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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其包

括下述组分：腐殖酸、经发酵的禽畜粪便、草炭、

氨基酸原粉、巨大芽孢杆菌、侧孢芽孢杆菌、胶冻

样芽孢杆菌、螯合态微量元素、膨润土、沸石、水

滑石、杀菌剂、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本发明提

供的复合生物肥料能够保证无机微量元素不流

失，有助于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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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按照重量份的组分构成为：

腐殖酸500-800份；

经发酵的禽畜粪便100-200份；

草炭：100~200份；

无机化学肥料：50~100份；

氨基酸原粉：50~100份；

巨大芽孢杆菌20-50份；

侧孢芽孢杆菌10～27份；

胶冻样芽孢杆菌15～26份；

螯合态微量元素：15~40份；

膨润土：30~80份；

沸石：20~50份；

水滑石：20~50份；

杀菌剂：5~10份；

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10~20份；

其中，所述杀菌剂为下述表示的式I化合物：

。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生物肥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巨大芽孢杆菌：有效菌数为35-38亿/g；

所述胶冻样芽孢杆菌：有效菌数为40-50亿/g；

所述侧孢芽孢杆菌：有效菌数为1-2亿/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生物肥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态微量元素为螯合锌、螯 

合硼、螯合铁、螯合钼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生物肥料，其特征在于：螯合态微量元素按照重量份的组 

分构成为：

螯合锌10~15份；

螯合硼8～12份；

螯合铁1.5～2份；

螯合钼0.5～1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生物肥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化学肥料是尿素、磷酸 

二铵、硫酸钾、过磷酸钙、硫酸镁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所述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为 

过碳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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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至5所述的复合生物肥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A：生物菌剂的制备：分别将巨大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冻样芽孢杆菌的菌粉进行 

培养，得到的菌液进行混合，混合后加入发酵罐中进行培养，培养温度30℃±1℃，操作罐压 

0.3at，通风比1﹕1.3，搅拌转数230r/min，发酵周期24～26小时；发酵开始后4小时后加入过 

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以后每隔2小时加一次，每次添加量200g，至发酵20小时后停止加入， 

将发酵液加入草炭进行吸收，得到生物菌剂，备用；

B：无机肥料的制备：将无机肥料按比例进行混合，混合后充分干燥后备用；

C：螯合组分的制备：将螯合物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充分混合后，加入膨润土、沸石、水滑 

石的混合物，将膨润土、沸石、水滑石与螯合

物充分混合后，控制温度与15~15℃，静置20~30小时，充分干燥后备用；

D：混合：将上述组分加入氨基酸原粉、抗菌剂、经发酵的禽畜粪便、腐殖酸进行混合，混 

合后送入至粉碎机中粉碎后，得到生物肥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所用的培养基配方，按质 

量比为：豆饼粉3.5%、玉米粉2.5%、鱼粉5%、蛋白胨0.2%、酵母粉1.5%、KH2PO40 .7%、MgSO4 

0.06%、CaCO30.3%、消泡油0.1%，其中粉剂细度为140目，培养基pH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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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肥料，是提供一种或一种以上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肥力

水平的一类物质。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一。

[0003] 为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化学肥料生产除继续增加产量外，正朝着高效复

合化，并结合施肥机械化、运肥管道化、水肥喷灌仪表化方向发展。液氨、聚磷酸铵、聚磷酸

钾等因具有养分浓度高或副成分少等优点，成为大力发展的主要化肥品种。很多化学肥料

还趋向于制成流体肥料，并在其中掺入微量元素肥料和农药，成为多功能的复合肥料，便于

管道运输和施肥灌溉(喷灌、滴灌)的结合，有省工、省水和省肥的优点。随着设施农业(如塑

料大棚等)的发展，蔬菜、瓜果对二氧化碳肥料的需求量将逐步增多。但是，长期大量地施用

化学肥料，常导致环境污染。为了保持农业生态平衡，应提倡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以便

在满足作物对养分需要的同时避免土壤性质恶化和环境污染。

[0004] 为广泛改善这种一般性和传统性的状况，生物肥料应运而生，其产品则远远超越

了现有概念。其将扩大至既能提供作物营养，又能改良土壤；同时还应对土壤进行消毒，即

利用生物(主要是微生物)分解和消除土壤中的农药(杀虫剂和杀菌剂)、除莠剂以及石油化

工等产品的污染物，并同时对土壤起到修复作用。

[0005] 但是现阶段生物肥料无机微量元素流失严重，难以满足植物生长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减少无机微量元素流失的复合生物肥料。

[0007] 一种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按照重量份的组分构成为：

[0008] 腐殖酸500-800份；

[0009] 经发酵的禽畜粪便100-200份；

[0010] 草炭：100～200份；

[0011] 无机化学肥料：50～100份；

[0012] 氨基酸原粉：50～100份；

[0013] 巨大芽孢杆菌20-50份；

[0014] 侧孢芽孢杆菌10～27份；

[0015] 胶冻样芽孢杆菌15～26份；

[0016] 螯合态微量元素：15～40份；

[0017] 膨润土：30～80份；

[0018] 沸石：20～50份；

[0019] 水滑石：20～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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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杀菌剂：5～10份；

[0021] 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10～20份。

[0022] 优选地，所述巨大芽孢杆菌：有效菌数为35-38亿/g；所述胶冻样芽孢杆菌：有效菌

数为40-50亿/g；所述侧孢芽孢杆菌：有效菌数为1-2亿/g。

[0023] 优选地，所述螯合态微量元素：螯合锌、螯合硼、螯合铁、螯合钼中的一种或几种混

合物。

[0024] 优选地，螯合态微量元素按照重量份的组分构成为：

[0025] 螯合锌10～15份；

[0026] 螯合硼8～12份；

[0027] 螯合铁1.5～2份；

[0028] 螯合钼0.5～1份。

[0029] 所述杀菌剂为

[0030]

[0031] 上述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的制备方法：

[0032] A：生物菌剂的制备：分别将巨大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冻样芽孢杆菌的菌粉

进行培养，得到的菌液进行混合，混合后加入发酵罐中进行培养，培养温度30℃±1℃，操作

罐压0.3at，通风比1﹕1.3，搅拌转数230r/min，发酵周期24～26小时；发酵开始后4小时后加

入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以后每隔2小时加一次，每次添加量200g，至发酵20小时后停止

加入，将发酵液加入草炭进行吸收，得到生物菌剂备用；

[0033] B、无机肥料的制备：将无机肥料按比例进行混合，混合后充分干燥后备用；

[0034] C、螯合组分的制备：将螯合物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充分混合后，加入膨润土、沸石、

水滑石的混合物，将膨润土、沸石、水滑石与螯合物充分混合后，控制温度与15～15℃，静置

20～30小时，充分干燥后备用；

[0035] D、混合：将上述组分加入氨基酸原粉、抗菌剂、经发酵的禽畜粪便、腐殖酸进行混

合，混合后送入至粉碎机中粉碎后，得到生物肥料。

[0036] 作为优选：

[0037] 所述步骤A中所用的培养基配方为：豆饼粉3.5％、玉米粉2.5％、鱼粉5％、蛋白胨

0.2％、酵母粉1.5％、KH2PO40.7％、MgSO40.06％、CaCO30.3％、消泡油0.1％，其中粉剂细度

为140目，培养基Ph为7.4。

[0038] 所述无机化学肥料是尿素、磷酸二铵、硫酸钾、过磷酸钙、硫酸镁的一种或几种的

混合物，也是相对较为常见的物质，可以根据对于各种植物的种植方式来调整用量。

[0039] 在生物菌剂的选择上，选用巨大芽孢杆菌、侧孢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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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杆菌、侧孢芽孢杆菌和胶冻样芽孢杆菌是目前微生物肥料中最常用的增产菌，它们不

仅具有解磷、解钾作用，将土壤中不能被植物吸收的无效磷、钾，分解转化为可被植物吸收

的有效磷和钾，为植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同时在其发酵、分解等生命活动中会产生大量的赤

霉素和细胞激动素类代谢物质，这些代谢物质与植物的根系接触后，会刺激作物的生长，调

整和促进作物的新陈代谢，产生增产效果。此外，数量庞大的有益菌群(巨大芽孢杆菌、侧孢

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蜡状芽孢杆菌)在植物根部大量繁殖、生长，形

成了芽孢类优势菌群，抑制和减少了有害病菌的繁殖机会，起到了减轻作物病害的功效。

[0040] 在添加了无机肥料后，另外还添加了螯合态微量元素，这就由于，在在无机肥料

中，提供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主要是以离子形态存在，但是植物不易吸收这部分离子态的

微量元素，同时，在雨水或者自然条件下，无机肥料中的微量元素也比较容易流失，稳定性

差。通过加入螯合物微量元素，植物本身对螯合物的吸收能力相对较强，并且，螯合物因其

特性，将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通过化学键锁合到分子内，这样就减少了营养元素的流失。

[0041] 通过加入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优选过碳酸钠，过碳酸钠能够在有水的环境下

释放氧气，同时产生弱碱。首先，植物根部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需要氧气，补氧剂的加入

能够促进根部呼吸作用加强反应；其次，当水分充足或者大雨时，根部浸泡在水中容易发生

因呼吸作用的供氧不足，过碳酸钠在有水条件下，其放氧反应越剧烈，这就补充了植物呼吸

作用需要的氧气；再次，巨大芽孢杆菌、侧孢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属于好氧细菌，补氧

剂能够提供其活性的氧气；最后，螯合态微量元素在酸性条件下容易分解，在放氧反应结束

后产生的弱碱性，这就减缓了螯合态微量元素的分解，提高了螯合态微量元素的稳定性。

[0042] 通过杀菌剂的加入，能够对土壤中的细菌进行杀菌，化合物可以有效防治多种农

作物病害。

[0043] 通过将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分开进行混合，减少了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生物菌

剂，在有机环境下能够较好地存活，若一开始就放入到无机环境中，这会导致生物菌剂失

活。同时，过碳酸钠需要在干燥冷却环境下加入，这样减少了过碳酸钠无谓的损失，这就提

高了过碳酸钠的利用率。

[0044] 在工艺过程中，生物菌剂的制备的通过先对菌粉进行培育，之后在进行扩大后，制

备成生物菌剂，在生物菌剂完成后加入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能够最大程度保留过碳酸

钠型固态增氧剂的结构，同时在后期保存过程中，随着逐渐放出氧气能够对菌剂的活性有

提高。

[0045] 无机肥料的制备也属于常用的技术手段。

[0046] 本发明的关键在于通过膨润土、沸石、水滑石对螯合微量元素进行吸收，膨润土、

沸石、水滑石在结构上都具有三维层状结构，具有较好的吸附性能，能够形成层间离子结

构，同时具有较好的离子交换性能，这样就能够起到对于螯合微量元素的固定作用，防止微

量元素的流失，同时也保证微量元素以离子形态进入到土壤中，供以植物生长所需。

实施例

[0047]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应该理解的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方法

仅仅是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发明的构思前提下对本发明制备方

法的简单改进都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实施例中用到的所有原料和溶剂均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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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  Biochemical  and  Organic  Compounds  for  Researchand  Diagnostic  Clinical 

Reagents公司，其中式II化合物购自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0048] 式I化合物制备实施例：

[0049] 在50毫升圆底烧瓶中加入0.3毫摩尔式II化合物和异丙醇20毫升，加入0.35毫摩

尔喹唑啉异硫氰酸酯，回流反应，TLC跟踪反应，反应结束后，放置室温，减压蒸去溶剂，柱层

析分离(石油醚:乙酸乙酯＝10:3，体积比；硅胶200-300目)，得到白色固体的式I化合物，收

率85％。

[0050] 结构鉴定：1HNMR(DMSO-d6)：δ(ppm)，11.32(s，1H,NH)，10.40(s,1H,NH) ,9.74(s,

1H,CH) ,9.36(s,1H,CH) ,8.70(s,2H,CH) ,7.99(d ,H,CH) ,7.90(d ,H,CH) ,7.80(t,4H,CH) ,

7.72(m,1H,CH) ,7.67(m,4H,CH) .

[0051]

[0052] 式I化合物的活性实验：

[0053] 活性实验1：本发明的由式I表示的化合物的PPARδ活性通过转染检测确认。另外，

对于PPAR亚型PPARα和PPARγ的选择性也进行检验。通过MTT检测测试细胞毒性，通过动物

实验研究体内活性。

[0054] 本检测中使用的是CV-1细胞。将所述细胞接种至含有添加有10％FBS、DBS(非特异

性牛血清，经脱脂)和1％青霉素/链霉素的DMEM的96孔板中，并在37℃、5％CO2的培养箱中

培养。实验按照接种、转染、样品施用和确认的步骤进行。具体地说，将CV-1细胞接种至96孔

板(5000个细胞/孔)，24小时后转染。将全长PPAR质粒DNA、因具有荧光素酶活性而可以确认

PPAR活性的报告DNA、提供有关转染效率信息的β-半乳糖苷酶DNA和转染试剂用于转染。将

样品溶解在二甲亚砜(DMSO)中，通过介质将其以不同浓度施用到细胞中。在培养箱中培养

细胞24小时后，通过使用裂解缓冲液使细胞裂解。使用光度计和酶标仪测量荧光素酶活性

和β-半乳糖苷酶活性。使用β-半乳糖苷酶的值修正获得的荧光素酶的值。利用这些值绘制

图形，并计算出EC50。

[0055]

化合物 hPPARδ hPPARα hPPARγ

I 2.2nM ia ia

[0056] 由此可见本发明的化合物对于PPARδ具有高选择性。

[0057] 执行MTT检测是为了测试本发明的由式(I)表示的化合物的细胞毒性。MTT是溶于

水的黄色物质，但是当其被引入活细胞中时会通过线粒体中的脱氢酶变成紫色不溶的晶

体。在将MTT溶解在二甲亚砜中后可以通过测量OD550确认细胞毒性。实验如下进行。

[0058] 将CV-1细胞接种于96孔板中(5000个细胞/孔)。在37℃、5％CO2的培养箱中培养所

述细胞24小时，并对其施用不同浓度的样品。然后，再次将所述细胞培养24小时，向其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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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MTT试剂。培养15分钟后，生成的紫色晶体溶解在二甲亚砜中。使用酶标仪测量光密度，以

确认细胞毒性。

[0059] 结果，由式(I)表示的化合物被确认对于PPAR不具有细胞毒性，即使在其浓度为

EC50值的100倍～1000倍时亦如此。

[0060] 活性实验2：抗植物病原细菌活性实验(浑浊度法)

[0061] 采用浑浊度法，以引起番茄立枯病的立枯丝核菌和能够引起番茄枯萎病的镰刀菌

为测试对象，以商品化杀菌剂噻菌酮为阳性对照药剂，在样品浓度为200微克/毫升和100微

克/毫升浓度下，对式I化合物进行了离体抗菌活性筛选。

[0062] 将药剂和对照药剂分别设置成浓度为200和100微克/毫升，并将其分别加入到NB

液体培养基的试管中，测定OD值，该值为无菌培养基OD值。然后介入受试菌种，在28℃、

180rpm恒温摇床振荡培养24-48h，将各个浓度的菌液在分光光度计上测定OD值，该值为含

菌培养基的OD值。

[0063] 校正OD值＝含菌培养基OD值–无菌培养基OD值

[0064] 抑菌率＝(校正后对照培养基OD值–校正后样品培养基OD值)/校正后对照培养基

OD值×100％

[0065] 按照上述实验方法可以得出，200微克/毫升的噻菌铜对立枯丝核菌和能够引起番

茄枯萎病的镰刀菌的抑制率分别为35％和45％；100微克/毫升的噻菌铜对立枯丝核菌和能

够引起番茄枯萎病的镰刀菌的抑制率分别为29％和17％。

[0066] 200微克/毫升的式I化合物对立枯丝核菌和能够引起番茄枯萎病的镰刀菌的抑制

率分别为58％和50％；100微克/毫升的式I化合物对立枯丝核菌和能够引起番茄枯萎病的

镰刀菌的抑制率分别为33％和25％。

[0067] 肥料制备实施例：

[0068] 本发明的原料中一项为经发酵的禽畜粪便，发酵禽畜粪便的工艺为现有技术。所

述发酵禽畜粪便的方法为：

[0069] 1、物料配比。将禽畜粪便与发酵菌剂以重量比为1000～3000:1的比例混合，在加

入适量适量的秸秆、稻草调节碳氮比。

[0070] 2、物料建堆。对禽畜粪便与发酵菌剂的混合物进行堆肥，，高度一般在1.5米米左

右，宽度2米左右，长度在2～4米以上。

[0071] 3、调节水分。发酵物料的水分应控制在50％～65％。过高过低均不利于发酵,水过

少,发酵慢；水过多会导致通气差、升温慢，并产生臭味。

[0072] 4、控制温度。启动温度应在15～25℃。

[0073] 5、翻堆通气。在发酵过程中应加大供氧措施，做到拌匀、勤翻、通气为宜，否则会因

为厌氧发酵影响物料发酵效果。

[0074] 6、发酵完成。一般在物料堆积48小时后，温度会升至50～60℃，第三天可达65℃以

上，在此高温下翻倒一次，一般情况下，在发酵过程中会出现2～3次65℃以上的高温，翻倒2

～3次即可完成发酵，正常一周内可发酵完成，使物料彻底脱臭、发酵腐熟，灭菌杀虫。

[0075] 7、将发酵完成禽畜粪便进行干燥，最后粉碎成粉剂，备用。

[0076] 本发明所述多功能复合生物肥料的制备方法为：

[0077] A：生物菌剂的制备：分别将巨大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冻样芽孢杆菌的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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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培养，得到的菌液进行混合，混合后加入发酵罐中进行培养，培养温度30℃±1℃，操作

罐压0.3at，通风比1﹕1.3，搅拌转数230r/min，发酵周期24～26小时；发酵开始后4小时后加

入过碳酸钠型固态增氧剂，以后每隔2小时加一次，每次添加量200g，至发酵20小时后停止

加入，将发酵液加入草炭进行吸收，得到生物菌剂备用；

[0078] B、无机肥料的制备：将无机肥料按比例进行混合，混合后充分干燥后备用；

[0079] C、螯合组分的制备：将螯合物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充分混合后，加入膨润土、沸石、

水滑石的混合物，将膨润土、沸石、水滑石与螯合物充分混合后，控制温度与15～15℃，静置

20～30小时，充分干燥后备用；

[0080] D、混合：将上述组分加入氨基酸原粉、抗菌剂、经发酵的禽畜粪便、腐殖酸进行混

合，混合后送入至粉碎机中粉碎后，得到生物肥料。

[0081] 本发明复合生物肥料均由上述方法制得。

[0082] 以番茄为例，在每亩土壤中施加下述实施例中配置的肥料，并对其进行番茄种植，

进行对比：

[0083] 表1：含式I化合物的复合生物肥料

[0084]

[0085]

[0086] 表2：不含式I化合物的复合生物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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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肥料组分名称 实施例一 实施例二 实施例三

腐殖酸(g) 500 650 800

经发酵的禽畜粪便(g) 110 160 200

草炭(g) 170 170 170

氨基酸原粉(g) 65 90 80

尿素(g) 10 15 15

磷酸二铵(g) 15 10 15

硫酸钾(g) 15 10 15

过磷酸钙(g) 15 20 20

硫酸镁(g) 20 20 15

巨大芽孢杆菌(g) 25 30 45

侧孢芽孢杆菌(g) 12 20 27

胶冻样芽孢杆菌(g) 15 20 25

过碳酸钠(g) 10 15 23

螯合锌(g) 10 12 15

螯合硼(g) 8 9 11

螯合铁(g) 1.5 1.5 2

螯合钼(g) 0.5 0.5 1

膨润土(g) 35 70 50

沸石(g) 20 40 50

水滑石(g) 20 40 50

番茄枯萎病发病率(％) 3 5 6

番茄立枯病发病率(％) 7 3 5

7天后主根系长度 6cm 8cm 8cm

30日后植株高 44cm 48cm 46cm

30日后植株茎粗 3.0cm 3.0cm 3.0cm

[0088] 通过上述试验数据可以得出，通过使用本发明的制备的肥料，能够降低植物生长

的发病率，同时能够促进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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