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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

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属于土壤修复技

术领域。本发明通过定向培养异养型反硝化细

菌，并和EM菌原液、黄腐酸进行复配，再将复配液

固定化于由活化草木灰、生物炭、纳米铁及高岭

土等材料制成的多孔载体上，制成用于去除土壤

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具体制备步骤为：(1)反

硝化细菌的驯化及定向培养；(2)反硝化细菌-EM

复配剂的制备；(3)固定化纳米载体的制备；(4)

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本发明制备的微生态制剂对

土壤无副作用，反硝化细菌活性高，基于异养生

物反硝化和化学反硝化作用，土壤中的硝酸盐去

除效果显著，去除率达85.79％，减少了硝酸盐在

蔬菜体内的积累和向地下水淋溶的风险。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CN 109797120 A

2019.05.24

CN
 1
09
79
71
20
 A



1.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反硝化菌群接种于发酵罐中，接种比例8～10％，发酵罐中补充培养基，培养基主

要由糖蜜、鱼粉、硫酸锌、醋酸钠、硫酸镁和磷酸二氢钾组成，温度控制在30～35℃，每隔6.5

～8h搅拌一次，每次10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量，当反硝化菌群细菌数量达到一定值

时添加EM活性菌液，在好氧发酵条件下培养，温度控制在30～35℃，每隔5～6h搅拌一次，每

次15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量，直至微生物数量达到一定值，得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

剂；

(2)将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EM菌原液与黄腐酸按照1～2:0.8～1.2:0.2～0.8的体

积比复配，并将其转入反应瓶中发酵3～5天，制成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

(3)将草木灰和生物炭按一定体积比混匀，然后用氢氧化钠活化，将活化后的草木灰和

生物炭混和物、纳米铁粉及高岭土用去离子水清洗，按质量比60％～70％：5％～10％：20％

～35％混匀，并压缩成粒状，得到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

(4)将上述制得的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粉碎后，和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按质量比1～

2:8～9混合，并将其移入离心瓶中，放入恒温培养箱，在密闭条件下振荡12-16小时，摇床转

速为150-200r/min，在高速离心机上离心，取出固相组分后置于烘箱中烘干1～2天，得到微

生态制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反硝化菌群主要由假单胞菌属、产碱杆菌属、芽孢杆菌科、纤维粘菌科组成，含

菌量为5.9×1010cfu·g-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草木灰和生物炭的活化步骤为：以100g草木灰和生物炭计，加入质量浓度为

12.3％的氢氧化钠40～50mL，进行草木灰和生物炭的活化，活化时间为1～2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纳米铁粉的粒径为50-55nm，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的粒径为1～2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所述生物炭为秸秆生物炭，由稻草秸秆和玉米秸秆按1：1高温裂解制备而

得。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黄腐酸的浓度为50g·L-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当微生物数量达到109cfu·mL-1时候，即可得到pH范围稳定在4.5～5.0之

间的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

8.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微生态制剂可用于去除土壤中硝酸盐及减少硝酸盐在

蔬菜体内的积累和淋溶至地下水的风险。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在应用时，将微生态制剂在整地移栽时撒施

到含高硝酸盐的障碍土壤中。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微生态制剂的用量为3～5kg/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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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壤修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设施栽培中由于化学氮肥的大量使用及污水灌溉，使得土壤中硝酸盐积累并不断

进入到地下水中,导致地下水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

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设施硝酸盐型次生盐渍化土壤不仅会对作物生长带来直接的高盐危

害，还使土壤有益微生物区系失衡，严重时甚至会使土壤丧失生产能力。

[0003] 生物反硝化法已成功应用去除各种水体中的硝酸盐，它利用了自然界中氮循环的

反硝化过程，由反硝化细菌通过异养反硝化作用将硝酸盐转化为氮气。异养反硝化菌在反

硝化过程中需要有机碳源作为电子供体,在合适的碳氮比下才能高效的把硝酸盐还原为气

体。宗芳等报道了利用农作物秸秆和零价铁为主要原材料,辅以高渗透性材料和塑性粘结

材料,按不同配比研发出一种用于去除地下水中硝酸盐的复合缓释功能材料，所研发复合

缓释功能材料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孔隙度,能够缓慢持续地释放碳源。

[0004] 土壤中的硝酸盐归宿主要是植物吸收、随径流流失、淋溶至地下水及硝化和反硝

化作用，对于高硝酸盐积累的土壤，通过反硝化作用去除硝酸盐对生态环境的副作用最小，

所以土壤原位微生物修复技术是一种有发展潜力、效率高且投资少的环境修复技术。原位

微生物修复技术的产品、过程、效果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研究表明从纳米铁与反硝化细

菌的复合体系中分离出来的耦合体能在5天时间里完全去除硝酸盐。Schipper以纳米零价

铁粉墙结合电动修复法整治受硝酸盐污染的土壤，使用质量百分比为0.28％的纳米级铁粉

(50～80nm)可以达到98.06％的NO3--N降解率。李同燕等研究表明,经3％氢氧化钠溶液预处

理的玉米秆作为原位修复的固相碳源,在不同氮负荷下均具有较高的硝酸盐去除率,最高

达到了97.17％。

[0005] 向土壤中定向添加具有反硝化作用的EM制剂，虽然可以降低硝酸盐浓度，但是添

加到土壤中的液态EM制剂，在其自体生长繁殖的生命周期中会自然死亡或者不适应环境而

死亡，导致对土壤中硝酸盐的去除速度比较缓慢。土壤中积累的NO3--N和NO2--N等物质如能

和微生物制剂密切接触，将有利于硝酸盐的去除。目前，构建生物反应器强化微生物作用修

复障碍土壤的研究和应用在国内外已有较多报道，如用竹炭及活性炭吸附方法固定反硝化

菌来去除硝酸盐等。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不足，如所用菌种单一、稳

定性差，容易死亡，固定化材料存在孔隙率低、比表面积小、吸附能力差、使用成本高、加工

工艺复杂等缺点。

[0006] 生物反应器效果与所用载体的特性密切相关，良好的载体不仅能大大提高其中的

微生物浓度和数量，而且微生物的活性较强。载体对微生物的吸附能力取决于它的比表面

积、孔隙结构及表面特性等。综上可知，选择适宜的微生物及其载体在利用生物反应器技术

去除土壤里的硝酸盐中相当重要。鉴于此，本发明通过生物驯化和复壮技术，把反硝化细菌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9797120 A

3



固定化于科学配伍的纳米化载体中，通过提升异养反硝化作用的效率将土壤中的硝酸盐得

以高效去除，能够有效避免硝酸盐流失和淋溶导致的对周围水体的污染，对防控植物体内

硝酸盐积累和保护水体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发明内容

[0007] 发明目的：针对设施农业中由于不合理施用化肥引发的土壤硝酸盐累积及其生态

环境影响，利用微生物定向驯化和复配技术与载体纳米化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微型生物

反应器，在实验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种微生态制剂，该产品能有效去除设施障碍土壤中的硝

酸盐，减少了硝酸盐在蔬菜体内的积累和流失淋溶风险。

[0008]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

制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将反硝化菌群接种于发酵罐中，接种比例8～10％，发酵罐中补充培养基，培养

基主要由糖蜜、鱼粉、硫酸锌、醋酸钠、硫酸镁和磷酸二氢钾组成，温度控制在30～35℃，每

隔6.5～8h搅拌一次，每次10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量，当反硝化菌群细菌数量达到一

定值时添加EM活性菌液，在好氧发酵条件下培养，温度控制在30～35℃，每隔5～6h搅拌一

次，每次15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量，直至微生物数量达到一定值，得复合反硝化微生

物菌剂。

[0010] (2)将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EM菌原液与黄腐酸按照1～2:0.8～1.2:0.2～0.8

的体积比复配，并将其转入反应瓶中发酵3～5天，制成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

[0011] (3)将草木灰和生物炭按一定体积比混匀，然后用氢氧化钠活化，将活化后的草木

灰和生物炭混和物、纳米铁粉及高岭土用去离子水清洗，按质量比60％～70％：5％～10％：

20％～35％混匀，并压缩成粒状，得到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

[0012] (4)将上述制得的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粉碎后，和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按质量比

1～2:8～9混合，并将其移入离心瓶中，放入恒温培养箱，在密闭条件下振荡12-16小时，摇

床转速为150-200r/min，在高速离心机上离心，取出固相组分后置于烘箱中烘干1～2天，得

到微生态制剂。

[0013]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1)中，反硝化菌群

主要由假单胞菌属、产碱杆菌属、芽孢杆菌科、纤维粘菌科组成，含菌量为5.9×1010cfu·g
-1。

[0014]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3)中，草木灰和生

物炭的活化步骤为：以100g草木灰和生物炭计，加入质量浓度为12.3％的氢氧化钠40～

50mL，进行草木灰和生物炭的活化，活化时间为1～2天。

[0015]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3)中，纳米铁粉的

粒径为50-55nm，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的粒径为1～2mm。

[0016]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步骤(3)中，所述生

物炭为秸秆生物炭，由稻草秸秆和玉米秸秆按1：1高温裂解制备而得。

[0017]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步骤(2)中，黄腐酸

的浓度为50g·L-1。

[0018]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步骤(1)中，当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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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数量达到109cfu·mL-1时候，即可得到pH范围稳定在4.5～5.0之间的复合反硝化微生物

菌剂。

[0019]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步骤(1)中，当反硝

化细菌数量达到106cfu·mL-1时候添加EM活性菌液，反硝化细菌和EM活性菌液的体积比为

1:1。

[0020]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步骤(3)中，过20目

筛的草木灰和生物炭按体积比1:1混匀。

[0021]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步骤(4)中，将上述

制得的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粉碎后过60目筛，恒温培养箱保持35℃，35℃烘箱中烘干1～2

天，得到微生态制剂。

[0022]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的EM菌原液主要含

有乳酸菌、酵母菌、光合菌，活菌数不少于1亿个/毫升，pH不小于3.8，颜色为黄褐色，半透明

液体，气味为浓酸味或酸味。

[0023] 上述的一种去除土壤中硝酸盐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的EM活性菌液由如

下步骤获得：把5份的EM菌原液、5份的红糖、90份的淘米水混合均匀，在室温密闭条件下，放

入速度为150～180rpm的旋转式摇床厌氧发酵3～5d，静置，在高速离心机上过滤后制得。

[0024] 以上任一项所述的微生态制剂可用于去除土壤中硝酸盐及减少硝酸盐在蔬菜体

内的积累和淋溶至地下水的风险。在应用时，将微生态制剂在整地移栽时撒施到含高硝酸

盐的障碍土壤中。应用时，优选地，微生态制剂的用量为3～5kg/667m2。

[0025]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6] (1)本发明选用复壮的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它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抗氧化能力

强且好氧和厌氧的反硝化细菌种类齐全；其中加入了黄腐酸，大大增强了对土壤中硝酸盐

的去除效果。同时选用纳米铁粉和活化草木灰与生物炭、高岭土混合制备固定化载体，利用

纳米铁粉的高比表面积(600-800m2·g-1)和活化草木灰与生物炭的强大吸附能力，使得附

着的微生物数量和活性大大增加，本发明的载体具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反硝化性能。

[0027]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具有能够迅速去除土壤中硝酸盐、

对土壤环境无副作用等优点；

[0028] (3)所用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构建了好氧和厌氧菌共生的环境，微生物适应土

壤环境的能力更强，使异养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交替进行，去硝酸盐氮效果显著，可达到

85.79％的去除率；

[0029] (4)在载体制作过程中加入纳米铁，使得载体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更好的生物

相容性，且零价金属铁具有化学反硝化作用，增强去除硝酸盐的效果；

[0030] (5)在载体制作过程中加入经碱活化后的草木灰与生物炭，使得载体具有蜂窝状

结构和缓释碳源，反硝化细菌吸附和代谢能力得以提升，微生态制剂投放到待处理的土壤

后，微型生物反应器能迅速适应土壤环境，高效去除硝酸盐。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使用的各种原料是从相关公司和化学试剂商店购置，淘米水为自制，下面

通过具体的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所述的反硝化菌购自广西鸿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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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原液购自爱睦乐环保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0032] 实施例1

[0033] (1)将反硝化细菌接种于发酵罐中，接种比例8～10％，发酵罐中补充培养基糖蜜

(0.3g·L-1)、鱼粉(0.5g·L-1)、硫酸锌(0.05g·L-1)、醋酸钠(0.05g·L-1)、硫酸镁(0.02g·

L-1)和磷酸二氢钾(0.02g·L-1)等营养，温度控制在30～35℃，每隔6.5～8h搅拌一次，每次

10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量，当反硝化细菌数量达到106cfu·mL-1时候添加EM活性菌

液(1:1；V:V)，在好氧发酵条件下培养，温度控制在30～35℃，每隔5～6h搅拌一次，每次

15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量，当微生物数量达到109cfu·mL-1时候，即可得到pH范围稳

定在4.5～5.0之间的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反硝化细菌是由假单胞菌属、产碱杆菌属、芽

孢杆菌科、纤维粘菌科等组成的反硝化菌群，含菌量为5.9×1010cfu·g-1，EM菌原液含有乳

酸菌、酵母菌、光合菌等有效活性微生物，活菌数不少于1亿个/毫升，在复合反硝化微生物

菌剂驯化和复壮过程中，培养剂、红糖和淘米水的作用是为微生物代谢提供了C源、能源和

无机营养，好氧发酵使其中的反硝化细菌活性和数量增加。

[0034] (2)将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EM菌原液与黄腐酸按照1～2:0.8～1.2:0.2～0.8

的体积比复配，并将其转入反应瓶中发酵3～5天，制成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黄腐酸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活性物质刺激反硝化细菌的减数分裂，经科学配伍的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

进一步使反硝化细菌的活性和含量得以提高；

[0035] (3)将过20目筛的草木灰和生物炭(1:1；V:V)混匀，然后用氢氧化钠活化，将活化

后的草木灰和生物炭混和物、纳米铁粉及高岭土用去离子水清洗，按质量比60％～70％：

5％～10％：20％～35％混匀，并压缩成粒状，得到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高岭土可以在载体

成球过程中提供很好的粘结性，使得载体不易破裂；

[0036] (4)将上述制得的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粉碎过60目筛，和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按

质量比1～2:8～9混合，并将其移入离心瓶中，放入35℃恒温培养箱中在密闭条件下振荡

12-16小时，摇床转速为150-200r/min，在高速离心机上离心，取出固相组分后置于35℃烘

箱中烘干1～2天，得到微生态制剂。

[0037]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的草木灰和生物炭(1:1；V:V)混合物过20目筛，所述的纳

米铁粉粒径为50～55nm。草木灰和生物炭为微生物代谢提供碳源和无机营养，纳米铁粉具

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多孔特点，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且细胞吸附量大，可有效提高微生物

的吸附、固定和栖息，同时零价金属具有化学反硝化作用。

[0038] 步骤(3)中，草木灰和生物炭混合物的活化步骤为：以100g草木灰和生物炭计，加

入质量浓度为12.3％的氢氧化钠40～50mL，进行草木灰和生物炭的活化，活化时间为1～2

天。活化后的草木灰和生物炭具有蜂穴状结构，孔隙率和比表面积增大，具有更强的吸附能

力，有利于缓慢释放碳源和无机营养供反硝化细菌生长。

[0039] 步骤(3)中，粒状固定化载体的直径为1～2mm。然而本发明的载体形状并不限于粒

状。

[0040] 本发明进一步提出了上述的微生态制剂用于去除土壤中硝酸盐及减少硝酸盐在

蔬菜体内的积累和淋溶风险中的用途。

[0041] 在用于去除土壤中硝酸盐及减少硝酸盐在蔬菜体内的积累和淋溶风险时，将微生

态制剂在整地移栽时撒施到含高硝酸盐的障碍土壤中。微生态制剂的用量为3～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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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m2。

[0042] 实施例2

[0043] 将反硝化细菌接种于发酵罐中，接种比例8％，发酵罐中补充培养基糖蜜(0.3g·

L-1)、鱼粉(0.5g·L-1)、硫酸锌(0.05g·L-1)、醋酸钠(0.05g·L-1)、硫酸镁(0.02g·L-1)和

磷酸二氢钾(0.02g·L-1)等营养，温度控制在30℃，每隔7h搅拌一次，每次10min，同时抽样

检测微生物数量，当反硝化细菌数量达到106cfu·mL-1时候添加EM活性菌液(1:1；V:V)，在

好氧发酵条件下培养，温度控制在30℃，每隔5h搅拌一次，每次15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

数量，当微生物数量达到109cfu·mL-1时，即得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将复合反硝化微生

物菌剂、EM菌原液与黄腐酸按照2.0:1.0:0.6的体积比复配，并将其转入反应瓶中发酵4天，

制成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将过20目筛的草木灰和生物炭(1:1；V:V)混匀，然后用12.3％

氢氧化钠活化1天，将活化后的草木灰和生物炭混和物、纳米铁粉及高岭土用去离子水清

洗，按质量比65％：5％：30％混匀，并压缩成粒状，得到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粒径为2mm。将

制得的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粉碎过60目筛，和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按质量比1:9混合，并

将其移入离心瓶中，放入35℃恒温培养箱中在密闭条件下振荡15小时，摇床转速为180r/

min，在高速离心机上离心，取出固相组分后置于35℃烘箱中烘干2天，得到微生态制剂。

[0044] 在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连作5年的设施大棚中开展小白菜种植试验，设4种处

理：(1)对照；(2)反硝化细菌粉剂；(3)EM玻卡西，南京爱睦乐环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4)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处理(2)、处理(3)和处理(4)的施用量均为4kg/667m2，在整地移栽

时撒施到土壤中。每个处理3次重复，随机排列。小白菜收获后采集土样及植株样监测相关

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

[0045] 表1各处理土壤和小白菜中的硝态氮的含量

[0046]

[0047] 经计算知，本实施例微生态制剂对土壤硝态N的去除率为83.08％，对植株硝态N的

去除率为93.46％，对地下水硝态N的去除率为92.38％。从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微生态制

剂去除土壤中硝酸盐效果显著优于EM玻卡西和反硝化细菌粉剂，且对pH有较好的缓冲作

用，能使可溶性盐分有一定的下降，植株和地下水中的硝态氮也有明显的降低。

[0048] 实施例3

[0049] 将反硝化细菌接种于发酵罐中，接种比例10％，发酵罐中补充培养基糖蜜(0.3g·

L-1)、鱼粉(0.5g·L-1)、硫酸锌(0.05g·L-1)、醋酸钠(0.05g·L-1)、硫酸镁(0.02g·L-1)和

磷酸二氢钾(0.02g·L-1)等营养，温度控制在35℃，每隔8h搅拌一次，每次10min，同时抽样

检测微生物数量，当反硝化细菌数量达到106cfu·mL-1时添加EM活性菌液(1:1；V:V)，在好

氧发酵条件下培养，温度控制在32℃，每隔6h搅拌一次，每次15min，同时抽样检测微生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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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当微生物数量达到109cfu·mL-1时候，即得复合反硝化微生物菌剂。将复合反硝化微生

物菌剂、EM菌原液与黄腐酸按照1:0.8:0.2的体积比复配，并将其转入反应瓶中发酵3天，制

成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将过20目筛的草木灰和生物炭(1:1；V:V)混匀，然后用质量百分

比为12.3％的氢氧化钠活化2天，将活化后的草木灰和生物炭混和物、纳米铁粉及高岭土用

去离子水清洗，按质量百分比70％：8％：32％混匀，并压缩成粒状，得到粒状固定化纳米载

体，粒径为1mm。将制得的粒状固定化纳米载体粉碎过60目筛，和反硝化细菌-EM复配剂按质

量比2:8混合，并将其移入离心瓶中，放入35℃恒温培养箱中在密闭条件下振荡12小时，摇

床转速为160r/min，在高速离心机上离心，取出固相组分后置于35℃烘箱中烘干1天，得到

微生态制剂。

[0050] 在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连作8年的设施大棚中开展小白菜种植试验，设4种处

理：(1)对照；(2)反硝化细菌粉剂；(3)EM玻卡西，南京爱睦乐环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4)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处理(2)、处理(3)和处理(4)的施用量均为5kg/667m2，在整地移栽

时撒施到土壤中。每个处理3次重复，随机排列。小白菜收获后采集土样及植株样监测相关

指标，结果如表2所示。

[0051] 表2各处理土壤、地下水和小白菜中的硝态氮的含量及产量

[0052]

[0053] 由表2计算得知，本实施例微生态制剂对土壤硝态N的去除率为85.79％，对植株硝

态N的去除率为93.04％，对地下水硝态N的去除率为92.15％，小白菜的增产率达316％。以

上监测数据说明本发明的微生态制剂去除土壤中硝酸盐效果显著优于EM玻卡西和反硝化

细菌粉剂，对pH有较好的缓冲作用，和对照相比，植株和地下水中的硝态氮也有明显的降

低，小白菜的产量有明显上升，显著缓解了连作土壤硝酸盐次生盐渍化障碍。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典型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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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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