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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甜叶菊在农业中的用途，属于农

业技术领域，公开了甜叶菊制剂在活化土壤微生

物群和/或促进植物生长中的用途，甜叶菊制剂

包括甜叶菊原株制剂和/或甜叶菊提取物制剂；

甜叶菊提取物制剂采用甜叶菊原料中附生菌发

酵获得；上述附生菌包括乳酸菌或枯草芽孢杆

菌。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具有极其有效的植物生长

促进作用和活化土壤微生物群的作用，降低农药

残留的作用，降解植物中硝酸态氮及亚硝酸态氮

的作用，能改良土壤、促进根系生长、增强作物的

抗病能力，可提高农产品品质、产量、提高安全

性，延长农产品保存期。本发明还提供甜叶菊在

制备农用堆肥中的用途，在改良盐碱地中的用途

和在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污染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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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甜叶菊制剂在活化土壤微生物群和/或促进植物生长中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甜叶菊制剂包括甜叶菊原株制剂和/或甜叶菊提取物制剂；所述甜叶菊提取物制剂采用甜

叶菊原料中附生菌发酵获得；所述附生菌包括乳酸菌或枯草芽孢杆菌。

2.根据权利要求1任一项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的制备方

法为：

一)于萃取溶液中放入甜叶菊原料，进行萃取；

二)将所述一)步骤后获得的萃取液混合浓缩；

三)将所述二)步骤后获得的浓缩液发酵熟制得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即液体状制剂；

所述甜叶菊原料中含有0～100wt％的甜叶菊杆茎和0～50wt％的甜叶菊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液体状制剂在制备过程中加入100

～20000ppm的柠檬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包含有酚类、黄

酮和钾离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甜叶菊提取物制剂中的酚类包括烯

丙基-6-甲氧基苯酚。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甜叶菊制剂至少用于以下

方面的其中一种：植物种植前、植物种植期间、果树类、草坪、鲜花类、林业。

7.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甜叶菊制剂在制备农用堆肥中的用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甜叶菊制剂在制备农用堆肥中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农

用堆肥的制备方法为：动物粪便中加入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甜叶菊制剂，再加入干麦

秸和/或干稻草，混匀，堆积，自然发酵至无臭即可。

9.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甜叶菊制剂在改良盐碱地中的用途。

10.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甜叶菊制剂在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污染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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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叶菊制剂在农业中的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甜叶菊制剂在农业中的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甜叶菊(Stevia  rebaudiana)属菊科，种名为甜菊，又名甜叶菊、甜草，巴西称糖

草，巴拉圭称甜草、甜茶，是目前已知甜度较高的糖料植物之一。甜叶菊原产南美巴拉圭东

部，是一种高甜度、低热量、无毒、无副作用的天然草本植物，长期以来由其叶所提取的甜菊

糖苷一直作为天然甜味剂被广泛利用，其甜度为蔗糖的300倍，热能仅为其1/90，食用安全，

是备受推崇的天然糖源，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肥料以及饲料等行业。甜叶菊干叶中的

主要成分为甜菊糖苷，不仅甜度高、热量低，还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研究证明，甜叶菊糖主

要有治疗糖尿病、控制血糖、降低血压、抗肿瘤、抗腹泻、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等作用，

对控制肥胖症、调节胃酸、恢复神经疲劳有很好的功效，对心脏病、小儿龋齿等也有显著疗

效，最重要的是它可消除蔗糖的副作用。因此，甜叶菊逐渐成为食品和医药领域研究开发的

热点。甜叶菊残渣中不仅有机质含量极高，还含有一定量的钙和镁等矿物质，可作为有机肥

料改良培肥土壤。实际生产中，将经过腐熟的甜叶菊残渣与基础基质按一定配比混合后，可

配制成适合香瓜、西瓜、柑橘、西红柿等蔬菜、水果育苗所需要的土壤。这种育苗土不仅能促

进幼苗快速生长发育，增加幼苗干鲜物质重，还可促进蔬菜、水果的早熟、增加其甜度，是很

好的育苗基质。将甜菊叶残渣添加到栽培菌类培养料中，既可满足食用菌对养分的需要，又

可满足食用菌对各种微量元素、维生素及透气性的要求，发菌快而早、菌质还好、产量也高。

用含甜叶菊残渣的土栽培的金针菇，略带甜味，风味独特；栽培的银耳，长得既白又大。甜菊

叶渣中微量元素丰富、营养成分全面，如氨基酸、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和维生素等，是很

好的饲料原料，将其进一步加工成饲料饲喂牲畜，可用来治疗畜禽食欲不振、乏力、生长缓

慢、不发情、下痢和呼吸道不畅等疾病，也可提高奶质和肉质等。所以，天然植物甜叶菊将有

很大的开发应用前景，甜叶菊糖苷被吸收进入人体后，既不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也不产生

热量，是一种非糖非营养型的甜味剂，还有许多保健和药理作用。同时，应积极响应政府发

展生态农业，加大甜叶菊秸秆及其副产品综合利用的科研力度，生产优质畜禽饲料、发酵床

无害化垫料和有机肥等，不仅增加种植效益，而且可降低污染，进一步扩大畜禽养殖业的发

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甜叶菊在农业中的用途，制得的甜叶菊制剂具有

极其有效的植物生长促进作用和活化土壤微生物群的作用，能改良土壤、促进根系生长、增

强作物的抗病能力，可提高农产品品质、产量、安全性，延长农产品的保存期。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5] 甜叶菊制剂在活化土壤微生物群和/或促进植物生长中的用途，其中，甜叶菊制剂

包括甜叶菊原株制剂和/或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甜叶菊提取物制剂采用甜叶菊原料中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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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发酵获得；上述附生菌包括乳酸菌或枯草芽孢杆菌。

[0006]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的制备方法为：

[0007] 一)于萃取溶液中放入甜叶菊原料，进行萃取；

[0008] 二)将所述一)步骤后获得的萃取液混合浓缩；

[0009] 三)将所述二)步骤后获得的浓缩液发酵熟制得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即液体状制

剂；

[0010] 上述甜叶菊原料中含有0～100wt％的甜叶菊杆茎和0～50wt％的甜叶菊叶。

[0011]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液体状制剂在制备过程中加入100～20000ppm的柠檬酸。

[0012]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包含有酚类、黄酮和钾离子。

[0013]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甜叶菊提取物制剂中的酚类包括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

[0014]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甜叶菊制剂至少用于以下方面的其中一种：植物种植前、

植物种植期间、果树类、草坪、鲜花类、林业。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甜叶菊制剂在制备农用堆肥中的用途。

[0016] 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农用堆肥的制备方法为：

[0017] 动物粪便中加入上述甜叶菊制剂，再加入干麦秸和/或干稻草，混匀，堆积，自然发

酵至无臭即可。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甜叶菊制剂在改良盐碱地中的用途。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甜叶菊制剂在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污染中的用途。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制备用于活化土壤微生物群和/或促进植物生长的农用制剂，

不仅能促进有用微生物的繁殖，对化肥使用过度引起的板块化、僵硬化的土壤质地下降起

到快速改良的作用，而且能加强植物自身免疫力，降低硝酸态氮及亚硝酸态氮的残存量，提

高其品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制备的该农用堆肥可解决施用堆肥带来的杂草丛生的现象，

减少或不使用除草剂和除虫剂；本发明甜叶菊制剂还能抑制植物根部对田中钠的吸收，有

效地吸取对生长必需的钾，对沿海或山区盐碱地的土壤予以修复；本发明甜叶菊提取物制

剂还可以降低核电站的主要放射性元素铯的影响，为开发出有效的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

污染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0022]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甜叶菊在农业中的用途，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

足，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I、II、III、IV四组分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比较；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3中组分IV的GC-MS特性图谱；

[0025]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4中试验地划分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4中插秧后第12天和第26天各试验组秧苗根长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6中试验地划分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6中草莓植株生长期死亡率和开花期花朵总数量；

[0029]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6中草莓的可溶性固形物和多酚含量；

[0030]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7中鸡毛菜的收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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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9中三种不同品种葡萄的单粒重、维生素C含量和多酚含量；

[0032]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11中对甜叶菊制剂对农产品中硝酸态氮的影响结果；

[0033] 图11是本发明实施例11中甜叶菊制剂对胡萝卜根长度的影响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

[0035] 本发明允许各种修改及变形，其特定实施例进行了举例，下面进行详细说明。但并

非要把本发明限定于公开的特别形态之意，相反，本发明包括与由权利要求项所定义的本

发明思想一致的所有修改、均等及替代。

[0036] 这些实施例只用于更具体地说明本发明，根据本发明的要旨，本发明的范围并非

限定于这些实施例，这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言而喻的。

[0037]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提供了甜叶菊制剂在活化土壤微生物群和/或促进植物生长中

的用途，其中，甜叶菊制剂包括甜叶菊原株制剂和/或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甜叶菊提取物制

剂采用甜叶菊原料中附生菌发酵获得；上述附生菌包括乳酸菌或枯草芽孢杆菌。具有如下

优势：能够加强植物自身免疫力，提高抗病，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能分解、降低化肥及农药的

毒性；能降低硝酸态氮及亚硝酸态氮的残存量；能优化土壤，使有用微生物得以正常繁殖；

能促进植物健康生长，增产同时还能改善农产品的滋味；用于瓜果类可增产、增甜、延长保

藏期；用于高价蔬菜的种植，可缩短生长期、增加产量、延长保藏期；用于稻谷、小麦、玉米等

粮食的种植时，能改善品质，增产抗病效果明显；能提高植物的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改善

植物的营养价值。但是利用甜叶菊提取物制备的制剂不能与抗菌类药物混合或共同使用，

且虫害发生较多时，请控制叶面喷洒，可采取土壤散布或根部灌注。

[0038]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甜叶菊原株制剂包括粉末状制剂或颗粒状制剂。将甜叶

菊原株干燥后粉碎，即得粉末状制剂，粉末状制剂优选20～50目，但是小于20目，或者大于

20目，甚至更大也不影响使用效果。将甜叶菊原株干燥后粉碎，压粒，即得颗粒状制剂。颗粒

状制剂的径为3～5mm，能够避免粉末使用随风扬起的不便，但是其成分相同、使用方法及效

果与粉末相同。上述甜叶菊原株中含有0～100wt％的甜叶菊杆茎和0～100wt％的甜叶菊

叶，例如100wt％的甜叶菊叶，5wt％的甜叶菊杆茎和95wt％的甜叶菊叶，10wt％的甜叶菊杆

茎和90wt％的甜叶菊叶，20wt％的甜叶菊杆茎和80wt％的甜叶菊叶，25wt％的甜叶菊杆茎

和75wt％的甜叶菊叶，  40wt％的甜叶菊杆茎和60wt％的甜叶菊叶，50wt％的甜叶菊杆茎和

50wt％的甜叶菊叶，60wt％的甜叶菊杆茎和40wt％的甜叶菊叶，70wt％的甜叶菊杆茎和

30wt％的甜叶菊叶，80wt％的甜叶菊杆茎和20wt％的甜叶菊叶，95wt％的甜叶菊杆茎和

5wt％的甜叶菊叶，99.5wt％的甜叶菊杆茎和0.05wt％的甜叶菊叶，100wt％的甜叶菊杆茎

等。优选的，甜叶菊原株制剂还可通过如下方法制得：将热水萃取过的甜叶菊的杆茎叶的混

合残渣干燥，然后混入未经萃取加工的干燥的原料杆茎及叶，制得粉末状制剂或颗粒状制

剂，该方法制成的农业用颗粒状制剂或粉末状制剂的促进生长的作用优于单纯的甜叶菊的

杆茎粉和叶粉，原因可推测为热水萃取过的残渣更适合于放线菌的生长。

[0039]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上述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的制备方法为：

[0040] 一)于萃取溶液中放入甜叶菊原料，进行萃取；

[0041] 二)将所述一)步骤后获得的萃取液混合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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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三)将所述二)步骤后获得的浓缩液发酵熟制得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即为液体状制

剂；

[0043] 其中，上述甜叶菊原料为粉状或颗粒状或截断杆状或原枝状，甜叶菊原料中含有0

～100wt％的甜叶菊杆茎和0～50wt％的甜叶菊叶，例如100wt％的甜叶菊叶，5wt％的甜叶

菊杆茎和95wt％的甜叶菊叶，10wt％的甜叶菊杆茎和90wt％的甜叶菊叶，20wt％的甜叶菊

杆茎和80wt％的甜叶菊叶，50wt％的甜叶菊杆茎和50wt％的甜叶菊叶，60wt％的甜叶菊杆

茎和40wt％的甜叶菊叶，  70wt％的甜叶菊杆茎和30wt％的甜叶菊叶，80wt％的甜叶菊杆茎

和20wt％的甜叶菊叶，80wt％的甜叶菊杆茎和20wt％的甜叶菊叶，90wt％的甜叶菊杆茎和

10wt％的甜叶菊叶，95wt％的甜叶菊杆茎和5wt％的甜叶菊叶，99.5wt％的甜叶菊杆茎和

0.05wt％的甜叶菊叶，100wt％的甜叶菊杆茎等。甜叶菊杆茎和/或叶中附生许多微生物，本

发明液体状制剂的制备方法能够杀死了甜叶菊杆茎和/或叶中耐热性差的其他杂菌，尤其

能完全灭杀酵母菌，留下可耐高温的乳酸菌孢子或枯草芽孢杆菌孢子，在温度、湿度及含氧

量条件适当时，复活并繁殖，同时将萃取液中大分子物质充分分解，得到小分子的活性多酚

类，实现极强的抗氧化活性，赋予制剂较佳的生物活性。

[0044]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萃取采取水萃取或醇萃取或热水加压萃取或热水超声萃

取。为了提高萃取率，更进一步优选，热水超声萃取工艺条件为：料液比为1:6～30(例如1:

7，1:8.5，  1:15，1:20.6，1:28等)，水浴提取温度为90℃以上(例如91℃，95.5℃，97℃，98.5

℃等)，水浴提取时间为100～160min(例如110min，125min，135.5min，150min等)，超声辅助

提取时间为15～25min(例如16min，18min，20.5min，24min等)，超声频率为15kHz～60kHz

(例如18kHz，35.5kHz，58kHz等)、超声强度为80～200W(例如85W，120W，185W等)。甜叶菊废

弃物中富含具有强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物质，且超声辅助能提高抗氧化活性物质的萃取

率，在此条件下所得提取液对DPPH的清除率达90％以上，且抗氧化稳定性佳。

[0045]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热水超声萃取分阶段实施：

[0046] 第一阶段的料液比1:12～16，沸腾后保持微沸90min；

[0047] 第二阶段的料液比1:10，沸腾后保持微沸45min；

[0048] 第三阶段的料液比1:6～8，沸腾后保持微沸20min，该阶段利用超声辅助提取，其

中超声强度为53kHz前后。热水超声萃取分阶段实施能够提高提取速率和提取率。

[0049]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萃取还可采取醇萃取、热水加压萃取。醇萃取用萃取溶剂

为体积分数为30～80％乙醇，超声功率300～550W、超声时间10～60min。热水萃取时，加压

可以提高萃取率，一般加压可考虑1.25大气压，萃取温度选择105℃；采取此工艺可减少一

次萃取次数。

[0050]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浓缩为加热敞口浓缩或加热抽真空浓缩，浓缩到Brix  20

以上，即水溶特性固形物含量为20％以上。

[0051]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发酵菌种源于甜叶菊杆茎和/或叶中自然附带的乳酸菌

孢子或枯草芽孢杆菌孢子，热水超声萃取杀死了耐热性差的其他杂菌，留下可耐高温的乳

酸菌孢子或枯草芽孢杆菌孢子，在温度、湿度及含氧量条件适当时，复活并繁殖，同时将萃

取液中大分子物质充分分解，得到小分子的活性多酚类，实现极强的抗氧化活性。其中发酵

条件控制：避光，控氧，忌讳酵母菌存在；原则上为低温无氧发酵以乳酸菌发酵为主线，忌讳

酵母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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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发酵时间为6～12月，时间越长，有效成分含量越高；Brix

越高，抗氧化效果越好。

[0053]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发酵条件控制为：避光，忌讳酵母菌存在；为了进一步提

高抗氧化剂的抗氧化效果，发酵为低温无氧发酵，以乳酸菌发酵为主线，忌讳酵母菌存在。

[0054]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提纯采用M500透析分子膜进行一晚搅拌透析，膜外液浓

缩后即可获取分子量小于500M的萃取液，无机钾盐，领苯二酚等小分子物质都聚于其中，膜

内液浓缩后得到的是分子量大于500M的混合物，其中包含有大分子多糖，多酚类，色素，叶

绿素等多种大分子物质。也具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一般情况下无需分离。因为混合萃取

液的抗氧化活性高于任何一种分离后抗氧化活性物质的活性。此外，提纯还可以采用反相

柱分离法和离子树脂层析法。

[0055]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包含有酚类、黄酮和钾离子。上述甜叶

菊提取物制剂具有较强的自由基清除能力，Fe3+还原能力和氧自由基吸收能力，其抗氧化活

性主要基于酚类，与黄酮以及钾盐类等物质的含量也有关，含量越高，且抗氧化稳定性佳，

使得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具有极其有效的植物生长促进作用和活化土壤微生物群的作用，能

为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提供良好的种植环境，特别是可以有效地对化肥使用过度引起的板

块化，僵硬化的土壤质地下降起到快速改良的作用。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甜叶菊提取物

制剂中酚类含量为  0.46～126.82mg/g(例如4.60mg/g、10.55mg/g、22.00mg/g、30.47mg/g、

38.75mg/g、46.02mg/g、  50.00mg/g、70.50mg/g、95.00mg/g、105.23mg/g、120.38mg/g等)、

黄酮含量为0.08～1.56mg/g  (例如0.10mg/g、0.14mg/g、0.48mg/g、0.63mg/g、0.80mg/g、

0.85mg/g、1.00mg/g、1.05mg/g、  1.20mg/g、1.43mg/g等)、钾离子含量为0.77～37.24mg/kg

(例如2.27mg/g、5.15mg/g、12.40mg/g、  17 .24mg/g、22.71mg/g、23.00mg/g、25.03mg/g、

30.00mg/g、33.20mg/g、35.48mg/g等)。此外，甜菊多糖有六个异构体，粗糖包含了任何一种

甜菊多糖，且甜菊多糖几乎没有抗氧化活性，但是只要当此粗多糖含量达到5ppm以上时，会

与甜叶菊提取物制剂中的活性物质酚类、黄酮和钾离子发挥共同协作作用。更优选的，甜叶

菊提取物还含有粗多糖，粗多糖含量为  2.28～46.50g/kg，例如228ppm、534.2ppm、840ppm、

1148ppm、1683.4ppm、2280ppm、2295.5ppm、  2300ppm、2875ppm、3000ppm、3260ppm、4500ppm

等。

[0056]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上述甜叶菊提取物中还含有3,7二甲基-1 ,6辛二烯-3-

醇、十四烷酸、乙酸苄酯、乙酸乙酯、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1,7,7-三甲基-双环[2,2,1]庚-

2-烯、2,4,6三甲基吡啶。上述8种挥发性特征物质中3,7二甲基-1 ,6辛二烯-3-醇、十四烷

酸、乙酸苄酯、乙酸乙酯属于香气成分，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1,7,7-三甲基-双环[2,2,1]

庚-2-烯尚不明确，2,4,6三甲吡啶为色谱用溶剂成分。更优选，酚类包括烯丙基-6-甲氧基

苯酚。甜叶菊提取物中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的含量为0.073～4.17mg/g，例如0.12mg/g、

0.57mg/g、0.73mg/g、1 .02mg/g、1 .64mg/g、1 .86mg/g、2.32mg/g、3.07mg/g、3.75mg/g、

3.98mg/g等。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且能够和抗氧化活性成分中

的邻苯二酚发挥增益作用，进一步提高所得甜叶菊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

[0057] 为了提高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农业生长的促进作用，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甜

叶菊提取物制剂添加了甲壳素由来的甲壳胺糖，添加浓度在50～150ppm，也可根据需要调

节浓度。但也可考虑成本，直接加入甲壳素粉末(螃蟹或虾的壳(生的煮熟过的效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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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后直接打粉使用，对目数没有高要求，只要现场使用方便即可)。

[0058]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液体状制剂制备过程中加入10～20000ppm的柠檬酸，例

如  100ppm、500ppm、1000ppm、2500ppm、8900ppm、11000ppm、16000ppm等。液体状制剂在制备

过程中加入的柠檬酸能够和液体状制剂中的有效成分发挥协同作用，使得液体状制剂更有

效地支持植物生长过程中快速适应生长环境，抗击自然灾害的袭击，抗病防病。

[0059]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制剂至少用于以下方面的其中一种：植物种植前、植物种

植期间、果树类、草坪、鲜花类、林业。植物种植前包括改良土壤、浸泡种子浸泡秧苗；植物种

植期间的使用包括水稻种植、果菜类(草莓、西红柿、茄子、黄瓜、甜瓜、西瓜等)、卷心蔬菜

(卷心菜、生菜、白菜等)、绿叶菜(青菜，小松菜、菠菜等)；适用于使用菌菇类；适用于果树类

的橘子、苹果、葡萄、桃子、梨等；适用于足球场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修复，而高尔夫球场的

草坪修复关键在于使用的甜菊农用制剂的颗粒要特制：直径小于2mm更合适；至于林业方

面，能够解决红松的线虫害问题。

[0060]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进一步提供了上述甜叶菊制剂在农用堆肥中的用途。

[0061] 于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农用堆肥的制备方法为：

[0062] 每吨生动物粪便中加入2～8kg上述粉末状和/或颗粒状制剂，再加入10～20wt％

的干麦秸和  /或干稻草，使水分含量降至60～70wt％，混匀，堆积至1.2～2.0米高，自然发

酵，期间每隔5～10d  搅拌一次，直至发酵至无臭即可。至此水分约降低至45％以下。施用甜

叶菊提取物农用堆肥可期待解决两个大问题：发酵时高达80℃左右的高温可杀死动物粪便

中的草籽，可解决施用堆肥带来的杂草丛生的现象，减少或不使用除草剂；发酵时高达80℃

左右的高温可杀死动物粪便中的寄生虫卵，可解决施用堆肥带来的虫害问题，减少或不使

用除虫剂。

[0063]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进一步提供了上述甜叶菊制剂在改良盐碱地中的用途。上述用

途主要是由于甜叶菊制剂中的含钾物质因钠而低分子化而所致，即：甜叶菊制剂中的钾物

质抑制了植物根部对田中钠的吸收，相反却能有效地吸取对生长必需的钾。所以，可以利用

甜叶菊制剂直接除盐，无需几次三番种苗拔苗，只需正常插秧，具有极高的廉价性，且短期

内可修复，有速效性和很高的稳定性。当然，利用甜叶菊制剂制得的农用堆肥也可直接用于

改良盐碱地。

[0064] 本发明一实施方式进一步提供了上述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在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

铯污染中的用途。富含钾物质的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可以降低核电站的主要放射性元素铯的

影响，为开发出有效的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污染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006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66] 实施例1：

[0067] 1 .甜叶菊原株制剂的制备方法为：将甜叶菊原株干燥后粉碎，即得20～50目粉末

状制剂，将甜叶菊原株干燥后粉碎，压粒，即得粒径为3～5mm颗粒状制剂。粉末状、颗粒状制

剂的基本成分如表1所示。

[0068] 表1粉末状、颗粒状制剂的基本成分

[0069] 项目 水分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粗灰分 粗灰分中钾 粗灰分中钙 粗灰分中磷 可溶无氮物 

结果 9.90％ 7.20％ 1.70％ 29.50％ 7.90％ 2.74％ 0.49％ 0.23％ 43.80％ 

[0070] 2.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的制备方法：按料液比为1:16于水中放入甜叶菊粉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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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叶菊粉状原料中含有95wt％的甜叶菊杆茎和5wt％的甜叶菊叶，进行萃取，其中水浴提取

温度为95℃，水浴提取时间为107min，超声辅助提取时间为20min，超声强度为53kHz；将获

得的萃取液混合加热抽真空浓缩，浓缩到Brix  25，发酵9月，得甜叶菊提取物，即液体状制

剂。液体状制剂中也可加入适量的柠檬酸。

[0071] 采用基于气质联用仪GC-MS对甜叶菊提取物进行分析，其中酮和酚类成分及含量

如表2  所示。表2中原液-甜叶菊提取物；高效液-原液的精制样品(固形物含量在18％以

上)；过滤未灭菌-原液的精制过程中过滤未灭菌样品；未过滤未灭菌-原液的精制过程中未

过滤未灭菌样品；过滤灭菌-原液的精制过程中过滤、灭菌样品；杆茎-甜叶菊杆茎原料粉；

杆茎+叶-甜叶菊杆茎95％+叶5％混合原料粉。由表2可知，与甜叶菊原料相比，甜叶菊提取

物原液、高效液、过滤未灭菌样品、过滤灭菌样品、未过滤未灭菌样品、过滤灭菌含有的酮和

酚类物质大部分均是通过将萃取液中大分子物质充分分解获得，而甜叶菊提取物原液、高

效液、过滤未灭菌样品、过滤灭菌样品、未过滤未灭菌样品、过滤灭菌仅有的成分为3-烯丙

基-6-甲氧基苯酚。

[0072] 表2甜叶菊提取物中酮和酚类成分及含量(ng/g)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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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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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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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0077] 测定甜叶菊提取物的基本成分及部分活性物质含有量：水分含量测定参考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蛋白质含量测定参考GB  5009.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粗脂肪含量测定参考GB  5009 .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灰分含量测定参考GB 

500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碳水化合物测定参考GB  5009.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各样品的基本成分及部分活性物质含有量测定如表3和表4所示。

[0078] 表3甜叶菊制剂基本成分(％，n＝2)

[0079] 样品名称 水分含量 蛋白质含量 粗脂肪含量 灰分含量 碳水化合物 

原液 86.49±0.06d 1.88±0.00a 0.60±0.05c 3.75±0.02a 7.28±0.18a

过滤灭菌 83.21±0.16bc 2.64±0.00b 0.18±0.04a 4.88±0.06b 9.09±0.37c

过滤未灭菌 83.57±0.11c 2.63±0.04b 0.38±0.09b 4.89±0.15b 8.53±0.55ab

未过滤未灭菌 82.87±0.35b 2.78±0.04c 0.42±0.06b 4.84±0.37b 9.09±1.16c

高效液 71.75±0.20a 3.70±0.01d 0.27±0.01a 7.29±0.02c 16.99±0.08d

[0080] 注：同一行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0081] 表4甜叶菊制剂酮类酚类及其他部分指标(n＝3)

[0082]

[0083]

[0084] 注：同一行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0085] 抗氧化剂中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的抗氧化活性：准确量取50mL甜叶菊提取物

于250mL  分液漏斗中，加入100mL石油醚，充分摇匀，静置，待溶液完全分层后，放出下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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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剂水溶液，保留上层石油醚，下层生物制剂水溶液用同法再萃取2次，将3次的石油醚

萃取液合并，在40℃下减压回收石油醚，得到无色黏稠油状物，为甜叶菊提取物石油醚部，

然后用乙醚继续萃取3次，将3次上层的有机溶剂萃取液合并，在40～50℃下减压回收有机

溶剂，得到乙醚提取部。将乙醚部样品真空浓缩，配成40％的乙醚溶液。采用10块制备型硅

胶薄层板用点样用毛细管进行带状点样，点样宽度控制在2mm左右，每块板点样8次，点样总

量共1mL。实验选用V(甲苯):V(甲酸甲酯):V(甲酸)＝5.5:4.0:0.5为展开剂，在层析缸中展

开约50min后，挥干溶剂，观察颜色带和各峰分离情况。后将硅胶薄层板置于紫外分析仪

365nm下显色，根据紫外显色定位，刮下可辨认的色带(从上到下共有4条清晰、易刮的色

带)，合并Rf值相同的色带于50mL离心管中，加入适量甲醇溶解、离心(2000r/min，20min)、

洗脱3次，收集洗脱后的上清液并用甲醇定容至10mL，得到I、II、III、IV四组分，于-18℃下

充氮保存。然后测定I、II、III、IV四组分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比较(如图1)。从图中可

以看出，分离得到的这4组分均具有一定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其抗自由基活性强弱顺序

为IV﹥III﹥I﹥  II。因此，选择了自由基清除能力最强的组分IV利用气质联用仪进行结构鉴

定。组分IV经  GC-MS检测，由化学工作站给出了组分IV的GC-MS特性图谱(如图2)。图中显示

IV为一个主要组分色谱峰，其保留时间为29.636min，杂质干扰较小，根据IV组分的保留时

间，可知  IV组分为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此外，测得IV组分的质谱图，然通过计算机检

索并与结构库对照，得出该组分为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相似度为61％。因此近似推断

该组分为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

[0086] 实施例2：

[0087] 含有甜叶菊制剂农用堆肥的制备方法：每吨生动物粪便中加入5kg实施例1粉末状

和/或颗粒状制剂，再加入10～20wt％的干麦秸和/或干稻草，使水分含量降至65wt％，混

匀，堆积至  1.5米高，自然发酵，期间每隔7d搅拌一次，直至发酵至无臭即可，至此水分降低

至45％以下。

[0088] 实施例3：

[0089] 甜叶菊制剂在农业中的用途

[0090] 1.种植前

[0091] 1.1改良土壤(可与基肥共用)：每亩地加入3～50kg实施例1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

耕田时充分耕耘均匀，可以与基肥同时加入。需要时每亩可再加实施例1液体状制剂0.5～

20L或者是用地下营养管道输入液体状制剂。

[0092] 1 .2浸泡种子：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特性，用稀释100～10000倍的实施例1液体状制

剂稀释液浸泡种子，种子不同，浸泡浓度及时间不同。

[0093] 1 .3浸泡秧苗：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特性，用稀释100～10000倍的实施例1液体状制

剂稀释液浸泡秧苗，秧苗不同，浸泡浓度及时间不同，仅对需要育秧后再植入大田或大棚的

品种而言。

[0094] 2.种植期间

[0095] 2.1水稻种植：松土耕地时先使用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3～20kg)，使制剂均匀分

布在田里；插秧前在每亩水田中均匀地洒入液体状制剂至少500mL，使之均匀并尽量防止水

田里的水流失；灌浆期(快成熟前)需进行茎叶喷洒液体状制剂(500mL/亩)，将液体状制剂

稀释  250倍，均匀地喷洒在茎叶上。其他视当年生长状况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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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2.2果菜类(草莓、西红柿、茄子、黄瓜、甜瓜、西瓜)：移植秧苗前，撒播2～10kg/亩

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并使其在土壤中充分混匀；秧苗移植之后，可以在根部撒上粉末状或

颗粒状制剂1～50g/每株，或用稀释了700～1000倍的液体状制剂进行根部灌水；如果是盆

栽，移植秧苗时，每盆混入3～10g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效果会更好；或者自收割一个月前

开始，叶面喷撒稀释500～1000倍的液体状制剂，每5～7天喷洒一次(至少喷洒4次)，直至收

割；若低温、日照不足，担心植物的长势时，最好使用500倍稀释液喷洒。

[0097] 2.3卷心蔬菜(卷心菜、生菜、白菜，以这三种菜为标准)：播种前，向土壤中播撒3～

4kg/  亩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混合均匀；播种后，在根部撒上3～4kg/亩粉末状或颗粒状制

剂，再灌水，也可将粉末状或颗粒状制剂播撒于两垄之间，用旋转器混匀后将土堆积在根

部；或者临近收割期一个月之前开始叶面喷撒，但是，必须在确认了菜叶已经开始卷起方可

用稀释了  1000～1200倍的液体状制剂进行第一次喷洒，之后需每隔7天叶面喷洒一次，直

至收割。

[0098] 2.4绿叶菜(青菜，小松菜、菠菜等)：使用基肥时，在每亩土壤中撒入4kg粉末状或

颗粒状制剂并充分混匀；或者，第一次：收割前21天喷洒稀释1000倍液体状制剂，第二次：收

割前14天喷洒稀释1000倍液体状制剂，第三次：收割前7天喷洒稀释1000倍液体状制剂；遇

到生长天数短的夏季时，第一次的喷洒可在发芽后的3～4天实施。

[0099] 2.5果树类(橘子、苹果、葡萄、桃子、梨)：施基肥时，每亩可使用3～10kg粉末状或

颗粒状制剂，混合均匀；在距树干1m～1.5m处(根部吸收较强)，根据每亩使用3～10kg粉末

状或颗粒状制剂，计算出一亩地里每颗树干边需撒播多少量进行单株使用，并分别充分灌

水；盛夏根部长势较弱，二次施用对来年树的长势和发芽都有很好的效果；或者，收获一个

月前，每隔5～7天用700倍液体状制剂稀释液进行全面的叶面喷洒，至少4次以上；收获10天

前持续使用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梅雨季节等低温、日照不足，担心果物长势情况时，也建议

使用  700倍液体状制剂稀释液进行叶面喷洒。

[0100] 实施例4：

[0101] 甜叶菊制剂用于水稻种植

[0102]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在水稻生长阶段的有效性。

[0103] 2.试验地点：青浦现代农业园区。

[0104] 3.试验时间：5月～7月。

[0105] 4.试验方案：

[0106] 4.1试验品种：青香软粳稻米

[0107] 4.2施用面积：1亩(共分10小块，分区如图3所示)；

[0108] 4.3试验方法，试验时间如表5所示，具体试验方法为：种子浸泡：将稻种浸泡于稀

释400  倍的液体状制剂中24～36小时；土壤施用：稻田整地时，用颗粒制剂，与其他底肥一

起均匀混入稻田土壤，每亩用量分两组：10kg和20kg；秧苗处理：插秧前，先将秧苗放在稀释

1000倍的液体状制剂中浸泡一下后插秧；插秧后施用：插秧后马上施用液体状制剂，将液体

状制剂稀释1000倍后均匀灌入稻田水中，每亩用量分两组：500ml和1000ml；结穗后施用：结

穗后进行水稻叶面喷洒，将液体状制剂稀释1000倍后均匀喷洒于水稻叶面，每亩用量分两

组：500ml  和1000ml。收获前3周，同上，再进行一次叶面喷洒。

[0109] 表5甜叶菊制剂用于水稻种植的试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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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日期 5月19日 5月20日 6月14日 6月26日 7月10日 7月12日 

试验 泡种 育种 翻地、插秧 根长测量 根长测量 实地观察 

[0111] 4.4试验结果：6月14日(插秧当天)，各试验组秧苗基本无差别；6月26日(插秧后第 

12天)，各试验组秧苗根长明显大于空白组，如图4所示；7月10日(插秧后第26天)，各试验组

秧苗根长生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与空白组相比最大相差2倍，说明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对促进

水稻根部生长有明显作用，如图4所示；7月12日(插秧后第28天)，所有试验组田，秧苗生长

情况全部好于空白组，试验组秧田生长密度高，颜色翠绿。空白组秧田密度低，颜色稍稍枯

黄，说明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对促进和维持水稻秧苗健康生长有明显作用；11月6日(收割)：

计算最终增产结果为：颗粒20kg+液体1000ml：亩产502kg，增长率为6.36％；颗粒10kg+  液

体1000ml：亩产508kg，增长率为7 .63％；颗粒20kg+液体500ml：亩产493kg，增长率为 

4 .45％；颗粒10kg+液体500ml：亩产525kg，增长率为11 .23％；颗粒0kg+液体0ml：亩产

472kg。

[0112] 实施例5：

[0113] 甜叶菊制剂用于蓝莓种植

[0114]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在蓝莓生长阶段的有效性。

[0115] 2.试验地点：青浦现代农业园区。

[0116] 3.试验时间：5月～7月。

[0117] 4.试验方案：

[0118] 4.1试验品种：南高丛蓝莓，品种V3

[0119] 4.2施用面积：1亩(共分2块，分为空白组和试验组)；

[0120] 4.3试验方法，试验时间如表6所示，具体试验方法为：根部施用：用稀释700倍的液

体状制剂浇灌蓝莓的根部，到果实成熟施用3次。每亩用量500ml；叶面施用：用稀释1000倍

的液体状制剂均匀喷洒蓝莓叶面，到果实成熟施用3次。每亩用量70mL。

[0121] 表6甜叶菊制剂用于蓝莓种植的试验时间

[0122] 日期 5月15日 5月30日 6月10日 

试验 叶面喷洒：500mL原液稀释1000倍 叶面喷洒：500mL原液稀释1000倍 上市 

[0123] 4.4试验结果：糖度(可溶性固形物)(％)：对空白组和试验组样品进行了多次糖度

测试，结果如表7所示，试验组糖度均高于空白组，最大增长率达16.8％；多酚：对空白组和

试验组样品进行多酚含量测定，结果如表8所示，试验组多酚含量高于空白组，最大增长率

达  5.12％；直径：对空白组和试验组样品进行直径测定，结果如表9所示，试验组样品颗粒

直径高于空白组，增长率为8.76％；重量：随机挑选50颗、100颗空白组和试验组的蓝莓果

实，测量其重量，结果如表10所示，试验组的平均重明显大于空白组的重量，增重率为13～

14％。总之，外观上，试验组蓝莓较空白组颗粒饱满且大，对蓝莓直径、50粒重和100粒重进

行测定，试验组的测定结果都明显高于空白组，说明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对改善蓝莓的品质

有促进作用；蓝莓的整体口感上得到改善，糖度(可溶性固形物)增加，最大增长率高达

16.7％；蓝莓中抗氧化活性物质多酚类含量总体上也有增加的趋势，说明本发明甜叶菊制

剂不仅在蓝莓口感上起到改善效果，而且增加了蓝莓抗氧化活性物质积累。

[0124] 表7蓝莓的糖度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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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日期 7.3 7.5 7.6 7.7 7.15 7.16 

空白组 - - 12.6 12.5 17.4 17.3 

试验组 13.6 13.8 14.2 14.6 18.4 18.2 

糖度增加 - - 1.6 2.1 1 0.9 

增长率(％) - - 12.7 16.8 5.7 5.2 

[0126] 表8蓝莓的多酚含量测试结果

[0127]

[0128]

[0129] 表9蓝莓的直径测试结果

[0130]   日期 空白组 试验组 增长率(％) 

直径(cm) 7.13 0.8027 0.873 8.76 

[0131] 表10蓝莓的重量测试结果

[0132]   日期 空白组 试验组 增重率(％) 

50粒重(g) 2013.7.7 22.37 25.49 13.95 

100粒重(g) 2013.7.13 36.18 41.41 14.46 

[0133] 实施例6：

[0134] 甜叶菊制剂用于草莓育苗

[0135]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在草莓育苗阶段的有效性。

[0136] 2.试验地点：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赵屯草莓研究所实验中心。

[0137] 3.试验时间：3月～9月。

[0138] 4.试验方案：

[0139] 4.1试验品种：红霞

[0140] 4.2试验方法

[0141] 4 .2.1试验分组：高剂量组(颗粒10kg/亩、液体1000mL/亩)、低剂量组(颗粒5kg/

亩、液体500mL/亩)、对照组(常规种植方法)。

[0142] 4.2.2使用穴施方法施用颗粒状制剂：

[0143] 高剂量组：试验面积400.8m2即6分地，使用颗粒6kg，草莓苗共约1000株，平均每株

约施用颗粒6g；低剂量组：试验面积400.8m2即6分地，使用颗粒3kg，草莓苗共约1000株，平

均每株约施用颗粒3g。

[0144] 4.2.3完成颗粒施用后，将液体状制剂稀释1000倍，并播撒于田间；高剂量组：试验

面积  400 .8m2即6分地，喷洒原液600mL(相当于喷洒600升的1000倍稀释液)，草莓苗共约

1000  株，平均每株约喷洒原液0.6mL(相当于每株喷洒600mL的1000倍稀释液)；低剂量组：

试验面积400.8m2即6分地，喷洒原液300mL(相当于喷洒300升的1000倍稀释液)，草莓苗共

约1000株，平均每株约喷洒原液0.3mL(相当于喷洒300mL的1000倍稀释液)；

[0145] 4.2.4  6月底至8月，视实际种植情况，进行多次液体状制剂叶面喷洒(该段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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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幼  苗爆发炭疽病，黄萎病等疾病的高发期)，喷洒原液量为70～100mL/亩/次，建议稀

释700～1000 倍后使用(高低剂量组相同)；

[0146] 4.2.5若为露地种植，试验地划分示意图如图5所示；

[0147] 4.2.6  9月移栽。检测指标：存活率、开花期花朵总数、可溶性固形物和多酚含量。

草莓植  株生长期死亡率和开花期花朵总数量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施用两个浓度本发明

甜叶菊制  剂的草莓植株死亡率大幅度较少，开花期间花朵数明显增多，说明施用本发明甜

叶菊制剂能够  减少草莓植株的死亡率，增加草莓的花多数；草莓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草

莓多酚数据如图7， 由图7可知：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能够增长可溶性固形物、多酚含量

等指标，有利于提高草  莓的品质，能够提高草莓的品质，增加草莓的口感。

[0148] 实施例7：

[0149] 甜叶菊制剂用于鸡毛菜种植

[0150]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在鸡毛菜生长阶段的有效性。

[0151] 2.试验地点：青浦现代农业园区。

[0152] 3.试验时间：5月～6月。

[0153] 4.试验方案：

[0154] 4.1试验品种：鸡毛菜

[0155] 4.2施用面积：0.21亩(共分3块，分为空白组、试验组一和试验组二)；

[0156] 4.3试验方法，试验时间如表11所示，具体试验方法为：

[0157] 颗粒状制剂：在整地时，均匀拌入地中施用。试验用量分两组：5kg/亩(试验组一)

和10kg/  亩(试验组二)；液体状制剂：用稀释1500倍的液体状制剂喷洒施肥。每亩用量

500ml。

[0158] 表11甜叶菊制剂用于蓝莓种植的试验时间

[0159] 日期 5.19 5.20 5.20 5.26 6.3 6.13 6.18 6.24 

试验 翻地 播种 喷1000倍稀释液 喷1500倍稀释液 喷1500倍稀释液 采摘 采摘 采摘 

[0160] 4.4试验结果：如表12和图8所示，可知：播种后第24天，对固定区域内的鸡毛菜进

行统计得到试验组产量远大于空白组产量，增产率可达36.04％，对3批收获的鸡毛菜统计

得，试验组平均增产率达19.57％。通过统计产量，试验组一和试验组二有明显的增产，其中

试验组一的总增产率为19.57％，试验组二的总增产率为15.78％，试验组一的总增产率比

试验组二高24.02％，说明种植前，在土壤中拌入本发明甜叶菊制剂以及种植过程中喷洒本

发明甜叶菊制剂能够促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更好的吸收营养物质和水分，提高有机作物的

产量。

[0161] 表12鸡毛菜的试验结果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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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3]

[0164] 实施例8：

[0165] 甜叶菊制剂用于蟠桃种植

[0166]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在蟠桃种植阶段的有效性。

[0167] 2.试验地点：上海申力蟠桃种植园和上海市金山区金石公路(近漕廊公路)。

[0168] 3.试验时间：9月～次年9月。

[0169] 4.试验方案：

[0170] 4.1试验对象：蟠桃

[0171] 4.2施用数量：试验组、对照组各10棵。(对照组按照常规方式种植)；

[0172] 4.3施用面积：试验组约160m2；

[0173] 4.4试验方法

[0174] 1)颗粒状制剂施用：

[0175] 9月与底肥一起施用，每颗树下施用约200克颗粒状制剂，并浇水湿润。

[0176] 2)液体状制剂施用

[0177] 液体浇灌：施用底肥的同时，将液体稀释500倍后，在试验组树下进行浇灌；

[0178] 液体叶面喷洒：从蟠桃花期开始，每半个月进行一次叶面喷洒。喷洒浓度为100倍，

喷洒量为每亩70mL。

[0179] 4.5试验结果：树木长势对比：结果如表13所示，从表13中可见，在统计试验组和对

照组叶片情况后发现，试验组叶片明显好于对照组。此外，试验组的蟠桃树木的长势和健康

情况好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树叶绿色更深，生长情况更好，落叶数大大减少；抗病对比：试验

组与对照组在抗穿孔病方面效果显著。试验组的蟠桃叶面孔洞明显少于对照组；果实对比：

试验组与对照组蟠桃数据对比如表14所示，可见，随机采摘的成熟蟠桃，试验组在各方面都

远优于对照组。其中维生素c及多酚增长尤其明显。此外，糖酸比的改善也直接影响成品蟠

桃的口感，使试验组的蟠桃口感更甜。此外，实验组的蟠桃保鲜效果好于对照组。总之，使用

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可适当提高蟠桃的开花数量，且花期提早2～3天；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对

蟠桃高发的穿孔病及霉变病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可提高蟠桃单果

重，改善口感，并增加果实中维生素C及多酚等健康成分的含量，提高蟠桃果实的整体品质；

在实际采摘过程中发现，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后的蟠桃果树，其蟠桃成品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在相同的品质条件下，施用过本发明甜叶菊制剂的蟠桃其抗氧化能力更强，保鲜时间

更久。

[0180] 表13试验组与对照组叶片情况对比(次年7月9日)

[0181]   叶长(cm) 叶宽(cm) 

试验组 17.75 4.58 

对照组 16.84 4.32 

试验组增长 5.40％ 6.01％ 

[0182] 表14试验组与对照组蟠桃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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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3]   单果重(g) 直径(cm) 厚度(cm) 维生素C(mg/100g) 多酚(％) 糖酸比(％) 

实验组 186.55 8.63 4.82 8.33 0.0918 25.65 

对照组 171.52 8.43 4.49 6.33 0.0495 21.31 

增加 ↑8.76％ ↑2.37％ ↑7.35％ ↑31.60％ ↑85.45％ ↑20.13％ 

[0184] 实施例9：

[0185] 甜叶菊制剂用于葡萄种植

[0186]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在葡萄种植阶段的有效性。

[0187] 2.试验地点：江苏省南通市爱九发展有限公司。

[0188] 3.试验时间：5月～9月。

[0189] 4.试验方案：

[0190] 4.1试验品种：醉金香、夏黑、红不拉多；

[0191] 4.2施用数量：试验组、对照组各15株。(对照组按照常规方式种植)；

[0192] 4.3施用面积：试验组约160m2；

[0193] 4.4试验方法：颗粒状制剂施用：每株根部周围播撒100g左右的颗粒状制剂；液体

状制剂施用：完成颗粒施用后，将甜叶菊提取物液体制剂稀释300倍，每株喷洒1000mL稀释

液；叶面喷洒液体状制剂：自坐果稳定至收获前，根据实际肥料使用情况，对试验组进行3次

叶面喷洒，将液体状制剂稀释1000倍，每株喷洒700mL。

[0194] 4.5试验结果：葡萄的单粒重对比：三种不同品种葡萄的单粒重、维生素C含量和多

酚含量如图9所示。从图9中可见，相对于对照组，醉金香试验组的单粒重增长率为27.11％，

夏黑试验组的单粒重增长率为3.15％，红不拉多试验组的单粒重增长率为8.87％，这表明：

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有利于增加葡萄的直径和产量；相对于对照组，醉金香试验组的维

生素C  增长率为1.52％，夏黑试验组的维生素C增长率为5.4％，红不拉多试验组的维生素C

增长率为7.67％，这表明：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有利于增加葡萄的维生素C含量；相对于

对照组，醉金香试验组的维生素C增长率为20 .56％，夏黑试验组的维生素C增长率为

21.85％，红不拉多试验组的维生素C增长率为24.1％，这表明：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有利

于增加葡萄的多酚含量；此外，三种不同品种葡萄的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糖酸比含量

如表15所示，从表  15中可见，相对于对照组，试验组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和糖酸比均高

于对照组，这表明：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有利于增加葡萄的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糖

酸比；三种不同品种葡萄保鲜试验温度、湿度数据如表16所示。对于夏黑，第二天，试验组的

葡萄梗出现失水枯黄现象，且对照组比试验组失水现象严重，说明本发明甜叶菊制剂有利

于葡萄梗的保水性；第五天，对照组的葡萄开始变坏，但试验组的葡萄并未坏；第六天，对照

组的葡萄继续变坏，而试验组的葡萄仍未坏。对于红不拉多，第二天，试验组的葡萄梗出现

失水枯黄现象，且对照组比试验组失水现象严重，说明本发明甜叶菊制剂有利于葡萄梗的

保水性；第四天，对照组的葡萄开始变坏，但试验组的葡萄并未坏；第五天，对照组的葡萄继

续变坏，而试验组的葡萄仍未坏；第六天，对照组的葡萄继续变坏，而试验组的葡萄仍未坏。

以上结果表明：施用本发明甜叶菊制剂能够提高葡萄梗的保水性和延长葡萄的保鲜时间。

[0195] 表15试验组与对照组蟠桃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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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6]

[0197] 表16葡萄保鲜试验条件

[0198] 日期 8月10日 8月11日 8月12日 8月13日 8月14日 8月15日 

温度(℃) 20.25 24 24.33 24.5 23.67 24 

湿度(％) 63.5 68.33 67.83 67 68.83 68.25 

[0199] 实施例10：

[0200] 甜叶菊制剂用于改良盐碱地

[0201] 1.试验目的：甜叶菊制剂对盐碱地中种植水稻生长阶段的影响。

[0202] 2.试验地点：海边盐碱地。

[0203] 3.试验时间：5月～7月。

[0204] 4.试验方案：

[0205] 4.1试验品种：青香软粳稻米

[0206] 4.2施用面积：1亩(共分10小块，分区如图3所示)；

[0207] 4.3试验方法，试验时间如表17所示，具体试验方法为：种子浸泡：将稻种浸泡于稀

释  400倍的液体状制剂中24～36h；土壤施用：稻田整地时，用颗粒制剂，与其他底肥一起均

匀混入稻田土壤，每亩用量分两组：10kg和20kg；秧苗处理：插秧前，先将秧苗放在稀释1000

倍的液体状制剂中浸泡一下后插秧；插秧后施用：插秧后马上施用液体状制剂，将液体状制

剂稀释1000倍后均匀灌入稻田水中，每亩用量分两组：500ml和1000ml；结穗后施用：结穗后

进行水稻叶面喷洒，将液体状制剂稀释1000倍后均匀喷洒于水稻叶面，每亩用量分两组：

500ml  和1000ml。收获前3周，同上，再进行一次叶面喷洒。

[0208] 表17甜叶菊制剂用于水稻种植的试验时间

[0209] 日期 5月19日 5月20日 6月14日 6月26日 7月10日 7月12日 

试验 泡种 育种 翻地、插秧 根长测量 根长测量 实地观察 

[0210] 4.4试验结果：6月14日(插秧当天)，各试验组秧苗基本无差别；6月26日(插秧后第

12天)，各试验组秧苗根长明显大于空白组；7月12日(插秧后第28天)，所有试验组田，秧苗

生长情况全部好于空白组，试验组秧田生长密度高，颜色翠绿。空白组秧田密度低，颜色稍

稍枯黄，说明甜叶菊制剂能使在水稻在盐碱地中正常生长，能实现快速改良盐碱地的目的； 

11月6日(收割)，有1.6％的增产，说明甜叶菊制剂有增产效应。

[0211] 实施例11：

[0212] 1.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0213] 土壤中加入甜叶菊提取物制剂，两周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土壤中微生物的含量变

化，使用了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的土壤中的微生物含量远远高于未使用的土壤。这表明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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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提取物制剂能够大量繁殖土壤中的微生物，优化土壤。

[0214] 2.甜叶菊制剂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和硝酸态氮的影响

[0215] 使用甜叶菊制剂栽培农产品，处理过程如表18所示，对农药残留的影响结果见表

19，对硝酸态氮的影响结果如图10所示。由结果可知，甜叶菊制剂能够分解、降低化肥及农

药的毒性，降低农产品中农药和硝酸态氮的残存量，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

[0216] 表18土壤的处理过程

[0217]

[0218] 表19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土壤中农药残留的影响结果

[0219] 残留农药检测结果 有机氯农药 有机磷农药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克菌丹农药 邻苯基苯酚 二苯基 噻苯咪唑 

Result ND ND ND ND ND ND ND 

[0220] 3.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植物根的影响

[0221] 使用甜叶菊提取物制剂栽培胡萝卜，测量根的长度，结果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

甜叶菊提取物制剂能够促进根的生长；使用甜叶菊提取物制剂种植水稻，根如图4所示，甜

叶菊提取物制剂能够促进水稻根系的健康形成及分棵。

[0222] 4.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影响

[0223] 使用甜叶菊提取物制剂栽培草莓，测试草莓的保存期，结果如表20所示，其中○代

表可食，Δ代表不可食。由表20可知，使用本发明甜叶菊提取物制剂栽培草莓，能够提高草

莓的色泽，降低草莓的伤损和霉变发生率，延长草莓的保质期。

[0224] 表20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草莓保存期的影响结果

[0225]

[0226] 使用甜叶菊提取物制剂栽培草莓、西红柿、桃、葡萄，测试草莓、西红柿、桃、葡萄的

糖度，结果如表21所示，由表21可知，使用本发明甜叶菊提取物制剂栽培草莓、西红柿、桃、

葡萄，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糖度。

[0227] 表21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农产品糖度的影响结果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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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 实施例12：

[0230] 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在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污染中的用途

[0231] 采用人工模拟铯污染土壤环境，以氯化铯(CsCl)为铯源。试验用土均匀装袋放入

高压灭菌锅(121℃)进行湿热灭菌24h，冷却待用。每盆装土8.0kg，并施入用甜叶菊提取物

制剂制备的农用堆肥(0.5g/kg)，加水并保持田间持水量为70～80％。2周之后每盆浇入

200mg  Cs/kg  于土壤中(考虑植物生长状况与实际土壤污染现实，经过CsCl梯度试验得

出)，1周之内定期加水保持田间持水量为70～80％。4周之后待表面土和底层土Cs含量无显

著差异时，取8kg  土装入塑料容器，试验组按照如下方法在盆中种植高粱，将高粱苗浸泡于

稀释400倍的液体状制剂中24～36h；将液体状制剂稀释1000倍后均匀浇高粱。对照组只用

水浇高粱，其余和试验组保持一致。3个月后测量铯含量及富集系数，结果如表22所示，可以

看出，与对照组相比，本发明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制备的农用堆肥和液体状制剂的处理显著

增加了高粱地上部和地下部Cs含量和富集系数；与对照组相比，土壤中Cs含量也都显著降

低。这说明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增强了高粱对土壤中铯的吸收，进而促进铯从地下部转运到

地上部，有效地达到了高粱转运土壤中核素铯的目的，从而修复土壤放射性核素铯污染。

[0232] 表22甜叶菊提取物制剂对高粱地上部、地下部和土壤Cs含量以及富集系数的影响

[0233]

[0234] 上述实施例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详细

赘述。

[0235]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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