物理性状的影响
表 3 不同处理基质的物理性状
Table 3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ubstrate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容重(g·cm-3)

总孔隙度/%

通气孔隙/%

持水孔隙/%

水气比

Treatment Bulk density Total porosity Aeration porosity Holding porosity WAP/AP
0.37 ± 0.01a 67.16 ± 0.09f
7.05 ± 0.02f
60.11 ± 0.07a 8.53 ± 0.02a
CK

10 ℃渗透系数/(mm·min-1)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41.04 ± 0.04f

T1

0.34 ± 0.00b 68.99 ± 0.20e

15.29 ± 0.20e

53.70 ± 0.07b

3.51 ± 0.05b

75.57 ± 0.22e

T2

0.32 ± 0.00c 69.51 ± 0.14d

20.39 ± 0.31d

49.12 ± 0.20c

2.41 ± 0.05c

109.79 ± 0.24d

T3

0.30 ± 0.01d 71.53 ± 0.09c

23.86 ± 0.14c

47.67 ± 0.16d

2.00 ± 0.02d

142.19 ± 0.27c

T4

0.26 ± 0.00e 72.48 ± 0.23b

27.78 ± 0.13b

44.70 ± 0.34e

1.61 ± 0.02e

177.02 ± 0.36b

T5

0.22 ± 0.01f

31.00 ± 0.12a

42.29 ± 0.21f

1.36 ± 0.01f

209.37 ± 0.30a

73.29 ± 0.19a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如表 3 所示，添加树皮堆肥后，各处理的容重值均显著低于 CK（P<0.05），且随树皮堆肥添加
量的增多呈减小趋势，T1、T2、T3、T4、T5 与对照（0.37g·cm-3）相比分别降低了 8.1%、13.5%、
18.9%、27.0%、35.1%；各处理的总孔隙度和通气孔隙度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T1、T2、T3、
T4、T5 的通气孔隙度分别为 CK（7.05%）的 2.17、2.89、3.38、3.94、4.40 倍；持水孔隙度和水气
比均为 CK>T1>T2>T3>T4>T5，处理间差异显著。
从表 3 中还可看出，添加树皮堆肥后各处理的渗透系数比对照增加量在 34.53~168.33 mm·m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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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各处理渗透系数依次是：T5>T4>T3>T2>T1，分别是 CK（41.04 mm·min-1）的 5.10、4.31、3.46、
2.68、1.84 倍，这可能是由于孔隙特性是影响基质渗透性能的最重要因素，添加树皮堆肥改变了污
泥堆肥基质的孔隙特性，通气孔隙越大、数量越多，相应地渗透速率就越快。
2.2

树皮堆肥添加比例对污泥堆肥基质化学性状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各处理的 pH 值均在 6.0~7.0 这个适宜草坪生长的范围内，添加树皮堆肥处理的 pH
值虽有所升高且呈正相关，但 T4 和 T3、T5 之间差异不显著，其余处理间差异显著。随着树皮堆肥
添加量的增多，混合基质的 EC 值显著降低，T1、T2、T3、T4、T5 和对照（4360 μS·cm-1）相比分
别降低了 19.04%、33.72%、48%、64.45%、75.83%，说明添加树皮堆肥显著降低了混合基质的可溶
性盐含量，大大降低了其发生盐害的可能。各处理的有机质含量随树皮堆肥用量的增加而升高，差
异显著；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养分均随树皮堆肥用量的增加而降低，T5 处理的全氮、速效磷、速
效钾含量均最低，比对照分别降低了 28.65%、54.9%、37.25%，但 T2 处理的全氮含量与 T1、T3 处
理之间差异不显著，T2 处理的速效磷含量与 T1 处理无显著差异，T1 与 CK、T2 与 T3 处理的速效
钾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
表 4 不同处理基质的化学性状
Table 4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ubstrat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电导率/(μS·cm-1) 有机质/(g·kg-1)

pH

EC
4360 ± 11.55a

全氮/(g·kg-1)

速效磷/(g·kg-1)

速效钾/(g·kg-1)

Organic matter
550.37 ± 4.77f

Total N
19.93 ± 0.16a

Available P
4.39 ± 0.12a

Available K
2.98 ± 0.02a

CK

6.01 ± 0.03e

T1

6.18 ± 0.04d

3530 ± 5.77b

605.34 ± 3.53e

18.05 ± 0.09b

3.65 ± 0.03b

2.85 ± 0.07a

T2

6.33 ± 0.03c

2890 ± 11.55c

676.08 ± 3.84d

17.61±0.10bc

3.49 ± 0.05b

2.60 ± 0.01b

T3

6.57 ± 0.08b

2267 ± 3.33d

748.75 ± 4.38c

17.36 ± 0.06c

3.13 ± 0.08c

2.48 ± 0.05b

T4

6.69± 0.05ab

1550 ± 5.77e

820.33 ± 3.59b

15.93 ± 0.24d

2.57 ± 0.08d

2.08 ± 0.04c

T5

6.80 ± 0.02a

1054 ± 2.89f

899.17 ± 1.65a

14.22 ± 0.26e

1.98 ± 0.06e

1.87 ± 0.04d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2.3

树皮堆肥与污泥堆肥不同配比基质对黑麦草草坪的影响

2.3.1 树皮堆肥与污泥堆肥不同配比基质对黑麦草草坪出苗率的影响 出苗率是反映播种期基质性状
的主要指标。由图 1 可知，各处理的出苗率随树皮堆肥用量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不同处理
的出苗率依次为：T3>T4>T2>T1>T5>CK，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用适量树皮堆肥改良后
的基质对于提高草坪出苗率有促进作用，施用树皮堆肥比例在 50%时黑麦草出苗率达到峰值，出苗
效果最好。

图 1 不同处理对黑麦草草坪出苗率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yegrass lawn emergence rate

2.3.2 树皮堆肥与污泥堆肥不同配比基质对草坪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从表 5 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株
高、生长速度、分蘖数的变化规律一致，均随树皮堆肥用量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添加树皮
堆肥后的处理显著高于对照（P<0.05），说明添加树皮堆肥可以显著提高草坪草生长，但不是混合
基质中树皮堆肥添加量越高，黑麦草生长状况越好，其中 T3 处理的株高、生长速度、株数、分蘖数
均达到最大值，和 CK 相比分别提高了 52.5%、31%、53.4%、61.9%。各处理的成坪时间依次为：
T3<T4<T2<T1<T5<CK，这可能是因为树皮堆肥的添加比例超过体积比 1:1 时会因混合基质养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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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保水性差等原因而限制草坪生长，从而影响了成坪时间。
表 5 不同处理对草坪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Table 5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yegrass lawn growth
处理

生长速度/(cm·week-1) 株数/(Strain·100 cm-2) 分蘖数/(Strain·100 cm-2)

株高/cm

Treatment Plant height

Growth rate

Strain

Density

成坪时间/d
Growing time of turf grass

CK

11.87 ± 0.18e

3.64 ± 0.03f

73 ± 1.76c

63 ± 1.45d

48 ± 0.33a

T1

14.50 ± 0.23c

4.23 ± 0.04d

90 ± 2.65b

82 ± 1.73b

42 ± 0.33cd

T2

16.27 ± 0.23b

4.61 ± 0.04b

105 ± 4.1a

97 ± 4.41a

41 ± 0.33d

T3

18.10 ± 0.17a

4.77 ± 0.06a

112 ± 2.65a

102 ± 2.31a

38 ± 0.33e

T4

15.83 ± 0.15b

4.47 ± 0.02c

94 ± 1.76b

88 ± 1.45b

40 ± 0.33c

T5

13.63 ± 0.15d

4.06 ± 0.05e

80 ± 1.45c

74 ± 2.31c

44 ± 0.33b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2.3.3 树皮堆肥与污泥堆肥不同配比基质对黑麦草生物量与根冠比的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混合基
质中树皮堆肥的不同用量对草坪生物量影响较为显著，随树皮堆肥用量增加，地上部和地下部的干
鲜重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且显著高于对照（P<0.05）。就地上部干重而言，生物量依次为
T3>T2>T4>T1>T5>CK，其中 T4 与 T1、T2 之间，CK 和 T5 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就地下部
干重而言，生物量依次为 T3>T4>T5>T2>T1>CK，其中 T3 和 T4 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他各处理均差
异显著（P<0.05）。根冠比是反映植物地上部和地下部生长协调程度的指标[14]，与基质的透气性密
切相关。从表 6 还可看出，T1~T5 处理的根冠比随树皮堆肥用量增加呈增大的趋势，与对照相比分
别提高了 24.2%、35.5%、33.9%、66.1%和 77.4%。
表 6 不同处理对黑麦草草坪生物量的影响
Table 6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yegrass lawn biomass
处理
Treatment

地上部 Overground part
鲜重/(g·m-2)

干重/(g·m-2)

Fresh weight

Dry weight

地下部 Underground part
鲜重/(g·m-2)

干重/(g·m-2)

Fresh weight

Dry weight

根冠比
Root /shoot ratio

4644.27 ± 15.16e 179.94 ± 7.72d

3272.89 ± 4.26f 111.89 ± 2.76e

0.62 ± 0.01e

T1

5186.99 ± 11.33c 212.10 ± 3.66c

3997.13 ± 4.22e 163.84 ± 4.73d

0.77 ± 0.01d

T2

5293.84 ± 14.07b 232.51 ± 3.34b 4519.92 ± 8.74d 195.60 ± 1.25c

0.84 ± 0.01c

CK

T3

5782.77 ± 6.28a 293.04 ± 15.10a 5497.73 ± 4.04a 242.96 ± 5.71a

0.83 ± 0.02c

T4

5278.76 ± 2.23b

226.9 ± 1.77bc 5001.84 ± 5.81b 232.92 ± 1.27a

1.03 ± 0.01b

T5

4760.24 ± 9.09d

193.48 ± 3.83d 4839.53 ± 3.68c 213.56 ± 2.22b

1.10 ± 0.01a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显著水平。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2.3.4 树皮堆肥与污泥堆肥不同配比基质对草坪黑麦草根系活力的影响 根系活力是反映根系吸收功
能的一项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草坪草对基质水分、养分的吸收，进而影响草坪植株的生长情况[15]。
从图 2 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根系活力依次为：T3>T4>T2>T1>T5>CK，各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
可见，适量树皮堆肥可以增加草坪草根系活力，促进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树皮堆肥施用比例
在 50%时黑麦草根系活力达到峰值，效果最佳。

图 2 不同处理对草坪黑麦草根系活力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yegrass lawn root activity

2.3.5 树皮堆肥与污泥堆肥不同配比基质对黑麦草草坪外观质量的影响 草坪外观质量是评价草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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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重要指标，是草坪生态功能和景观质量的反映。由表 7 可知，添加树皮堆肥处理的草坪外观质
量评分均高于对照（6.5），其中 T3 得分（8.2）最高。说明添加树皮堆肥有助于提高草坪外观质量，
T3 草坪质量极佳，CK 草坪质量良好，T1、T2、T4、T5 草坪均为优质草坪。
表 7 不同处理的黑麦草草坪外观质量评估结果
Table 7 The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appearance quality of ryegrass lawn
处理

密度

颜色

质地

均匀性

总分

Treatment

Density

Color

Quality

Uniformity

Score

CK

6.3 ± 0.05f

6.8 ± 0.07e

7.5 ± 0.00b

5.7 ± 0.02f

6.6 ± 0.04f

T1

7.2 ± 0.04d

7.5 ± 0.05c

7.7 ± 0.03a

7.1 ± 0.02d

7.4 ± 0.01d

T2

7.4 ± 0.01c

7.9 ± 0.06b

7.8 ± 0.04a

8.3 ± 0.05b

7.8 ± 0.03b

T3

8.2 ± 0.06a

8.1 ± 0.01a

7.8 ± 0.02a

8.9 ± 0.01a

8.3 ± 0.02a

T4

7.6 ± 0.09b

7.6 ± 0.01c

7.8 ± 0.03a

7.7 ± 0.02c

7.7 ± 0.04c

T5

6.9 ± 0.02e

7.3 ± 0.04d

7.6 ± 0.02b

6.5 ± 0.03e

7.1 ± 0.01e

注:计算总分时，不同指标予以不同分配权重：密度 3 分、颜色 2 分、质地 2 分、均匀性 2 分；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5%显著水平。
Note: When calculating the total scores, different indexes had different assignment weights: density for 3 score, color for 2 score, quality for 2 score,
uniformity for 2 score;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3

讨 论

栽培基质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和媒介，也是无土草坪种植成败的关键[16]。作为固体基质，除具固
定作物根系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为根系创造良好的水、肥、气条件等，这一功能决定了它必须具有
良好的物理性。基质的通气性状和水分特性对草坪草的生长至关重要，两者动态平衡既能增加根际
环境的透气性又能提高基质的保水能力，从而为根系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17]。研究表明，污泥堆肥
颗粒较细，孔隙特性差，其表面吸附的和小孔隙内容留的水分不易流动[18]，易阻碍草坪根系的伸展
和呼吸。本试验中，添加树皮堆肥后，混合基质的总孔隙度、通气孔隙度、渗透系数显著升高，而
容重、水气比、电导率和养分含量降低，说明树皮堆肥可以改善污泥基质的孔隙特性，进而影响基
质的渗透特性和根呼吸，同时还能显著降低污泥堆肥的盐分含量，但由于树皮堆肥本身的养分含量
不如污泥堆肥，故混合后的基质养分含量随树皮堆肥比例升高呈现降低的趋势。
植物根系所处的微环境是受基质本身的理化性状影响的，而根系微环境是植株获取水分、养分
的主要场所。王军等[19]研究发现添加一定量的树皮可以改善桉树根系微环境，使桉树在生根率、平
均根数、每株根长度等一系列指标中达到较优的水平。本试验中，在施用树皮堆肥比例不超过 50%
的条件下，树皮堆肥对草坪根际微环境的改善作用随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强，这明显促进了草坪草的
生长发育，主要表现在株高、生长速度、生物量、叶绿素含量的增加和根系活力的增强上，且差异
显著。但当超过这个比例时，由于基质孔隙度过大，根系与基质结合不紧密，影响了根系对水分、
养分的吸收，造成草坪草生长受阻。

4

结 论

添加树皮堆肥可增加纯污泥堆肥基质的总孔隙度、通气孔隙度、渗透系数，且该增加效果会随
着树皮堆肥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容重、持水孔隙度、水气比、电导率和养分含量则随树皮堆肥
添加比例的升高而降低。混合堆肥基质中树皮堆肥添加比例为 50%时对黑麦草草坪的生长效应最佳，
黑麦草的出苗率、株高、生长速度、分蘖数以及根系活力均达到最高值，能形成优质草坪，该混合
基质可以作为黑麦草无土草坪的备选栽培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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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施肥每公顷纯收入增加 2578 元，也达显著水平，而控释掺混肥加腐植酸调理剂和控释掺混肥加有
机微生物肥处理比农民习惯施肥产量有所下降，但差异不显著，由于施肥成本高，其纯收入每公顷
减少了 9258 元和 7278 元，差异显著。从施肥方便性、玉米产量和农民纯收入等总体效果考虑，在
低含盐量滨海盐碱土种植玉米，推荐选择施用硫加树脂包膜控释掺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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