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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谷物增产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M1.有机肥制作：有机肥制作原料包括：

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木灰；

M2.整地：浅耕灭茬、翻耕、深松耕、耙地、耢地、镇

压、平地、耖田、起垄、作畦；M3.施肥：施加所述有

机肥和无机肥；M4 .播种或者插秧：谷物经过晒

种、拌种后，播种或者插秧；M5.灌溉：谷物生长期

间，按照天气及谷物生长需要灌溉；M6.收获：谷

物成熟时，将谷物收获脱粒，晒干，入库。本发明

在常规施肥的基础上每亩增施有机肥160～

200kg，改善了土壤肥力，有效的提高了谷物的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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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M1 .有机肥制作：有机肥制作原料包括：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木

灰；

M2.整地：浅耕灭茬、翻耕、深松耕、耙地、耢地、镇压、平地、耖田、起垄、作畦；

M3.施肥：施加所述有机肥和无机肥；

M4.播种或者插秧：谷物经过晒种、拌种后，播种或者插秧；

M5.灌溉：谷物生长期间，按照天气及谷物生长需要灌溉；

M6.收获：谷物成熟时，将谷物收获脱粒，晒干，入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肥的制作步骤包括：

M1.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

备用；

M1.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堆高

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所述有

机肥。

3.一种谷物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原料包括：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

草木灰。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谷物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肥的制作步骤包括：

M1.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

备用；

M1.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堆高

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所述有

机肥。

5.一种谷物用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M1.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

备用；

M1.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堆高

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所述有

机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M3.施肥，进一步包括：

M3.1施有机肥：浅耕灭茬后，施入步骤M1中制作的有机肥160～200公斤，然后进行翻

耕，将有机肥与土壤充分混合；

M3.2施无机肥：施入氮肥、磷肥、钾肥和硫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氮肥包括：尿素(含N46％)。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磷肥包括：重过磷酸钙(含

P2O5  44％)。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钾肥包括：氯化钾(含K2O 

60％)。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谷物增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硫肥包括：硫酸铵(分析纯，

含硫24％、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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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谷物增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现代农业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谷物增产的施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谷物作为中国人的传统饮食，几千年来一直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之

一，在我国的膳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的主食。早在先民们定居于黄河流域之

时，种植谷物就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活动。从此之后谷物在中华民族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

绝对支撑的地位。可以说，几千年以来，如果没有谷物来充当中国人的食物就没有中华民族

的繁衍昌盛，历史上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与文明进程都与谷物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0003] 在所有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中，氮是限制植物生长发育、形成产量和品质改善的

首要因素。在世界范围内土壤的含氮量不高，且氮素在土壤中容易淋失，而随着现代农业的

发展，使得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急剧降低与氮素的加剧消耗，因此自20世纪以来，氮肥的生产

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0004] 肥料是作物的粮食，是增产的物质基础，我国农谚有“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之

说，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化肥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包括当季肥效和后效，平均增产效

果为50％，我国近年来的土壤肥力监测结果表明，肥料对农产品产量的贡献率，全国平均为

57.8％。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应该说一半归功于肥料的作用。

[0005]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和对农副产品质

量的要求也日益重视，大量施用化学肥料或养分配比不当不仅会使农产品品质下降，而且

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严重威胁，另外化学肥料的长期使用会使农作物逐年减产，直至无法耕

种，在意识到化学药品肥料的危害后，人们多施加有机肥，但是现有的水有机肥所含的氮、

磷、钾成分很少，达不到作物生长的要求，导致谷物的产量不高，并且给土地造成一定的影

响，这就减少了种植者的经济效益。

[0006] 有机肥与无机肥配施不仅可提高产品质量，还有利于减缓单一施用化肥对生态环

境的危害，有机无机肥配施在培肥土壤和提高作物产量方面均优于二者单独施用，是保证

作物稳产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有机质可以改良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

熟化土壤，培肥地力。，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配合施用，可以取长补短，互促肥。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了一种同时施用有机

肥和无机肥使谷物增产的施肥方法，可有效增加谷物的产量。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谷物增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M1.有机肥制作：有机肥制作原料包括：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

木灰；

[0010] M2.整地：浅耕灭茬、翻耕、深松耕、耙地、耢地、镇压、平地、耖田、起垄、作畦；

[0011] M3.施肥：施加所述有机肥和无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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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M4.播种或者插秧：谷物经过晒种、拌种后，播种或者插秧；

[0013] M5.灌溉：谷物生长期间，按照天气及谷物生长需要灌溉；

[0014] M6.收获：谷物成熟时，将谷物收获脱粒，晒干，入库。

[0015] 优选地，所述有机肥的制作步骤包括：

[0016] M1.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

粉，备用；

[0017] M1.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

堆高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所

述有机肥。

[001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谷物用有机肥，原料包括：海水稻秸

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木灰。

[0019] 优选地，所述有机肥的制作步骤包括：

[0020] M1.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

粉，备用；

[0021] M1.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

堆高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所

述有机肥。

[002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谷物用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3] M1.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

粉，备用；

[0024] M1.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

堆高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所

述有机肥。

[0025] 优选地，所述M3.施肥，进一步包括：

[0026] M3.1施有机肥：浅耕灭茬后，施入步骤M1中制作的有机肥160～200公斤，然后进行

翻耕，将有机肥与土壤充分混合；

[0027] M3.2施无机肥：施入氮肥、磷肥、钾肥和硫肥。

[0028] 优选地，所述氮肥包括：尿素(含N46％)。

[0029] 优选地，所述磷肥包括：重过磷酸钙(含P2O544％)。

[0030] 优选地，所述钾肥包括：氯化钾(含K2O  60％)。

[0031] 优选地，所述硫肥包括：硫酸铵(分析纯，含硫24％、氮21％)。

[0032] 本发明有益效果包括：本发明在常规施肥的基础上每亩增施有机肥160～200kg，

改善了土壤肥力，有效的提高了谷物的产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详述本发明。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

确，以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4] 本发明谷物增产方法，在地块中同时施用有机肥和无机肥，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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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1.有机肥制作

[0036] 有机肥制作原料包括：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按重量份

计为：海水稻秸秆110～140份、海水稻谷壳15～20份、菌菇渣130～160份、鸡粪115～140份、

草木灰15～20份。

[0037] 秸秆是成熟农作物茎叶(穗)部分的总称，海水稻光合作用的产物有一半以上存在

于秸秆中，富含氮磷钾钙镁和有机质，属于农业生态系统中一种十分宝贵的生物质能资源。

[0038] 稻壳富含纤维素、木质素、二氧化硅；脂肪和蛋白质含量极低。稻壳最为显著的特

点是高灰分(7％——9％)和高硅石含量(20％左右)，具有良好的韧性、多孔性、低密度

(112——144kg/m3)以及质地粗糙等。

[0039] 草木灰为植物燃烧后的灰烬，所以是凡植物所含的矿质元素，草木灰中几乎都含

有，主要成分是碳酸钾(K2CO3)，其中含量最多的是钾元素，一般含钾6～12％，其中90％以

上是水溶性，以碳酸盐形式存在；其次是磷，一般含1.5～3％；还含有钙、镁、硅、硫和铁、锰、

铜、锌、硼、钼等微量营养元素。不同植物的灰分，其养分含量不同，以向日葵秸秆的含钾量

为最高。在等钾量施用草木灰时，肥效好于化学钾肥。所以，它是一种来源广泛、成本低廉、

养分齐全、肥效明显的无机农家肥。

[0040] 鸡粪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有机肥，鸡摄入的饲料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约有40％-

70％的营养物被排出体外，因此鸡粪在所有禽畜粪便当中养分是最高的，其含有丰富的营

养，其中粗蛋白18.7％、脂肪2.5％、灰分13％、碳水化合物11％、纤维7％，含氮2.34％、磷

2.32％、钾0.83％，分别是猪粪的4.1倍、5.1倍和1.8倍。

[0041] 菌菇渣的主要成分是被食用菌菌丝利用后植物残渣，主要有各种作物秸秆、棉籽

壳、玉米芯、甘蔗渣等，食用菌对栽培料中的营养成分利用率约70％，因此废弃菌渣中仍含

有大量可利用的营养物质，比如有粗纤维、粗蛋白、粗脂肪及微量元素等，并且残留有大量

的食用菌菌丝可以促进发酵，是优良的有机肥资源。

[0042] 有机肥制作原料包括：

[0043] 1 .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

粉，备用；

[0044] 1 .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

堆高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发

酵料；

[0045] 2.整地

[0046] 整地整地的目的是创造良好的土壤耕层构造和表面状态，提高土壤肥力，为播种

和作物生长、田间管理提供良好条件。在中国，整地的主要作业包括浅耕灭茬、翻耕、深松

耕、耙地、耢地、镇压、平地、耖田、起垄、作畦等。

[0047] 3.施肥

[0048] 施肥的步骤包括施有机肥和施无机肥。

[0049] 3.1施有机肥：浅耕灭茬后，施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160～200公斤，然后进行翻

耕，将有机肥与土壤充分混合。

[0050] 3.2施无机肥：施入氮肥(5-15kg/亩)、磷肥(4-10kg/亩)、钾肥(4-10kg/亩)和硫肥

(2-5kg/亩)，施用肥料分别为：尿素(含N46％)、重过磷酸钙(含P  2O  544％)、氯化钾(含K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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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硫酸铵(分析纯，含硫24％、氮21％)，全部基施。

[0051] 4.播种或者插秧，谷物经过晒种、拌种后，按照当季种植习惯播种。

[0052] 5.灌溉，谷物生长期间，按照天气及谷物生长需要灌溉。

[0053] 6.收获，待谷物成熟时，将谷物收获脱粒，晒干，计算产量。

[0054] 实施例1

[0055] 本实施例所选谷物种类为小麦，选用品种为济麦22号。

[0056] 济麦22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育成的超高产、多抗、优质中筋小麦新品

种，半冬性，幼苗半匍匐，中晚熟，株高75厘米左右，株型紧凑，叶片较小上冲，抗寒性好，抽

穗后茎叶蜡质明显，长相清秀，茎秆弹性好，抗倒伏，抗干热风，熟相好；分蘖力强，成穗率

高；穗长方形，长芒、白壳、白粒，籽粒硬质饱满；亩有效穗40-45万穗，穗粒数36-38粒，千粒

重42-45克，容重800克/升左右。

[0057] 1.有机肥制作包括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木灰，包括以下按重

量份计的原料：海水稻秸秆110～140份、海水稻谷壳15～20份、菌菇渣130～160份、鸡粪115

～140份、草木灰15～20份。

[0058] 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

粉，备用；

[0059] 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堆

高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发酵

料；

[0060] 2 .A组试验田为常规施肥，只施入无机肥，B组试验田为单施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

肥，C组试验田为本发明所用施肥方法无机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小区间筑双埂并用塑

料薄膜包隔，单排单灌，防止肥水混窜，其它田间管理严格按高产田的管理措施，设置三次

重复。

[0061] 3.A1-A3试验田每亩施氮(N)12kg，施磷(P  2O5)7kg，施钾(K2O)6kg，氮、磷、钾肥全

部基施。B1-B3试验田每亩施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180kg，全部基施，C1-C3块试验田每亩

施氮(N)12kg，施磷(P2O5)7kg，施钾(K2O)6kg，施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180kg，全部基施。

基肥采用撒施后翻耕入土。

[0062] 4.播种，小麦经过晒种、拌种后，直播，小麦种植密度均为300万株/bm  2

[0063] 5.小麦生长期间，按照当地生产习惯管理，拔节期及时追施氮肥，A组、B组、C组同

等处理；

[0064] 6.收获，待小麦成熟时，将小麦收获，采用小区脱粒，晒干

[0065] 7.数据统计与分析，分析A、B、C的产量。对于同时施入有机肥和无机肥而言，能显

著提高谷物产量(见表1)。只施入无机肥的A组平均产量为508.33kg/亩；同等条件下，只施

入本发明有机肥的B组平均产量为451.75kg/亩；同时施入本发明有机肥和无机肥的C组平

均产量为615.08kg/亩，比A组增产幅度达到17.3％，比B组增产幅度达到26.55％，增加了经

济价值，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0066] 表1不同施肥方法种济麦22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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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实施例2

[0069] 本次实验所选谷物种类为玉米，选用品种为郑单958。

[0070] 郑单958是河南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其幼苗叶鞘紫色，生长势一般，

株型紧凑，株高246厘米左右，穗位高110厘米左右，雄穗分枝中等，分枝与主轴夹角小。果穗

筒形，有双穗现象，穗轴白色，果穗长16.9厘米，穗行数14-16行，行粒数35个左右。结实性

好，秃尖轻。籽粒黄色，半马齿型，千粒重307克，出籽率88％一90％。

[0071] 1.有机肥制作包括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菌菇渣、鸡粪、草木灰，包括以下按重

量份计的原料：海水稻秸秆110～140份、海水稻谷壳15～20份、菌菇渣130～160份、鸡粪115

～140份、草木灰15～20份。

[0072] 1)原料处理，将海水稻秸秆、海水稻谷壳粉碎，得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

粉，备用；

[0073] 2)将菌菇渣、鸡粪、草木灰、海水稻秸秆粉和海水稻谷壳粉混合均匀，收拢成堆，堆

高为80-90cm，用料膜覆盖，每隔3天翻堆一次，在45-50℃的环境中发酵10-12天，得到发酵

料；

[0074] 2 .A组试验田为常规施肥，只施入无机肥，B组试验田为单施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

肥，C组试验田为本发明所用施肥方法无机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小区间筑双埂并用塑

料薄膜包隔，单排单灌，防止肥水混窜，其它田间管理严格按高产田的管理措施，设置三次

重复。

[0075] 3.A1-A3试验田每亩施氮(N)24kg，施磷(P2O5)10kg，施钾(K2O)10kg，氮、磷、钾肥全

部基施。B1-B3试验田每亩施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180kg，全部基施，C1-C3块试验田每亩

施氮(N)24kg，施磷(P2O5)10kg，施钾(K2O)10kg，施入步骤1中制作的有机肥180kg，全部基

施。基肥采用撒施后翻耕入土。

[0076] 1.播种，播种，玉米经过拌种后，直播

[0077] 4.玉米生长期间，按照当地生产习惯管理，拔节期及时追施氮肥，A组、B组、C组同

等处理；

[0078] 5.收获，待玉米成熟时，将玉米收获，采用小区脱粒，晒干

[0079] 6.数据统计与分析，分析A、B、C的产量。对于同时施入有机肥和无机肥而言，能显

著提高谷物产量(见表2)。只施入无机肥的A组平均产量为636.49kg/亩；同等条件下，只施

入有机肥的B组平均产量为416 .39kg/亩；同时施入有机肥和无机肥的C组平均产量为

890.16kg/亩，比A组增产幅度达到29.42％，比B组增产幅度达到45.2％，增加了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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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0080] 表2不同施肥方法对郑单958产量的影响

[0081]

[008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几个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发

明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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