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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粪14～20份、花生麸6～

12份、松针4～8份、骨粉4～8份、秦艽10～16份、

菟丝子5～8份、土壤40～50份；所述草莓栽培基

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称取原料；S2、

秦艽和菟丝子的处理剂处理、干燥、研磨、过筛，

即得混合物A；S3、将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

和混合物A进行混合搅拌，得混合物B；S4、混合物

B与松针、骨粉、土壤的混合，得草莓栽培基质。本

发明提出的草莓栽培基质，原料来源丰富，对环

境友好，能为草莓苗提供充足的养分，能提高产

量和苗成活率，且栽培得到的果实硕大、口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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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

粪14～20份、花生麸6～12份、松针4～8份、骨粉4～8份、秦艽10～16份、菟丝子5～8份、土壤

40～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

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0～14份、腐熟羊粪15～18份、花生麸8～12份、松针5～7份、骨粉5

～7份、秦艽10～16份、菟丝子6～8份、土壤43～48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

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粪17份、花生麸10份、松针6份、骨粉6份、秦艽13份、菟

丝子7份、土壤4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由质量

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5.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粪14～20份、花生麸6～12份、松针4～

8份、骨粉4～8份、秦艽10～16份、菟丝子5～8份、土壤40～50份；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晾干，浸泡于温度为40～45℃的处理剂中15

～20min，取出，用水清洗后，于50～55℃干燥30～60min，冷却至室温，研磨，过100～200目

筛网，即得混合物A；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混

合搅拌1～2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合均

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剂由质

量比为1.2～1.6：0.3～0.6：80～9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溶液混

合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乙醇水溶液

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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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草莓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草莓又叫红莓、洋莓、地莓、凤梨草莓等，是一种红色的水果。草莓外观呈浆果状圆

体或心形，鲜美红嫩，果肉多汁，酸甜可口，香味浓郁，具有润肺生津、健脾、消暑、解热、利

尿、止渴的功效，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因此有“水果皇后”的美誉。目前，市面上常用的

草莓栽培基质主要是草炭、岩棉和木屑三种，但由于草炭的产地主要是我国东北地区，受地

域限制获取途径有限，且随着开采年限的延长，开采难度逐年较大，开采量也随之减少，导

致其价格也呈现上涨的趋势，长期开采对环境也造成一定的损害，不利于生态平衡，而岩棉

为不可降解物质，长时间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木屑长时间使用会出现板结现象，降低草莓

栽培基质的渗透性，导致草莓营养不良，并出现草莓苗成活率低、果实小、产量低的现象。基

于此，本发明提出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草莓栽培基质的来源受限、对环境不友好、价格高、

不可降解，易出现板结、成活率低、果实小、产量低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及其

制备方法。

[0004]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粪14～20

份、花生麸6～12份、松针4～8份、骨粉4～8份、秦艽10～16份、菟丝子5～8份、土壤40～50

份。

[0006] 优选的，所述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0～14份、腐熟羊粪

15～18份、花生麸8～12份、松针5～7份、骨粉5～7份、秦艽10～16份、菟丝子6～8份、土壤43

～48份。

[0007] 优选的，所述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粪17

份、花生麸10份、松针6份、骨粉6份、秦艽13份、菟丝子7份、土壤45份。

[0008] 优选的，所述微生物菌由质量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

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0009]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粪14～20份、花生麸6～12份、松

针4～8份、骨粉4～8份、秦艽10～16份、菟丝子5～8份、土壤40～50份；

[0011]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晾干，浸泡于温度为40～45℃的处理剂

中15～20min，取出，用水清洗后，于50～55℃干燥30～60min，冷却至室温，研磨，过100～

200目筛网，即得混合物A；

[0012]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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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混合搅拌1～2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0013]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

合均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0014] 优选的，所述处理剂由质量比为1.2～1.6：0.3～0.6：80～9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溶液混合而成。

[0015] 优选的，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75％。

[0016] 本发明提出的草莓栽培基质，与现有技术相比优点在于：

[0017] 1、本发明提出的草莓栽培基质，由合理比例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松针、

骨粉、秦艽、菟丝子和土壤组成，原料来源丰富，对环境友好，各种成分之间相互协同作用，

可以为草莓苗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且能促进草莓苗的生长，提高草莓苗的成活率，减少

板结现象，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有效解决现有草莓栽培基质的来源受限、对环境不友好、

价格高、不可降解，易出现板结、成活率低、果实小、产量低的问题。

[0018] 2、本发明提出的制备方法先利用以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

溶液混合而成处理剂对秦艽和菟丝子进行处理，再与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进行先混

合，能够促进基质中营养成分的吸收，避免栽培基质板结的现象发生，还能提高产量、提高

成活率，使采收的果实硕大、果肉软、汁多、味甜。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解说。

[0020] 实施例1

[0021]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8份、腐熟羊

粪20份、花生麸6份、松针4份、骨粉8份、秦艽10份、菟丝子8份、土壤50份；所述微生物菌由质

量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0022] 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8份、腐熟羊粪20份、花生麸6份、松针4份、骨粉8

份、秦艽10份、菟丝子8份、土壤50份；

[0024]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晾干，浸泡于温度为40℃的处理剂中

20min，取出，用水清洗后，于50℃干燥60min，冷却至室温，研磨，过100目筛网，即得混合物

A；所述处理剂由质量比为1.2：0.6：8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溶液

混合而成；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75％；

[0025]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

行混合搅拌1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0026]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

合均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

粪17份、花生麸10份、松针6份、骨粉6份、秦艽13份、菟丝子7份、土壤45份；所述微生物菌由

质量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0029] 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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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粪17份、花生麸10份、松针6份、骨粉

6份、秦艽13份、菟丝子7份、土壤45份；

[0031]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晾干，浸泡于温度为43℃的处理剂中

20min，取出，用水清洗后，于55℃干燥45min，冷却至室温，研磨，过200目筛网，即得混合物

A；所述处理剂由质量比为1.4：0.5：85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溶液

混合而成；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75％；

[0032]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

行混合搅拌1.5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0033]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

合均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0034] 实施例3

[003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

粪16份、花生麸12份、松针6份、骨粉4份、秦艽14份、菟丝子6份、土壤48份；所述微生物菌由

质量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0036] 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粪16份、花生麸12份、松针6份、骨粉

4份、秦艽14份、菟丝子6份、土壤48份；

[0038]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晾干，浸泡于温度为42℃的处理剂中

15min，取出，用水清洗后，于50℃干燥45min，冷却至室温，研磨，过100目筛网，即得混合物

A；所述处理剂由质量比为1.5：0.4：85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溶液

混合而成；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75％；

[0039]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

行混合搅拌2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0040]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

合均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0041] 实施例4

[004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

粪14份、花生麸12份、松针8份、骨粉4份、秦艽16份、菟丝子5份、土壤40份；所述微生物菌由

质量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0043] 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16份、腐熟羊粪14份、花生麸12份、松针8份、骨粉

4份、秦艽16份、菟丝子5份、土壤40份；

[0045]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晾干，浸泡于温度为45℃的处理剂中

15min，取出，用水清洗后，于55℃干燥30min，冷却至室温，研磨，过200目筛网，即得混合物

A；所述处理剂由质量比为1.6：0.3：9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三(2-羧乙基)膦和乙醇水溶液

混合而成；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75％；

[0046]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

行混合搅拌2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0047]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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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0048] 对比例1

[0049]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草莓栽培基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

粪17份、花生麸10份、松针6份、骨粉6份、秦艽13份、菟丝子7份、土壤45份；所述微生物菌由

质量比为6：3：2：3的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混合而成。

[0050] 一种草莓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S1、按照重量份计，称取微生物菌12份、腐熟羊粪17份、花生麸10份、松针6份、骨粉

6份、秦艽13份、菟丝子7份、土壤45份；

[0052] S2、将步骤S1的秦艽和菟丝子用水清洗后，，于55℃干燥45min，冷却至室温，研磨，

过200目筛网，即得混合物A；

[0053] S3、将步骤S1称取的微生物菌、腐熟羊粪、花生麸和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混合物A进

行混合搅拌1.5h，并控制搅拌温度低于40℃，搅拌结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混合物B；

[0054] S4、将步骤S3制备得到的混合物B以及步骤S1称取的松针、骨粉、土壤进行混合，混

合均匀即得草莓栽培基质。

[0055] 利用实施例1～4、对比例1以及常规栽培基质(含草炭)对草莓苗进行栽培，上述各

项物化参数及所栽培的草莓苗的生长指标(除了基质不同，其他栽培条件完全相同)，并以

常规栽培基质的结果为基准，衡量实施例1～4以及对比例1的草莓栽培基质对草莓苗生长

的影响，结果见下表。

[0056]

[0057] 表中，“+”表示相对于常规栽培基质的结果有所提高。

[0058] 结果显示：1)本发明提出的草莓栽培基质相比于常规栽培基质得到的草莓，口感

更好、产量更高，苗成活率更高；2)本发明提出的草莓栽培基质中的秦艽和菟丝子的预处理

对草莓的产量和成活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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