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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寨大棚辣椒助增收
红辣椒，贵又俏。 日前，笔者在

砀山县周寨镇张屯村产业园看到，
一串串辣椒映入眼帘 ，红的 、青的
缀满枝头，带来了丰收和喜悦。

2020 年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建
了占地 20 亩的蔬菜产业园， 内有
22 座温室大棚，通过对外出租的形
式，租赁给了附近的农户，其中 15
个棚种植了辣椒。 产业园生产的辣
椒主要销往北京、武汉、长沙等地，
每个大棚辣椒产量可达 1 万斤，每

斤价格在 2 元左右， 年销售额可达
30 万元。 张屯村产业园的建设只是
该村产业发展的缩影。 趁着乡村振
兴的东风， 张屯村驶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 2016 年，该村建了装机容量
360 千瓦的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
截至 2020 年底， 已为该村带来 30
余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2018 年，
与本镇其他村联建了冷库项目对外
出租，每年可获得租金 3 万元。

（孙宜品）

豆制品副产物咋处理？ 专家支招啦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7 月 25 日， 省农科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省农产品加工产业技术体
系潘集项目组、淮南市农业农村局联
合主办的“安徽省豆制品加工产业发
展研讨会”在淮南市举行。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省农业农村
厅、省农垦集团、省农科院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与淮南、合肥、蚌埠等市豆
制品协会和加工企业代表汇聚一堂，
就豆制品加工产业发展方向、新技术
成果转化、 豆制品副产物的综合利
用、豆制品加工产业难点与“痛点”等
话题展开研讨与交流，共同助力安徽
豆制品产业繁荣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郭顺堂在会
上做了题为《我国豆制品产业现代化
进程与发展问题分析》 的专题报告。
在分析了我国传统大豆食品加工业

存在的技术和装备落后、安全风险高
等问题后，他提出，要利用现代食品
加工新原理、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推
进传统加工技术升级换代，生产满足
当下消费者营养、健康、快捷、方便需
求的现代化产品。

安徽是豆制品加工的发源地，是
豆制品加工大省。省农科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钱坤研究员表示， 近年来，
省农科院豆制品加工创新团队聚焦
安徽高蛋白大豆加工、副产物综合利
用、质量安全控制等关键技术，潜心
开展创新攻关， 致力新工艺研究、新
产品开发和成果推广，与省内外 120
多家豆制品加工企业、农民合作社等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程
江华副研究员以《豆制品加工与副产
物资源化利用》为题，在会上重点介
绍了黄浆水收集和高效利用技术、豆
制品加工轻简化与清洁化生产关键
技术与设备，旨在推动豆制品加工产
业从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

低效益的增量发展， 逐步转向智能
化、机械化、环保化的提质增效发展。

“传统豆制品加工时会产生大量
的黄浆水，黄浆水本身含有一定蛋白
质、水溶性氨基酸、多糖等，由于其水
分含量高、 营养物质易吸收利用，天
然含有一定的微生物， 如不及时处
理，极易腐败发臭，自然排放远远不
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会造成环境污
染。”程江华说，豆制品加工创新团队
以黄浆水为原料， 通过分类收集、分
类处理、 单菌或多菌种发酵等技术，
开发了酸浆水点卤剂、生物调节剂等
系列产品 8 个。

“浸泡是豆制品加工的第一步，
传统方法浸泡， 存在浸泡时间长、用
水量大、废水多、周期长、微生物污染
严重等弊端。”程江华表示，针对这一
问题， 团队研发了快速制浆技术，采
用大豆旋切破碎、皮仁分离、中温浸
泡磨浆等工艺， 研制了集成清理装
置、破碎分离装置、清洗装置、浸泡磨
浆装置等成套设备，可以有效增加吸

水效率、提高出浆率、减少豆渣含量，
浸泡制浆过程的原来 15 至 20 小时
缩短为 1 至 1.5 小时 ， 提高工作效
率，减少劳动量，增加企业效益。

豆制品生产过程中用水量大，包
括原料清洗用水、 大豆浸泡用水、磨
浆用水、黄浆水、设备厂房清洁用水，
一般每吨干豆用水量在 6 至 10 吨。
如此大的用水量，必然造成极大的资
源环境压力和企业成本压力。 目前，
豆制品生产企业没有系统的污水收
集处理再利用设备及方案，基本上直
接混流排放。 针对这些问题，省农科
院豆制品加工创新团队研发了豆制
品加工污水分类收集处理系统及方
法，通过分类收集、回收处理、循环利
用等方式， 可有效减少水用总量，实
现部分污水循环利用、降低污水处理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

优良豆制品离不开优质大豆原
料。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黄志平研
究员表示， 安徽是我国高蛋白大豆
主产区之一， 常年种植面积 900 万

亩左右，居全国第 3 位。 他认为，加
快安徽大豆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要
推动高蛋白大豆区域带的建立 ，创
立高蛋白大豆品牌； 整合全省大豆
全产业链的科技力量， 通过聚集一
批大豆科研实力强的研发人员联合
攻关， 实现大豆从示范高产到大面
积高产的梯度发展； 在大豆主产区
选择一批生态环境好、 肥水条件高
的地区， 建立万亩以上的高蛋白大
豆生产区域带，通过良种良法配套，
连片生产， 实施单打单收、 专储专
运、优质优价，为豆制品加工企业提
供良好的原料，加工更好的产品。

“加强对废水、豆渣等副产物有
效利用，不仅有利环保，而且大大减
少了豆制品加工企业处理副产物的
经济压力，省农科院为此做了大量科
研攻关。 ”安徽迎淮豆制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冯传如表示，希望省农科院今
后在继续攻关的同时，加大已有成果
的推广应用力度， 促进绿色循环，造
福产业发展。

养殖场选用消毒药有讲究
养殖场如何选择高效、安全的

消毒药？
强氧化剂型的消毒药。 常用的

有过氧乙酸、高锰酸钾，对细菌、芽
胞和真菌有强烈的杀灭作用。 过氧
乙酸， 消毒时可配成 0.2%至 0.5%
的浓度。对畜禽栏舍、饲料槽、用具、
车辆、食品车间地面及墙壁进行喷
雾消毒，也可以带畜禽消毒，但要注
意现配现用，因为容易氧化。 高锰
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遇到有机物
即起氧化作用。 因此，不仅可以消
毒，又可以除臭，低浓度时还有收敛
作用。

新洁尔灭。新洁尔灭是一种阳
离子表面活性剂型的消毒药，既有
清洁作用，又有抗菌消毒效果。 它
的特点是对畜禽组织无刺激性，作
用快、毒性小 ，对金属及橡胶均无
腐蚀性，但价格较高。 0.1%溶液用
于器械用具的消毒 ，0.5%至 1%溶

液用于手术的局部消毒。但要避免
与肥皂等共用，否则会降低消毒的
效果。

复合酚。 又名消毒灵、农乐等，
可以杀灭细菌、病毒和霉菌，对多种
寄生虫卵也有杀灭效果。 主要用于
畜禽栏舍、设备器械、场地的消毒，
杀菌作用强，通常施药一次后，药效
可维持 5—7 天。但注意不能与碱性
药物或其它消毒药混合使用。

双链季胺酸盐类消毒药。 如百
毒杀，它是一种新型的消毒药，具有
性质比较稳定，安全性好，无刺激性
和腐蚀性等特点。 能够迅速杀灭病
毒、细菌、霉菌、真菌及藻类致病微
生物， 药效持续时间约为 10 天左
右，适合于饲养场地、栏舍、用具、饮
水器、车辆、孵化机的消毒，另外也
可用于对存有活畜 、 禽场地的消
毒。

（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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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盘活资源兴产业
7 月 25 日， 在桐城市双港镇

福华村梨果园内，脆甜可口的皇冠
梨硕果累累，挂满枝头，又是一派
丰收的景象。

“这里曾是一片荒山，荊棘丛
生，如今成了四季果园。 ”该村党
总支书记潘惠玲说，经过几年的种
植开发，现在种植成片桑葚果、皇
冠梨、李子、桃子等，吸引许多游客
来采摘。 2014 年福华村引进“小能
人” 徐树生回乡创业， 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让这 100 亩荒山 “生
金”。 不仅种植成片桑葚果、李子、
桃子等，打造出“四季果园”，还种
了榉树、无患子、七叶子、樱花、紫
薇等 10 余个品种苗木。

“以前，我守着自家一亩三分
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如今，在
公司务工 ， 赚钱照顾家庭两不

误 。 ”49 岁的低保户董美荣笑着
说。 像董美荣一样，在徐树生苗木
公司常年务工的有 23 人， 人均年
务工收入 3 万元。

无独有偶，新渡镇香山村村民
严永志投资 2700 万元， 在新渡镇
流转耕地 3100 亩种植水稻， 承包
山场 2400 亩种植油茶、 花卉、苗
木、经果林等，并建成粮食烘干、仓
储、 粮油加工为一体的配套企业。
2017 年，他又争取项目资金 50 万
元，用于 400 亩“四季果园”扩建，
打造“四季有瓜果、山野有美景”的
观光、休闲农业。

严永志算了一笔账： 仅 4000
颗樱桃树，这一季按单棵结果 2 公
斤计算，可产鲜果 8000 公斤。以现
场采摘和电商销售，每公斤 60 元，
收入 48 万元。

香山村拥有山场资源 1.2 万
亩。 以前该村是抱着金盆讨饭吃，
守着青山少草烧，是新渡镇仅有的
村集体收入 “空壳村”。 2018 年以
来， 该村充分挖掘自然资源潜力。
大力实施“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工
程、资产收益扶贫等工程，引进社
会资本和能人留在农业、农村。

今年，桐城市共申报扶持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19 个， 各级财
政资金总投入 1110 万元。 其中，中
央、省级扶持项目 15 个，投入扶持
资金 750 万元；桐城市本级扶持项
目 4 个，投入扶持资金 360 万元。

（汪秀兵 孙传银）

稻草优化处理喂牛法
稻草营养价值低、 适口性差，

通过加工处理，可改变稻草原来的
体积和理化特性， 便于牛采食，提
高养殖效益。

碱酸处理。 将铡短的稻草放入
木桶或水泥池内，加 1.5%～2%的氢
氧化钠溶液浸透后取出，放入窖内
压实， 过 12 小时~24 小时后取出，
仍放入木桶或水泥池内， 用 3%的
盐酸浸透，随后将溶液排出 ，即可
喂牛。 经过这样的处理加工，稻草
消化率可提高 20%～30%，利用率可
提高 60%以上。

氨化处理 。 稻草经氨化处理
后 ， 粗纤维消化率可提高 6.4%～

11%，蛋白质消化率可提高 10.6%～
12.2% ， 有机物质消化率可提高
4.7%～8%， 同时还可补充蛋白质不
足， 营养价值达到或接近青干草水
平。 把铡短的稻草放入干燥的窖内
压实，每 100 公斤稻草加 12 升 25%
的氨水或 6.5 升的尿素水溶液 ，填
满后封严。5 天~7 天后打开通风，等
氨味消失后即可喂牛。

加酶发酵。 在铡短的稻草中加纤
维素酶制剂发酵， 可使蛋白质提高
17.6%，粗脂肪提高 62.8%，稻草质地
变得柔软。稻草经过这样处理加工后，
牛采食量提高，能减少胃肠病的发生，
同时又能促进增膘复壮。 （贾伟）

暴雨过后果树管理要点
清理果园。 及时将残枝、残叶、

残果， 带出园外深埋， 减少病害发
生。 当年新植果园的枝条被大雨折
断后， 应选择良好的萌发芽适当回
缩，促发新枝。

喷药保护。 果实、叶片、枝条、树
干受害时，易感染各类病害。 灾后要
细致喷施一次药剂， 全园喷施 30%
甲基硫菌灵 1000 倍液+0.3%磷酸二
氢钾溶液。

补充养分。 果树遭遇涝灾后树
势易衰弱，抗病能力下降，为尽快恢
复树势，要及时补充养分。 结合树上
喷药，进行叶面喷肥，可喷施 50 倍

尿素、350 倍液磷酸二氢钾及氨基酸
叶面肥等；实施地下追肥，要以磷钾
肥为主。结果树每株追施复合肥 1～2
公斤， 幼树每株追施果树专用复合
肥 0.5～1 公斤。

疏松土壤。 暴雨后果园土壤板
结，通透性变差，果树根系生长受到
影响。 因而要待园地表土干燥时，及
时进行松土，增加土壤的通透性。 低
洼地要做好排水工作， 为根系的生
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防果树黄叶。 雨水可为果树的
生长提供足够的水分， 但往往也会
造成主要营养元素的过量供给与小

养分定律中的某些直接相关元素的
供给不足， 使叶片出现不同程度黄
化。 因此， 雨后要注意地下追肥和
叶面喷肥相结合，特别注意铁及硼、
镁、锌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同时，
可对过度旺长树施用多效唑 150 倍
液或 PBO250 倍液，控制旺长。

防果树烂根。 个别园片地势低
洼，造成短期积水，果树根系厌氧呼
吸，导致部分根系沤根，影响养分供
给，造成叶片短期内快速萎蔫，并出
现烂根等病害。可以亩施生石灰 100
公斤浅翻，结合用肥外加 6000 倍液
爱多收 300～500 倍液。

（王艳）

区域亮点

高温天，做个追肥“高手”
温度是影响肥料施用效果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一方面影响肥
料在土壤中的转化和有效养分的积
聚； 另一方面也影响作物的内部生
理作用，在高温季节，施肥不当不但
不能促进农作物增产， 而且有可能
会减产。

根据植物的生理生长发育进
程， 结合农作物需肥临界区和最大
效力期，及时有效追肥。 有生长就施
肥、生长量小就少施或不施。 生长量
大就多施(但不能过量)。 处于最需要

肥的阶段是农作物的生长旺盛期、
开花期和结果期。

氮磷钾配合使用 ， 起到相互
促进的作用 ： 磷肥一方面在较高
温度下能够更有效地被利用 ，产
生良好的肥效 ，另一方面 ，充足的
磷可以提高氮的利用率 ， 起到以
磷养氮的作用 。 由于碳氨受热易
分解和高浓度的氮肥易造成作物
烧苗 ， 所以高温天气应减少氮肥
的施用量 。

采用最佳施肥方法：深施、稀释

后兑水浇施。 大棚种植最好进行水
肥一体化喷施，或者滴灌。 不论采取
什么办法都要与植株保持 10 厘米
以上的距离， 以免化肥直接接触植
物秸秆烧苗，特别是辣椒、烤烟、瓜
类、蔬菜作物。

中午 35℃以上高温天气一般不
提倡追肥，最佳施肥时间是在傍晚，
既适宜人员操作， 又能弥补农作物
吸收时间短的缺点， 是最佳的施肥
时间。

（农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