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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业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灵芝

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即第一年4月在

大田种植灵芝；灵芝收获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

大田放养鸡；第二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种植水

稻；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稻作收获后，播种冬季绿

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

鸡；季节性休耕，如此二年为一个轮换周期。本发

明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期种植冬季绿肥紫云

英，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种地与养地相

结合，同时得到有机肥料鸡粪的补充；种植、养殖

相结合，耕地既能得到休耕保养，又实现休耕不

休产，提高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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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第一年4月在大田种植灵芝；

（2）灵芝收获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

大田放养鸡；

（3）第二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种植水稻；

（4）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水稻收获后，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

大田放养鸡；如此二年为一个轮换周期；

步骤（1）种植灵芝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室内培菌阶段：培养料含有以下质量分数原料：棉籽壳40%  ~  60%、非芳香阔叶树锯

木屑或碎料30%  ~  40%、麦麸或米糠7%  ~  18%、石膏粉1  ~  2%，上述四种原料质量分数之和

为100%；培养料加水混合，混合后含水量为60%  ~  65%；采用厚0.005  cm的低压高密度聚乙

烯塑料袋进行装袋，培养料装满后用细绳扎紧袋口；常压灭菌100  ℃保持12  ~  14  h；3月

份，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程，进行灵芝接种，并及时送往培养室培菌；温度保持在25  ~  27 

℃，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60%  ~  65%，经过35  ~  45  d培养，菌丝发满整个菌袋；

（2）大田栽培阶段：遮阴棚采用钢结构或竹木大棚，规格6  m宽×3.5  m高,棚顶及荫棚

四周铺设黑色遮阳网；栽培地块排水良好，土质疏松肥沃，畦高20  ~  25  cm，宽2.1  ~  2.2 

m，畦上开沟，沟深20  ~  25  cm，行距25  ~  30  cm；4月份，当日平均气温20-25  ℃，菌丝长满

菌袋，菌袋有菌芽出现时，把菌袋脱袋埋入沟内；埋土后，气温20-30  ℃，7  ~  15  d出芝，菌

芽生长保持通气，空气相对湿度在80%  ~  90%，灵芝采收时，及时通风排湿，保持菌褶色泽正

常；

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的方法为：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播种量为

22.5  ~  30  kg/hm2，在12  月中旬前撒施磷肥150  ~  300kg/hm2作为基肥，2月初即立春前后，

看苗施春发肥，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紫云英盛花期之前进行压青肥田，配施石灰225  ~ 

750kg/hm2助沤；

所述大田放养鸡的具体方法为：

（1）育雏阶段：1  ~  40日龄为雏鸡阶段，在室内进行保温饲养，在育雏前  1  ~  2  d，将舍

内温度提升到33  ~  35  ℃，以后每周降低2  ~  3  ℃，当室内温度在20  ~  22  ℃时不用再保

温；进苗前相对湿度保持在60%  ~  70%，进苗后保持在55%-65%；饲料每天投喂6次，自由采

食；每天的供水应充足，在水中加入终浓度为5wt％的葡萄糖，以增强雏鸡体质；7  ~  10日龄

和30日龄分别进行新城疫滴鼻免疫；

（2）大田放养阶段：雏鸡40日龄后，体重0.3  kg以上，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开始每天放养 

2  ~  4  h，逐步将雏鸡放入大田中，每公顷田地饲养的数量控制在3000只以内；

步骤（3）种植水稻的方法为：

（1）育秧阶段：4月下旬至5月上旬播种，秧田播种量210  ~  225  kg/  hm  2；播种前做好种

子消毒、精量播种，秧田期加强肥水管理，培育多蘖壮秧；

（2）大田栽培阶段：秧龄30~35d进行移栽，插植规格为23cm×23cm，丛插2粒谷，插秧后

3d内进行补苗；在施肥上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增施有机肥，氮、磷、钾肥合理搭配；基肥占总

施肥量50%~60%，追肥占30%~40%，穗肥占10%，中等肥力田块施纯氮150~180kg/hm
2，N、P、K 

比例为1∶0.7∶1；水分管理做到浅水插秧，寸水返青，湿润促蘖，够苗及时排水搁田间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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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适时烤田控苗壮秆，足水孕穗抽穗扬花，湿润养根灌浆成熟；并及时防治病虫害，做好

“三虫两病”，即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瘟病和纹枯病的防治；

（3）水稻收割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水稻收割后，在田面上均匀撒盖一层稻草，稻草

用量为2250  ~  3000kg/hm2，剩余稻草晒干扎捆，以备养鸡育雏阶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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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为增产量保供给保吃饭，耕地超强度开发，水资源

过度消耗、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土壤污染加重等问题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

当前亟需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把农业资源利用过高的强度“降”下来，把农业面源污染加

重的趋势“缓”下来，改变资源超强度利用的现状、扭转农业生态系统恶化的势头，实现资源

永续利用。轮作休耕就是要减少水资源利用，使耕地得到休养生息，同时优化资源配置，调

整种植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使污染的耕地逐渐得到治理，使退化的生态逐

步得到改善，让水变清、山变绿、地变肥，美化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助力生态宜居。在水稻主

产区，稻田经过冬闲田，来年继续连茬种植水稻，致使耕地过度使用，土壤环境恶化，土地肥

力下降。而冬闲田种植绿肥与养鸡结合，绿肥可作为鸡的饲料来源，还田后补充土壤有机

质，养鸡产生的鸡粪在田间原位腐解，利用冬闲田作为有机肥发酵和堆放的地点，又能培肥

土地，减少后期水稻种植期间的化肥用量；轮作模式，能有效调整种植结构，克服连作障碍，

改善土壤环境。

[0003] 专利一种利用蔬菜大棚轮休期的养鸡方法（公布号  CN104221997）,公开了一种利

用蔬菜大棚轮休期的养鸡方法，利用蔬菜大棚休耕期养鸡，只涉及休耕养地，并不涉及轮

耕。专利一种南方稻区轮作种植方法（公布号  CN104381068A）,公开了一种南方稻区轮作种

植的方法，实行水田作物与旱地作物轮作，种地与养地结合，但没有种植与养殖的结合。专

利玉米休耕轮作和防风保水的耕作方法（公布号  CN1736137A），公开了一种玉米休耕轮作

和防风保水的耕作方法，将传统耕作垄改变为超大垄，实现土地休耕并起到防风作用，只解

决连作问题。本发明的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实行灵芝、水稻水旱轮作，休耕

期间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种地与养地相结合，种植与养殖相

结合，土壤微生物总数显著增加，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土壤蓄水、保水能力有效提升；

不仅解决连作障碍、养地问题，还实现休耕不休产，提高了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以二年为周期，

轮流种植灵芝、 冬季绿肥紫云英（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水稻。实行灵芝、水稻水旱轮

作，合理安排茬口，解决现有灵芝、水稻长期连作模式下连作障碍、秸秆还田困难问题；休耕

期间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种地与养地相结合，同时得到有机

肥料鸡粪的补充，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少病虫害发生，促进农药残留降

解；种植、养殖相结合，耕地既能得到休耕保养，又实现休耕不休产，提高了经济效益。采用

该方法可一举数得，解决南方稻田复种指数高，农药化肥过量使用，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农

业生态环境严重透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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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0007] （1）第一年4月在大田种植灵芝；

[0008] （2）灵芝收获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

英的大田放养鸡；

[0009] （3）第二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种植水稻；

[0010] （4）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水稻收获后，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

英的大田放养鸡；属于季节性休耕，如此二年为一个轮换周期。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实施例1

[0012] 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0013] （1）第一年4月在大田种植灵芝；

[0014] （2）灵芝收获后，9月下旬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

养鸡；

[0015] （3）第二年5月下旬种植水稻；

[0016] （4）9月下旬水稻收获后，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

养鸡；属于季节性休耕，如此二年为一个轮换周期。

[0017] 其中：

[0018] 1.种植灵芝

[0019] （1）室内培菌阶段：培养料含有以下质量分数原料：棉籽壳40%、非芳香阔叶树锯木

屑或碎料40%、麦麸或米糠18%、石膏粉2%，上述四种原料质量分数之和为100%；培养料加水

混合，混合后含水量为60%；采用厚0.005cm的低压高密度聚乙烯塑料袋进行装袋，培养料装

满后用细绳扎紧袋口。常压灭菌100℃保持12h。3月份，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程，进行灵芝接

种，并及时送往培养室培菌。培养室做好通气降温降湿，温度保持在25℃，空气相对湿度保

持在60%，经过35  d的培养，菌丝发满整个菌袋。

[0020] （2）大田栽培阶段：遮阴棚采用钢结构或竹木大棚，规格6  m(宽)×3.5  m(高) ,棚

顶及荫棚四周铺设黑色遮阳网，方便大田栽培温湿度调控。栽培地块排水良好，土质疏松肥

沃，畦高20cm，宽2.2m，畦上开沟，沟深20cm，行距25cm。4月份，当日平均气温20℃，菌丝长满

菌袋，菌袋有菌芽出现时，把菌袋脱袋埋入沟内。埋土后，气温20℃，15d出芝，菌芽生长保持

通气，空气相对湿度在80%，土壤处于疏松湿润状态。灵芝采收时，及时通风排湿，尽量保持

菌褶色泽正常。

[0021] 2.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

[0022] (1)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9月下旬水稻收获后，播种紫云英，播种量为22.5kg/

hm2。紫云英喜磷，在12  月中旬前，撒施磷肥150kg/hm2作为基肥。2月初，看苗施春发肥，起到

“以小肥换大肥”的作用。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紫云英盛花期之前进行压青肥田，配施石灰

225kg/hm2助沤。

[0023] (2)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

[0024] a.育雏阶段：1  ~  40日龄为雏鸡阶段，在室内进行保温饲养。在育雏前  1d，将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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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提升到33℃，以后每周降低2℃，当室内温度在20℃时不用再保温。进苗前相对湿度保

持在60％，进苗后保持在55％。购买全价饲料，每天投喂6次，自由采食。每天的供水应充足，

在水中加入 终浓度为5wt％的葡萄糖，以增强雏鸡体质。7日龄和30日龄分别进行新城疫滴

鼻免疫。

[0025] b.大田放养阶段：雏鸡40日龄后，体重0.3kg以上，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开始每天放

养  2h，逐步将雏鸡放入大田中，训练其自由采食，使其适应大田环境。放养鸡群每天早上喂

六七成饱，促使鸡寻找食物，以增加鸡的活动量，采集更多的天然食物。天气不好时要减少

鸡群户外运动时间。大田养鸡，由于环境复杂，鸡群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养殖者要做好疾病

预防工作。饲养鸡的数量与田块的大小有关，每公顷田地饲养的数量为2000只。

[0026] 3.轮茬种植水稻

[0027] （1）育秧阶段：4月下旬播种，秧田播种量210kg/  hm2。播种前做好种子消毒、精量

播种，秧田期加强肥水管理，培育多蘖壮秧。

[0028] （2）大田栽培阶段：秧龄30d进行移栽。插植规格为23cm×23cm，丛插2粒谷，插秧后

3d内进行补苗，保证全苗。在施肥上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增施有机肥，氮、磷、钾肥合理搭

配。基肥占总施肥量50%，追肥占40%，穗肥占10%，保证早生快发，中期补肥攻穗，后期不缺

肥、不早衰。中等肥力田块施纯氮150kg/hm2，N、P、K 比例为1∶0.7∶1。水分管理做到浅水插

秧，寸水返青，湿润促蘖，够苗及时排水搁田间歇灌溉、适时烤田控苗壮秆，足水孕穗抽穗扬

花，湿润养根灌浆成熟。及时防治病虫害，注意做好“三虫两病”，即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

飞虱、稻瘟病和纹枯病的防治。

[0029] （3）水稻收割阶段：9月下旬水稻收割后，在田面上均匀撒盖一层稻草，稻草用量为

2250kg/hm2，有利于紫云英防旱保温增产。剩余稻草晒干扎捆，以备养鸡育雏阶段用。

[0030] 实施例2

[0031] 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0032] （1）第一年4月在大田种植灵芝；

[0033] （2）灵芝收获后，10月上旬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

养鸡；

[0034] （3）第二年6月上旬种植水稻；

[0035] （4）10月上旬水稻收获后，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

养鸡；属于季节性休耕，如此二年为一个轮换周期。

[0036] 其中：

[0037] 1.种植灵芝

[0038] （1）室内培菌阶段：培养料含有以下质量分数原料：棉籽壳50%、非芳香阔叶树锯木

屑或碎料35%、麦麸或米糠14%、石膏粉1%，上述四种原料质量分数之和为100%；培养料加水

混合，混合后含水量为63%；采用厚0.005cm的低压高密度聚乙烯塑料袋进行装袋，培养料装

满后用细绳扎紧袋口。常压灭菌100℃保持13h。3月份，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程，进行灵芝接

种，并及时送往培养室培菌。培养室做好通气降温降湿，温度保持在26℃，空气相对湿度保

持在63%，经过40d的培养，菌丝发满整个菌袋。

[0039] （2）大田栽培阶段：遮阴棚采用钢结构或竹木大棚，规格6m宽×3.5m高，棚顶及荫

棚四周铺设黑色遮阳网，方便大田栽培温湿度调控。栽培地块排水良好，土质疏松肥沃，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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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3cm，宽2.2m，畦上开沟，沟深22cm，行距28cm。4月份，当日平均气温23℃，菌丝长满菌袋，

少数菌袋有菌芽出现时，把菌袋脱袋埋入沟内。埋土后，气温25℃，  11d出芝，菌芽生长保持

通气，空气相对湿度在85%，土壤处于疏松湿润状态。灵芝采收时，及时通风排湿，尽量保持

菌褶色泽正常。

[0040] 2.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

[0041] (1)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10月上旬稻作收获后，播种紫云英，播种量为26kg/hm2。

紫云英喜磷，在12月中旬前，撒施磷肥225kg/hm2作为基肥。2月初，看苗施春发肥，起到“以

小肥换大肥”的作用。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紫云英盛花期之前进行压青肥田，配施石灰

490kg/hm2助沤。

[0042] (2)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

[0043] a .育雏阶段：1  ~  40日龄为雏鸡阶段，在室内进行保温饲养。在育雏前2d，将舍内

温度提升到34℃，以后每周降低2℃，当室内温度在21℃时不用再保温。进苗前相对湿度保

持在65％，进苗后保持在60％。购买全价饲料，每天投喂6次，自由采食。每天的供水应充足，

在水中加入终浓度为  5wt％的葡萄糖，以增强雏鸡体质。8日龄和30日龄分别进行新城疫滴

鼻免疫。

[0044] b.大田放养阶段：雏鸡40日龄后，体重0.3kg以上，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开始每天放

养3h，逐步将雏鸡放入大田中，训练其自由采食，使其适应大田环境。放养鸡群每天早上喂

六七成饱，促使鸡寻找食物，以增加鸡的活动量，采集更多的天然食物。天气不好时要减少

鸡群户外运动时间。大田养鸡，由于环境复杂，鸡群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养殖者要做好疾病

预防工作。饲养鸡的数量与田块的大小有关，每公顷田地饲养的数量在2500只。

[0045] 3.轮茬种植水稻

[0046] （1）育秧阶段：5月上旬播种，秧田播种量220kg/  hm2。播种前做好种子消毒、精量

播种，秧田期加强肥水管理，培育多蘖壮秧。

[0047] （2）大田栽培阶段：秧龄32d进行移栽。插植规格为23cm×23cm，丛插2粒谷，插秧后

3d内进行补苗，保证全苗。在施肥上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增施有机肥，氮、磷、钾肥合理搭

配。基肥占总施肥量55%，追肥占35%，穗肥占10%，保证早生快发，中期补肥攻穗，后期不缺

肥、不早衰。中等肥力田块施纯氮165kg/hm2，N、P、K 比例为1∶0.7∶1。水分管理做到浅水插

秧，寸水返青，湿润促蘖，够苗及时排水搁田间歇灌溉、适时烤田控苗壮秆，足水孕穗抽穗扬

花，湿润养根灌浆成熟。及时防治病虫害，注意做好“三虫两病”，即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

飞虱、稻瘟病和纹枯病的防治。

[0048] （3）水稻收割阶段：10月上旬水稻收割后，在田面上均匀撒盖一层稻草，稻草用量

为2625kg/hm2，有利于紫云英防旱保温增产。剩余稻草晒干扎捆，以备养鸡育雏阶段用。

[0049] 实施例3

[0050] 灵芝与水稻轮作休耕用养结合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0051] （1）第一年4月在大田种植灵芝；

[0052] （2）灵芝收获后，10月上旬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

养鸡；

[0053] （3）第二年6月上旬种植水稻；

[0054] （4）10月上旬水稻收获后，播种冬季绿肥紫云英，12月上旬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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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属于季节性休耕，如此二年为一个轮换周期。

[0055] 其中：

[0056] 1.种植灵芝

[0057] （1）室内培菌阶段：培养料含有以下质量分数原料：棉籽壳60%、非芳香阔叶树锯木

屑或碎料30%、麦麸或米糠8%、石膏粉2%，上述四种原料质量分数之和为100%；培养料加水混

合，混合后含水量为65%；采用厚0.005cm的低压高密度聚乙烯塑料袋进行装袋，培养料装满

后用细绳扎紧袋口。常压灭菌100℃保持14h。3月份，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程，进行灵芝接

种，并及时送往培养室培菌。培养室做好通气降温降湿，温度保持在27℃，空气相对湿度保

持在65%，经过45  d培养，菌丝发满整个菌袋。

[0058] （2）大田栽培阶段：遮阴棚采用钢结构或竹木大棚，规格6m宽×3.5m高,棚顶及荫

棚四周铺设黑色遮阳网，方便大田栽培温湿度调控。栽培地块排水良好，土质疏松肥沃，畦

高25cm，宽2.1m，畦上开沟，沟深25cm，行距30cm。4月份，当日平均气温25℃，菌丝长满菌袋，

少数菌袋有菌芽出现时，把菌袋脱袋埋入沟内。埋土后，气温30℃，7  d出芝，菌芽生长保持

通气，空气相对湿度在90%，土壤处于疏松湿润状态。灵芝采收时，及时通风排湿，尽量保持

菌褶色泽正常。

[0059] 2.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在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

[0060] (1)种植冬季绿肥紫云英：10月上旬稻作收获后，播种紫云英，播种量为30kg/hm2。

紫云英喜磷，在12  月中旬前，撒施磷肥300kg/hm2作为基肥。2月初，看苗施春发肥，起到“以

小肥换大肥”的作用。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紫云英盛花期之前进行压青肥田，配施石灰

750kg/hm2助沤。

[0061] (2)种植紫云英的大田放养鸡

[0062] a.育雏阶段：1  ~  40日龄为雏鸡阶段，在室内进行保温饲养。在育雏前2  d，将舍内

温度提升到35℃，以后每周降低3℃，当室内温度在22℃时不用再保温。进苗前相对湿度保

持在70％，进苗后保持在65％。购买全价饲料，每天投喂6次，自由采食。每天的供水应充足，

在水中可加入  终浓度为5wt％的葡萄糖，以增强雏鸡体质。10日龄和30日龄分别进行新城

疫滴鼻免疫。

[0063] b.大田放养阶段：雏鸡40日龄后，体重0.3kg以上，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开始每天放

养4  h，逐步将雏鸡放入大田中，训练其自由采食，使其适应大田环境。放养鸡群每天早上喂

六七成饱，促使鸡寻找食物，以增加鸡的活动量，采集更多的天然食物。天气不好时要减少

鸡群户外运动时间。大田养鸡，由于环境复杂，鸡群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养殖者要做好疾病

预防工作。饲养鸡的数量与田块的大小有关，每公顷田地饲养的数量控制在3000只。

[0064] 3.轮茬种植水稻

[0065] （1）育秧阶段：4月下旬播种，秧田播种量225kg/  hm2。播种前做好种子消毒、精量

播种，秧田期加强肥水管理，培育多蘖壮秧。

[0066] （2）大田栽培阶段：秧龄35d进行移栽。插植规格为23cm  ×  23cm，丛插2粒谷，插秧

后3d内进行补苗，保证全苗。在施肥上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增施有机肥，氮、磷、钾肥合理搭

配。基肥占总施肥量60%，追肥占30%，穗肥占10%，保证早生快发，中期补肥攻穗，后期不缺

肥、不早衰。中等肥力田块施纯氮180kg/hm2，N、P、K 比例为1∶0.7∶1。水分管理做到浅水插

秧，寸水返青，湿润促蘖，够苗及时排水搁田间歇灌溉、适时烤田控苗壮秆，足水孕穗抽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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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湿润养根灌浆成熟。及时防治病虫害，注意做好“三虫两病”，即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

飞虱、稻瘟病和纹枯病的防治。

[0067] （3）水稻收割阶段：10月上旬水稻收割后，在田面上均匀撒盖一层稻草，稻草用量

为3000kg/hm2，有利于紫云英防旱保温增产。剩余稻草晒干扎捆，以备养鸡育雏阶段用。

[0068] 实施例4  土壤环境变化

[0069] 本方法显著提高了稻田有机质、全氮、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与冬闲相比分别提高

了23.95%、252.48%、86.51%和73.45%，从而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少化肥使用；灵芝病原菌

主要为真菌类，降解农药的微生物类群主要为细菌类，本方法有效增加了土壤中的微生物

总数，提高细菌数量占微生物总数的比例，降低真菌数量占微生物总数的比例，从而减少灵

芝病害发生，并促进土壤中农药残留的降解，解决灵芝因连作障碍导致土壤中的微生物总

数和细菌数量减少，真菌数量增加，微生物群落组成向“真菌型”方向转变的问题。本方法主

要通过提高有效穗数，促进水稻增产17 .11%  ~  21 .22%，有效穗显著高于冬闲，增幅为

23.51%  ~  33.34%；能增加农民单位面积稻田的收入，如成鸡出售，按每公顷饲养鸡3000只

计算，利润10  ~  15元/只，养鸡的利润为3  ~  4.5万元/公顷。

[007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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