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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作物驱虫方法、
液态驱虫基质肥及其制备方
法
(57)摘要
液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作物驱虫方法、
态驱虫基质肥及其制备方法。
该作物驱虫方法包
括：
按照预设的第一稀释比例，
稀释液态驱虫基
质肥，
并且在作物种植前，
在种植地块上喷洒所
述以第一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按照
预设的第二稀释比例，
稀释液态驱虫基质肥，
并
且在作物生长期，
以设定的喷洒周期，
向作物喷
洒所述以第二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该方法采用自然界中原生的微生物菌种进行驱
虫，
不含化学物质，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同时，
还
可以起到改善土壤微生物菌群和提供营养成分
等的作用，
并且结合底部土壤驱虫和叶面喷洒驱
虫两种方式，
可以很好的提高种植作物的质量，
降 低作物和土壤中农药残留 ，减少对人体的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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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液态驱虫基质肥，
其特征在于，
所述液态驱虫基质肥通过驱虫菌种在营养源中
培养预设的时间后，
制备获得。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虫菌种包括：
苏云金杆
菌、
芽孢杆菌、
白僵菌、
光合成菌以及EM菌。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其特征在于，
所述营养源包括：
蜜糖、腐殖
酸、
黄豆粉以及乳清粉。
4 .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在灭菌容器中依次序放入蜜糖、
水、
腐殖酸、
黄豆粉以及乳清粉并搅拌均匀；
在搅拌均匀后的灭菌容器中，
加入待培养菌种；
密封静置培养预设的时间后，
制备获得所述液体驱虫基质肥。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容积为1立方的灭菌容器中，
加入40
公斤蜜糖、
150公斤水、
20公斤腐殖酸、
20公斤黄豆粉、
10公斤乳清粉以及5kg的待培养菌种。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设的时间为21天。
7 .一种作物驱虫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按照预设的第一稀释比例，
稀释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并且在
作物种植前，
在种植地块上喷洒所述以第一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按照预设的第二稀释比例，
稀释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并且在
作物生长期，
以设定的喷洒周期，
向作物喷洒所述以第二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作物驱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稀释比例为1比300至1
比500；
所述第二稀释比例为1比600至1比1000。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作物驱虫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作物生长期，
所述液态驱虫基
质肥的喷洒顺序依次为：
应用芽孢杆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应用苏云金杆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
驱虫基质肥、应用白僵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应用光合成菌作为驱虫菌种的
液态驱虫基质肥以及应用EM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10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作物驱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洒周期为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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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驱虫方法、
液态驱虫基质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病虫害防治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作物驱虫方法、液态驱虫基质肥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作物种植是一个传统而且古老的行业。
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和社会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如何能够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获得更好的收成是当今农业发展的一个热点问
题。
[0003] 在作物种植过程中，
病虫害是影响收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代农业为了简
单的追求种植速度和产出，
在种植过程中习惯性的大量使用化学农药。这些化学农药在杀
灭对农业有害的害虫的同时，
也杀死了相当一部分的益虫和土壤有益微生物，
打破了土壤
生态系统的平衡。
[0004] 而土壤生态失衡又会导致病虫害爆发，
出现一系列农业问题，
令人们不得不不断
加大农药量，
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0005] 申请人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
发现现有技术中存在如下的问题：
作物种植方式
较为简单粗暴，
在除草、
灭虫时，
往往使用剧毒的化学农药来完成。
[0006] 这些化学农药在杀灭杂草和害虫的同时，
也杀死了土壤中的蚯蚓和有益微生物菌
落，
导致土壤生态失衡，
出现肥力下降、
板结，
作物生长缓慢，
品相质量下降的现象。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作物驱虫方法、液态驱虫基质肥及
其制备方法，
旨在解决现有的化学农药容易破坏土壤生态系统的平衡，
导致恶性循环的问
题。
[0008]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液态驱虫基质肥。
其中，
所述液态驱虫基质肥
通过驱虫菌种在营养源中培养预设的时间后，
制备获得。
[0009] 可选地，
所述驱虫菌种包括：
苏云金杆菌、
芽孢杆菌、
白僵菌、
光合成菌以及EM菌。
[0010] 可选地，
所述营养源包括：
蜜糖、
腐殖酸、
黄豆粉以及乳清粉。
[0011]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还提供了如上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的制备方法。
其
中，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
[0012] 在灭菌容器中依次序放入蜜糖、
水、腐殖酸、黄豆粉以及乳清粉并搅拌均匀；
在搅
拌均匀后的灭菌容器中，
加入待培养菌种；
密封静置培养预设的时间后，
制备获得所述液体
驱虫基质肥。
[0013] 可选地，
在容积为1立方的灭菌容器中，
加入40公斤蜜糖、
150公斤水、20公斤腐殖
酸、
20公斤黄豆粉、
10公斤乳清粉以及5kg的待培养菌种。
[0014] 可选地，
所述预设的时间为21天。
[0015]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还提供了一种作物驱虫方法。
其中，
所述作物驱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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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0016]

按照预设的第一稀释比例，
稀释如上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并且在作物种植前，
在种植地块上喷洒所述以第一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17] 按照预设的第二稀释比例，
稀释如上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并且在作物生长期，
以设定的喷洒周期，
向作物喷洒所述以第二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18] 可选地，
所述第一稀释比例为1比300至1比500；
所述第二稀释比例为 1比600至1
比1000。
[0019] 可选地，
在作物生长期，
所述液态驱虫基质肥的喷洒顺序依次为：
应用芽孢杆菌作
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应用苏云金杆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应用白
僵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应用光合成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以及
应用EM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20] 可选地，
所述喷洒周期为30天。
[002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中，
采用自然界中原生的微生物菌种进行驱虫。制
备获得的液态驱虫基质肥不含化学物质，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同时，
还可以起到改善土壤
微生物菌群和提供营养成分等的作用。使用时，
结合底部土壤驱虫和叶面喷洒驱虫两种方
式，
可以很好的提高种植作物的质量，
降低作物和土壤中农药残留，
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作物驱虫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需要说明的是，
当元件被表述“固定于”另一个元件，
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其间可以存在一个或多个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表述“连接”另一个元件，
它可以
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元件、
或者其间可以存在一个或多个居中的元件。本说明书所使用的
术语“垂直的”、
“水平的”、
“左”、
“右”、
“上”、
“下”、
“内”、
“外”、
“底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
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
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
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
术语“第一”、
“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
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5] 除非另有定义，
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说明书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
不是用于限制本发明。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
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此外，
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不同实施
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26]
病虫害是蔬菜、
水果等作物种植过程中，
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的问题。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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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种植的品种以及气候环境等的不同，
具体面临的病虫害问题也有自己特点。
[0027] 以某市多个自然村落组成的片区的作物种植情况为例，
该片区以外来人员承包种
植蔬菜为主。蔬菜种植均被划分为10平米小地块。作物的生长周期约为35-40天。种植的蔬
菜种类主要为生菜和雪里红，
间隔小面积种植空心菜、
黄瓜、
上海青、
塔菜、
富贵菜等。
[0028] 该片区种植过程中 ，
面临的蔬菜虫害主要有菜青虫和蚜虫，
间隔有跳甲、小菜蛾
等，
病虫害问题以春天和秋天最为严重。另外，
蔬菜还存在霜霉病、
软腐病等病害。此外夏天
天气过热会导致蔬菜烂根(土壤板结透气性差导致) 等情况。
[0029] 其中，
菜青虫各地普遍发生，
各地年生代数不同，
在广东、广西一年7～ 8代。各地
均以蛹越冬，
越冬场所多在受害菜地附近的篱笆、墙缝、树皮下、土缝里或杂草及残株枯叶
间。
[0030]
羽化的成虫取食花蜜，
交配产卵，
第一代幼虫于5月上、
中旬出现，
5月下旬至6月上
旬是春季为害盛期，
2～3代幼虫于7～8月出现。至8月以后，
随气温下降 ，
又是秋菜生长季
节，
有利于此虫生长发育。所以8～10月是4～ 5代幼虫为害盛期，
秋菜可受到严重为害，
10
月中、
下旬以后老幼虫陆续化蛹越冬。
[0031] 蚜虫在蔬菜叶背或留种株的嫩梢嫩叶上为害，
造成节间变短、
弯曲，
幼叶向下畸形
卷缩，
使植株矮小，
影响包心或结球，
造成减产。
[0032] 跳甲成虫吃叶，
幼跳甲虫吃根，
以危害十字花科蔬菜为主，
亦危害茄果类、
瓜类、
豆
类蔬菜。春秋两季发生严重，
是非常重要的作物害虫。
[0033] 传统的种植方式中，
种植户大多采用化学农药进行灭虫，
喷洒农药的周期为3-5天
一次，
喷药周期短，
农药用量大，
容易对土壤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0034] 应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液态驱虫基质肥替代原有的化学农药，
具有良好的驱虫
效果的同时，
还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结构和提供营养，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35]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液态驱虫基质肥可以由驱虫菌种在营养源中，
密封培养足够
长的时间后，
熟化而制备获得。
[0036] 具体的，
所述驱虫菌种可以包括苏云金杆菌、芽孢杆菌、
白僵菌、光合成菌以及EM
菌。其中，
EM菌是以光合细菌、乳酸菌、
酵母菌和放线菌为主的10个属80余个微生物复合而
成的活菌制剂，
可以迅速繁殖，
占据生态位置以控制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和侵袭。
[0037] 所述营养源可以由蜜糖、
腐殖酸、黄豆粉以及乳清粉混合搅拌均匀组成。其中，
腐
殖酸是动植物遗骸，
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和转化，
以及地球化学的一系列过程造成和积累起
来的一类有机物质，
可以被广泛应用在农业种植上。
[0038] 在实际制备过程中 ，
首先在已经充分灭菌的容器中 ，
依次加入各种营养源蜜糖、
水、腐殖酸、
黄豆粉以及乳清粉并搅拌均匀。然后向搅拌均匀以后的液态营养源中加入适量
的驱虫菌种并密封培养合适的时间以后，
即可制备获得所述液体驱虫基质肥。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
具体可以使用容积为1立方的方形塑料灭菌容器。在方形塑料容
器灭菌完毕以后，
首先放入40公斤的蜜糖和150公斤的水并搅拌均匀。
[0040] 然后，
将向方形塑料容器中加入20公斤的腐殖酸并搅拌均匀。在静置24 小时以
后，
再加入黄豆细豆粉20公斤并搅拌均匀。在黄豆细豆粉搅拌均匀以后，
进一步的加入10公
斤乳清粉并搅拌均匀。
[0041] 在静置24小时以后，
继续加入5kg的驱虫菌种(可以选自苏云金杆菌、
芽孢杆菌、
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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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菌、
光合成菌以及EM菌中的其中一种)并搅拌均匀。
[0042] 最后，
搅拌均匀并密封静置21天以后，
等待熟成，
制备获得所述液态驱虫基质肥。
该液态驱虫基质肥具有驱虫和提供营养两种不同的功效。
[0043] 基于上述实施例揭露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作物驱虫方
法。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作物驱虫方法的方法流程图。如图1 所示，
所述作物驱虫方
法包括：
[0044] 110、
按照预设的第一稀释比例，
稀释如上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45] 120、
在作物种植前，
在种植地块上喷洒所述以第一稀释比例稀释的液态驱虫基质
肥。
[0046] 由于每个地块蔬菜生长周期结束后，
菜农会进行深翻，
深翻后会进行粉碎土块。
由
此，
在翻地之前，
可以执行步骤120，
在翻地之前喷洒稀释后的液态驱虫基质肥。在液态驱虫
基质肥喷洒完成以后，
再进一步的进行翻地和粉碎混匀土块。
[0047] 130、
按照预设的第二稀释比例，
稀释如上所述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48] 140、
在作物生长期，
以设定的喷洒周期，
向作物喷洒所述以第二稀释比例稀释的
液态驱虫基质肥。
[0049] 喷洒周期是一个经验性数值，
可以由技术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多次实验验证确
定。采用液态驱虫基质肥喷洒叶面时，
可以在驱虫的同时为蔬菜提供部分营养成分。
[0050] 具体的，
所述第一稀释比例为1比300至1比500；
所述第二稀释比例为 1比600至1
比1000。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
根据蔬菜作物的生长特性，
可以设置喷洒周期为30天。其中，
所
述液态驱虫基质肥的喷洒顺序依次为：
[0052] 1)应用芽孢杆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53] 2)应用苏云金杆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54] 3)应用白僵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55] 4)应用光合成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56] 5)应用EM菌作为驱虫菌种的液态驱虫基质肥。
[0057] 综上所述，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作物驱虫方式，
一方面采用底驱的方式，
利用自然
界的微生物菌种进行驱虫，
不含化学物质，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同时还可以改善土壤微生
物菌群，
提高蔬菜质量，
降低蔬菜和土壤中的农药残留，
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0058] 可以理解的是，
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本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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