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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百香果栽培领域，特别是一种百

香果种植专用肥、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所述

的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

分：酒糟60-80份，菌渣10-20份，油枯10-20份，腐

殖酸原粉1-10份，贝壳粉1-5份，无机肥1-5份；微

生物菌剂1-3份；所述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枯草芽

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本发明所述的百香果种植

专用肥，通过微生物菌群的代谢作用，不仅将原

料中的营养成分分解为有利于百香果吸收的成

分，而且使得有益微生物菌群大量繁殖，形成活

性微生物群，能够显著提高各个批次的果实品质

提升明显，达到高产稳产的效果，经济效益大大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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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酒糟60-80份，菌渣

10-20份，油枯10-20份，腐殖酸原粉1-10份，贝壳粉1-5份，无机肥1-5份；微生物菌剂1-3份；

所述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中，枯草

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的的重量比为1:2-7。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和磷

酸二氢钾，其重量比为1:1-2。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取配方量的酒糟、菌渣、油枯、腐殖酸混合均匀后，加水至含水量50-60％，加入复合菌

剂，在0-30℃发酵40天以上；待发酵完成后，加入贝壳粉和无机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酵过程中，

采用自动翻抛机翻堆；堆宽8-1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20-30℃气温

条件下，发酵3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20天。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过程

中，采用人工翻堆；堆高不超过1.5米，宽不超过2.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

酵70天；10-20℃气温条件，发酵60天；20-30℃

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40天。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微生物

菌剂扩大培养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阶段扩大，在避雨的条件下，在米糠中加温水搅拌均匀，温度保持在25-35℃，加入

配方量的哈茨木霉菌，菌剂的加入量为每公斤米糠加0.0135-0.015公斤菌剂，搅拌均匀，发

酵1-2天；

第二阶段扩大，以富含纤维素的有机原料，切碎，湿润，加入氮源，再加入第一阶段的产

物，加入量为有机原料重量的10％–20％，等到发酵完成70％-80％时加入枯草芽孢杆菌菌

种,腐熟度以目视堆的体积减少至原有体积的70％及检查纤维质的腐化程度为准。

8.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百香果种植专用肥、或权利要求4-7所述的制备方法制

得的百香果专用肥在百香果移栽定植中的应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在百香果定植过程中，将上述百香果种植专

用肥施入定植穴底部，和土壤搅拌均匀后，再覆盖表土，之后在表土上方移栽幼苗。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表土的覆盖的厚度至少为1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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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百香果栽培领域，特别是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百香果(学名：Passiflora  edulis  Sims)西番莲科西番莲属的草质藤本植物，逸

生于海拔180-1900米的山谷丛林中。百香果果实可生食或作蔬菜、饲料，入药具有兴奋、强

壮之效。果瓤多汁液，可制成芳香可口的饮料，还可用来添加在其他饮料中以提高饮料的品

质。种子榨油，可供食用和制皂、制油漆等。百香果花大而美丽，没有香味，可作庭园观赏植

物。在很多地区，百香果有“果汁之王”、“摇钱树”等美称，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因此在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被广泛种植。

[0003] 百香果栽培过程中需肥量较大，因此，需要及时施肥。目前，百香果栽培过程中施

用的肥料以化学肥料居多。但是化学肥料长期使用，容易破坏土壤结构，污染环境，重金属

或者农残超标，导致百香果品质下降，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因此，开发一种百香果专用的

有机肥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制备方法和应用，以酒糟为主要原料，经过微

生物发酵制备而成，能够显著提高大果率，提高经济效益。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酒糟60-80份，菌渣10-20份，

油枯10-20份，腐殖酸原粉1-10份，贝壳粉1-5份，无机肥1-5份；微生物菌剂1-3份；所述的微

生物菌剂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

[0007] 进一步，所述微生物菌剂中，枯草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的的重量比为1:2-7。

[0008] 进一步，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其重量比为1:1-2。

[0009] 上述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取配方量的酒糟、菌渣、油枯、腐殖酸混合均匀后，加水至含水量50-60％，加入复

合菌剂，在0-30℃发酵40天以上；待发酵完成后，加入贝壳粉和无机肥。

[0011] 进一步，发酵过程中，采用自动翻抛机翻堆；堆宽8-1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

条件下发酵50天，20-30℃气温条件下，发酵3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20天。

[0012] 进一步，所述发酵过程中，采用人工翻堆；堆高不超过1.5米，宽不超过2.5米；发酵

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酵70天；10-20℃气温条件，发酵60天；20-30℃气温条件下，

发酵5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40天。

[0013] 进一步，上述制备方法中还包括微生物菌剂扩大培养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14] 第一阶段扩大，在避雨的条件下，在米糠中加温水搅拌均匀，温度保持在25-35℃，

加入配方量的哈茨木霉菌，菌剂的加入量为每公斤米糠加0.0135-0.015公斤菌剂，搅拌均

匀，发酵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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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第二阶段扩大，以富含纤维素的有机原料，例如稻草、玉米秸秆、烟草茎杆、稻壳

等，切碎，湿润，加入尿素等氮源，加入量为有机原料总质量的1-5％，加入第一阶段的产物，

加入量为有机原料重量的10％–20％，等到发酵完成70％-80％时加入枯草芽孢杆菌菌种,

腐熟度以目视堆的体积减少至原有体积的70％及检查纤维质的腐化程度为准。如第一阶段

完成的菌剂量不足，可用压榨后的菜籽油枯或者米糠再扩大培养一次。

[0016] 以上所述的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在百香果移栽定植中的应用。

[0017] 进一步，在百香果定植过程中，将上述百香果种植专用肥施入定植穴底部，和土壤

搅拌均匀后，再覆盖表土，之后在表土上方移栽幼苗。

[0018] 进一步，所述的表土的覆盖的厚度至少为10厘米。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相对于畜禽动物粪便、农作物秸秆等，酒糟作为有机肥的原材料，具有以下优势：

①酒糟有机质含量高达(以烘干基计)≥85％，②总养分高达(N+P2O5+K2O)含量(以烘干基

计)≥7％，③重金属或农残指标不存在有超标现象，酸碱度(PH)5.5-6.5之间，属于微酸性，

对水果的果酸产生有促进作用，是非常安全、优质理想原材料。

[0021] 菌渣是栽培各种食用菌以后剩下的固体培养基，含有大量的菌丝体蛋白、多糖以

及氮、磷、钾、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成分。虽然菌渣中营养丰富，但是由于常常含有有害菌，难

以直接施用。

[0022] 油枯是以各种含有成分较多的种子经压榨去油后的残渣制成的一类有机肥。

[0023] 本发明所述的百香果种植专用肥，以酒糟、菌渣、油枯等作为主要原料，再加入枯

草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等进行充分发酵制成。通过微生物菌群的代谢作用，不仅将原料

中的营养成分分解为有利于百香果吸收的成分，而且使得有益微生物菌群大量繁殖，形成

活性微生物群，有机肥料的品质、质量和安全性均得到很大的提升。在百香果种植过程中施

用，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百香果单果重，而且肥效更为持久，各个批次的果实品质提升明显，

达到高产稳产的效果，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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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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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酒糟60份，菌渣10份，油枯10

份，腐殖酸原粉1份，贝壳粉1份，无机肥1份；微生物菌剂1份；所述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枯草

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其重量比为1:2；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其重量比为

1:1。

[0027]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取配方量的酒糟、菌渣、油枯、腐殖酸混合均匀后，加水至含水量50-60％，加入复

合菌剂，进行发酵；待发酵完成后，加入贝壳粉和无机肥。

[0029] 自动翻抛机翻堆，堆宽8-1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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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条件下，发酵3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20天。

[0030] 人工翻堆，堆高不超过1.5米，宽不超过2.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

酵70天；10-20℃气温条件，发酵60天；20-3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30℃以上气温条件

下，发酵40天。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酒糟80份，菌渣20份，油枯20

份，腐殖酸原粉10份，贝壳粉5份，无机肥5份；微生物菌剂3份；所述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枯草

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其重量比为1:7；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其重量比为

1:2。

[0033]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取配方量的酒糟、菌渣、油枯、腐殖酸混合均匀后，加水至含水量50-60％，加入复

合菌剂，进行发酵；待发酵完成后，加入贝壳粉和无机肥。

[0035] 所述发酵过程中，采用自动翻抛机翻动或者人工翻堆。

[0036] 自动翻抛机翻堆，堆宽8-1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20-30℃

气温条件下，发酵3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20天。

[0037] 人工翻堆，堆高不超过1.5米，宽不超过2.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

酵70天；10-20℃气温条件，发酵60天；20-3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30℃以上气温条件

下，发酵40天。

[0038] 实施例3

[0039]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酒糟60-80份，菌渣10-20份，

油枯10-20份，腐殖酸原粉1-10份，贝壳粉1-5份，无机肥1-5份；微生物菌剂1-3份；所述的微

生物菌剂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菌，其重量比为1:2-7；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和磷

酸二氢钾，其重量比为1:1-2。

[0040] 一种百香果种植专用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取配方量的酒糟、菌渣、油枯、腐殖酸混合均匀后，加水至含水量50-60％，加入复

合菌剂，进行发酵；待发酵完成后，加入贝壳粉和无机肥。

[0042] 自动翻抛机翻堆，堆宽8-1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20-30℃

气温条件下，发酵30天，30℃以上气温条件下，发酵20天。

[0043] 人工翻堆，堆高不超过1.5米，宽不超过2.5米。发酵时间为：0-10℃气温条件下，发

酵70天；10-20℃气温条件，发酵60天；20-30℃气温条件下，发酵50天；30℃以上气温条件

下，发酵40天。

[0044] 为了保证发酵效果，在发酵之前可先将微生物菌剂进行扩大培养之后，再进行肥

料的发酵过程。扩大培养的具体过程如下：

[0045] 第一阶段扩大，在避雨的条件下，在米糠中加温水搅拌均匀，温度保持在25-35℃，

加入配方量的哈茨木霉菌，菌剂的加入量为每公斤米糠加0.0135-0.015公斤菌剂，搅拌均

匀，发酵1-2天；

[0046] 第二阶段扩大，以稻草、玉米秸秆、烟草茎杆、稻壳等富含纤维素的有机原料，切

碎，湿润，加入尿素等作为氮源，加入量为有机原料总质量的1-5％，再加入第一阶段的产

物，加入量为有机原料重量的10％–20％，等到发酵完成70％-80％时加入枯草芽孢杆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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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腐熟度以目视堆的体积减少至原有体积的70％及检查纤维质的腐化程度为准。

[0047] 如第一阶段完成的菌剂量不足，可用压榨后的菜籽油枯或者米糠再扩大培养一

次。

[0048] 上述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可在百香果移栽定植中作为基肥使用。在百香果定植过程

中，将上述百香果种植专用肥施入定植穴底部，和土壤搅拌均匀后，再覆盖至少为10厘米厚

的表土，之后在表土上方移栽幼苗。

[0049] 本发明所述的百香果种植专用肥效果考察

[0050] 选取同一地块种植、长势相近的百香果植株，平均分为2组，实施例组按照本发明

所述的使用方法，施用本发明所述的百香果种植专用肥，对照组按照同样的方法施用等量

的市售有机肥。百香果收获之后，分别统计单株产量，之后按照单果重统计各级果数量，其

结果如表1所示。

[0051] 表1不同肥料对百香果产量的影响

[0052]

[0053] 由上表可以看出，使用本发明所述的肥料，单批次果的平均单株产量(10株来平均

的)大于60g/个果比例提高10％。第二批果和第三批果不仅在果实数量上有显著提高，而且

在60g以上的果子数量和比率的增加更加显著。百香果销售过程中，果实的大小直接决定了

销售价格。大果率增加，可以说明本发明所述的专用肥，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百香果单果重，

而且肥效更为持久，达到高产稳产的效果。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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