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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

包括：土地改良：选择坡度在25°以内的沙质土地

作为待种土地，翻耕均匀，然后按50～80kg/亩施

加土地改良剂，自然保持2～3d；并再次按30～

6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翻耕均匀，自然保持10

～20d，然后施加1500～2200kg/亩的富硒农家

肥，耙细土地，即制得改良土地。通过本发明种植

的油茶，具有可以对种植地的改良，使其适于油

茶树生长的酸性土壤条件，同时对土壤施加富硒

肥改善种植地土壤营养结构，使油茶树快速生

长，且营养成分较为全面并含人体所需的硒元素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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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土地改良：选择坡度在25°以内的沙质土地作为待种土地，翻耕均匀，然后按50～80kg/

亩施加土地改良剂，自然保持2～3d；并再次按30～6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翻耕均匀，自

然保持10～20d，然后施加1500～2200kg/亩的富硒农家肥，耙细土地，即制得改良土地；

所述土地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石膏5～10份、褐土5～10份、磷石膏2～5

份、硫酸亚铁10～20份、硫磺粉20～30份、风化煤10～20份、水20～40份、硫酸锌5～10份、壳

多糖0.5～1份、羧甲基壳聚糖0.2～0.5份、肝素0.01～0.03份、海藻酸钠0.02～0.05份、脱

乙酰壳多糖0.05～0.1份、硫酸酯0.01～0.05份、磷酸酯0.01～0.03份、醋酸1～2份；

所述富硒农家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先将重量份为3～5份的雷公藤、2～3份的梧桐叶粉碎至50～100目，然后用重量

份数为40～60份的质量浓度依次为80～90％、70-80％、50～60％的乙醇于40～70℃下加热

回流6～10h，收集最终的残渣得到第一残渣，并合并每次回流得到的提取液，得到第一提取

液；

步骤B：将10～20份的大豆粉、10～20份的富硒玉米秸秆粉、5～10份的西瓜藤粉混合并

粉碎至50～100目，加入第一残渣和300～500份的水，搅拌10～20h，再加入重量份为2～4份

的EM菌、1～3份的纤维素酶产生菌、2～4份的蛋白酶产生菌，将其放入25～35℃、相对湿度

为60～80％的环境里，静置10～20d，成为第一混料；

步骤C：将重量份为60～80份的沼液、30～50份的糖浆、3～5份的猪血、2～5份的硒矿

石、10～15份的富硒氨基酸、2～5份的硒酵母、1～2份的硒化卡拉胶混合均匀，在20～30℃、

相对湿度为70～80％的条件下密封静置4～7d，得到第二混料；

步骤D：将第一混料、第二混料和第一提取液混合，加入重量份为5～10份的有机酸、10

～20份的复合菌，在25～32℃，相对湿度为70～80％条件下，厌氧发酵10～20d，灭活，即得

富硒农家肥；所述复合菌由质量比为1：0.5～1：1～1.5的绿色木霉、日本根霉、黑曲霉组成；

还包括：

油茶种苗选择：选择主干直径在2.5～6.5cm的苗木；将苗木连根挖出，剪去1/3～2/5的

须根，主根剪去1/4～1/3的长度，得到油茶种苗，备用；

定植：将改良土地按株间距3m、行间距3m的规格，开挖深度20～45cm、直径为15～35cm

的种植穴，将油茶种苗植入；

水肥管理：定植后，当富硒油茶树的根部土壤中的水分含量低于15～20％时，浇一次

水；每隔20～30d，按照1～2kg/株的比例，向富硒油茶树的根部施加含重量份为10～20份复

合肥、10～15份的富硒营养液和30～50份的清水的混合物；在富硒油茶树开花结果后，将富

硒营养液用清水稀释20～30倍后，按0.4～0.7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在果

实成熟期，将富硒营养液用清水稀释60～100倍，按0.2～0.5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

树的叶面，并在果实成熟前15～25d停止施用；所述富硒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水20～40份、醋酸1～2份、硫酸亚铁10～20份、柠檬酸钠0.01～0.02份、维生素0.5～2份、亚

硒酸铵0.5～1份、硒蛋氨酸0.1～0.5份、硒酸钠1～2份、苹果酸0.1～0.3份、壳多糖0.5～2

份；

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在油茶种苗选择之后、定植之前，还包括：

油茶种苗催根：将油茶种苗置于质量分数为20～30％的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中浸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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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in，水洗，然后将其放入催根液中浸泡5～10h，将其捞出、沥干，备用；所述催根液由以下

重量份原料组成：吲哚乙酸5～10份、双吉尔2～5份、胺鲜酯1～3份、水40～8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硒矿石是指含有硒及

锌、钼、碘、铁、镁、锰、钾、钠、钙、铜、铬、硅一种或多种成分的硒矿石，其中，硒含量不低于

200μg/kg。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富硒氨基酸由质量比为

1：0.8～1.2：1.5～2：0.1～0.5的硒代甲硫基氨基酸、硒代蛋氨酸，硒代半胱氨酸、γ-谷氨

酰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组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酸由质量比为1：

0.8～1.2：0.1～0.5的酒石酸、水杨酸、琥珀酸组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液含有孔窝无梗囊

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所述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

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孢子密度分别为200～300个/ml、100～150

个/ml、80～100个/ml、120～150个/ml、100～130个/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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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木本油料植物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富硒油是用科学的方法技术生产出来的高科技产品，是通过生产过程中自然加补

硒元素达到富硒的目的，是真正的纯天然绿色食用油。今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富

硒茶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市场供不应求，因此，发展富硒油茶对人类健康有着重要的

意义。然而油茶树适宜于生长在pH为5～6.5的酸性土壤中，在酸性土壤环中硒难溶解的碱

式亚硒酸铁被固定存在，不易被植物根系吸收和利用。而且我国目前富硒地段非常少，因此

用普通种植方法种出来的油茶树含硒量很少，从而使得我国的富硒油茶的生产受到了限制

和发展。

[0003] 专利申请号为201210316373.0公开了一种油茶树富含硒的种植方法，包括林地选

择、科学整地、合理密度、科学种植、强化培育、实施硒肥、科学施肥、病虫害的防治和果实的

采收；该发明可以使油茶树在缺硒地带种植出含硒的油茶树，但是含硒量不高，不适于中性

或碱性富硒油茶树的种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富硒油茶树的种植方法，其能够通过对种植地的改

良，使其适于油茶树生长的酸性土壤条件，同时对土壤施加富硒肥改善种植地土壤营养结

构，使油茶树快速生长，且营养成分较为全面并含人体所需的硒元素的优点。

[0005]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方法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

法，包括：

[0006] 土地改良：选择坡度在25°以内的沙质土地作为待种土地，翻耕均匀，然后按50～

8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自然保持2～3d；并再次按30～6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翻耕均

匀，自然保持10～20d，然后施加1500～2200kg/亩的富硒农家肥，耙细土地，即制得改良土

地；

[0007] 所述土地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石膏5～10份、褐土5～10份、磷石膏2

～5份、硫酸亚铁10～20份、硫磺粉20～30份、风化煤10～20份、水20～40份、硫酸锌5～10

份、壳多糖0.5～1份、羧甲基壳聚糖0.2～0.5份、肝素0.01～0.03份、海藻酸钠0.02～0.05

份、脱乙酰壳多糖0.05～0.1份、硫酸酯0.01～0.05份、磷酸酯0.01～0.03份、醋酸1～2份；

[0008] 所述富硒农家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A：先将重量份为3～5份的雷公藤、2～3份的梧桐叶粉碎至50～100目，然后用

重量分数为40～60份的质量浓度依次为80～90％、70～80％、50～60％的乙醇于40～70℃

下加热回流6～10h，收集最终的残渣得到第一残渣，并合并每次回流得到的提取液，得到第

一提取液；

[0010] 步骤B：将10～20份的大豆粉、10～20份的富硒玉米秸秆粉、5～10份的西瓜藤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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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粉碎至50～100目，加入第一残渣和300～500份的水，搅拌10～20h，再加入重量份为2

～4份的EM菌、1～3份的纤维素酶产生菌、2～4份的蛋白酶产生菌，将其放入25～35℃、相对

湿度为60～80％的环境里，静置10～20d，成为第一混料；

[0011] 步骤C：将重量份为60～80份的沼液、30～50份的糖浆、3～5份的猪血、2～5份的硒

矿石、10～15份的富硒氨基酸、2～5份的硒酵母、1～2份的硒化卡拉胶混合均匀，在20～30

℃、相对湿度为70～80％的条件下密封静置4～7d，得到第二混料；

[0012] 步骤D：将第一混料、第二混料和第一提取液混合，加入重量份为5～10份的有机

酸、10～20份的复合菌，在25～32℃，相对湿度为70～80％条件下，厌氧发酵10～20d，灭活，

即得富硒农家肥；所述复合菌由质量比为1:0.5～1:1～1.5的绿色木霉、日本根霉、黑曲霉

组成。

[0013] 优选的是，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还包括：

[0014] 油茶种苗选择：选择主干直径在2.5～6.5cm的苗木；将苗木连根挖出，剪去1/3～

2/5的须根，主根剪去1/4～1/3的长度，得到油茶种苗，备用；

[0015] 定植：将改良土地按株间距3m、行间距3m的规格，开挖深度为20～45cm、直径为15

～35cm的种植穴，将油茶种苗植入；

[0016] 水肥管理：定植后，当富硒油茶树的根部土壤中的水分含量低于15～20％时，浇一

次水；每隔20～30天，按照1～2kg/株的比例，向富硒油茶树的根部施加含重量份为10～20

份复合肥、10～15份的富硒营养液和30～50份的清水的混合物；在富硒油茶树开花结果后，

将富硒营养液用清水稀释20～30倍后，按0.4～0.7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

在果实成熟期，将富硒营养液用清水稀释60～100倍，按0.2～0.5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

油茶树的叶面，并在果实成熟前15～25天停止施用；所述富硒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组成：水20～40份、醋酸1～2份、硫酸亚铁10～20份、柠檬酸钠0.01～0.02份、维生素0.5～2

份、亚硒酸铵0.5～1份、硒蛋氨酸0.1～0.5份、硒酸钠1～2份、苹果酸0.1～0.3份、壳多糖

0.5～2份。

[0017] 优选的是，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油茶种苗选择之后、定植之前，还包括：

[0018] 油茶种苗催根：将油茶种苗置于质量分数为20～30％的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中浸泡

20～40min，水洗，然后将其放入催根液中浸泡5～10h，将其捞出、沥干，备用；所述催根液由

以下重量份原料组成：吲哚乙酸5～10份、双吉尔2～5份、胺鲜酯1～3份、水40～80份。

[0019] 优选的是，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所述硒矿石是指含有硒及锌、钼、碘、铁、镁、

锰、钾、钠、钙、铜、铬、硅一种或多种成分的硒矿石，其中，硒含量不低于200μg/kg。

[0020] 优选的是，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所述富硒氨基酸由质量比为1:0.8～1.2:

1.5～2:0.1～0.5的硒代甲硫基氨基酸、硒代蛋氨酸，硒代半胱氨酸、γ-谷氨酰硒甲基硒代

半胱氨酸组成。

[0021] 优选的是，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所述有机酸由质量比为1:0.8～1.2:0.1～

0.5的酒石酸、水杨酸、琥珀酸组成。

[0022] 优选的是，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所述沼液含有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

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所述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

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孢子密度分别为200～300个/ml、100～150个/ml、80～100

个/ml、120～150个/ml、100～130个/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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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发明通过在待种土地施加土地改良剂，土地改良剂中石膏、磷石膏、硫酸亚

铁、硫磺粉、风化煤、醋酸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性，使土壤维持在酸性环境，有利于油茶的生

长；土地改良剂中壳多糖、羧甲基壳聚糖、脱乙酰壳多糖具有促进油茶树生根、养根作用能

促进根系细胞的分裂，使毛细根快速增多，促进根系发达，快速生长的作用；而且壳多糖、羧

甲基壳聚糖、脱乙酰壳多糖进入土壤后可以培养起大量的放线菌等有益菌群，这些有益菌

群改善土壤的同时分泌出的大量抗生素类物质和抗性酶几丁质酶等，可直接溶解线虫及其

虫卵体壁，同时抑制有害菌群的生长繁殖，可以长期抵抗各种病害，有利于油茶树的生长；

壳多糖与海藻酸钠、肝素、硫酸酯、磷酸酯在改良土壤的酸性条件下可以生成壳多糖衍生

物，这些衍生物协同作用，促进油茶树快速生长。

[0025] 2、本发明的富硒农家肥中含有雷公藤、梧桐叶，使用乙醇将其活性成分提取出来，

随后发酵，再施加土壤上可以杀虫、杀菌有利于油茶树生长；将大豆粉、富硒玉米秸秆粉、西

瓜藤粉经、纤维素酶产生菌、蛋白酶产生菌分解降解成小分子，有利于后面的发酵，而且这

些小分子进入土壤后更有利于油茶树吸收；将沼液、糖浆、猪血、硒矿石、富硒氨基酸、硒酵

母、硒化卡拉胶混合，沼液中益生菌团，将投入富含硒和多种微量元素矿石粉，在大量有益

微生物菌团快速繁殖下，降解、吸收、消化以无机态存在的硒等微宏量元素，使其成为生命

生理活动中的有机结合态硒等；然后再加入复合菌，提供适宜温度条件让其快速繁殖，让残

余的无机态的等微量元素再次转化，让无机态的硒等微宏量元素极大的提高了生物利用

度，从而克服了酸性土壤有机固定硒元素的制约，有利于油茶树充分吸收硒。

[0026] 3、本发明的富硒营养液含有醋酸、苹果酸可以使富硒营养液保持酸性，硫酸亚铁

可促使叶绿素形成，壳多糖可以促进植物生根、细胞增长。

[0027]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

文字能够据以实施。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包括：

[0031] 土地改良：选择坡度在25°以内的沙质土地作为待种土地，翻耕均匀，然后按50kg/

亩施加土地改良剂，自然保持2d；并再次按3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翻耕均匀，自然保持

10d，然后施加1500kg/亩的富硒农家肥，耙细土地，即制得改良土地；

[0032] 所述土地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石膏5份、褐土5份、磷石膏2份、硫酸亚

铁10份、硫磺粉20份、风化煤10份、水20份、硫酸锌5份、壳多糖0.5份、羧甲基壳聚糖0.2份、

肝素0.01份、海藻酸钠0.02份、脱乙酰壳多糖0.05份、硫酸酯0.01份、磷酸酯0.01份、醋酸1

份；石膏和磷石膏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其可与碱性土壤中的碳酸钠发生反应，可降低碱性土

壤的碱性；硫磺粉可以降低土壤碱性，同时可提供硫元素，且可促进油茶树对铁的吸收；风

化煤中含有腐殖酸可以降低土壤酸性；

[0033] 所述富硒农家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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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步骤A：先将重量份为3份的雷公藤、2份的梧桐叶粉碎至50目，然后用重量分数为

40份的质量浓度依次为80％、70％、50％的乙醇于40℃下加热回流6h，收集最终的残渣得到

第一残渣，并合并每次回流得到的提取液，得到第一提取液；将雷公藤、梧桐叶粉碎并采用

乙醇提取，使有效活性成分被提取，在后续发酵制得肥料过程中更能发挥作用，更有效地杀

死土壤中的害虫和有害菌。

[0035] 步骤B：将10份的大豆粉、10份的富硒玉米秸秆粉、5份的西瓜藤粉混合并粉碎至50

目，加入第一残渣和300份的水，搅拌10h，再加入重量份为2份的EM菌、1份的纤维素酶产生

菌、2份的蛋白酶产生菌，将其放入25℃、相对湿度为60％的环境里，静置10d，成为第一混

料；EM菌产生抗菌物质，与土壤中经壳多糖培养产生的放线菌共生，形成良好的作物生长环

境，提高土壤肥质，彻底改良土壤，并且抑制有害微生物繁殖，产生有益物质防治农作物各

类病害，同时可提高发酵后的原料中氨基酸的含量。

[0036] 步骤C：将重量份为60份的沼液、30份的糖浆、3份的猪血、2份的硒矿石、10份的富

硒氨基酸、2份的硒酵母、1份的硒化卡拉胶混合均匀，在20℃、相对湿度为70％的条件下密

封静置4d，得到第二混料；富硒氨基酸、硒酵母、硒化卡拉胶均为有机硒有利于油茶树的吸

收。

[0037] 步骤D：将第一混料、第二混料和第一提取液混合，加入重量份为5份的有机酸、10

份的复合菌，在25℃，相对湿度为70％条件下，厌氧发酵10d，灭活，即得富硒农家肥；所述复

合菌由质量比为1:0.5:1的绿色木霉、日本根霉、黑曲霉组成。原料在绿色木霉、日本根霉、

黑曲霉的作用下，经过发酵，产生及必要的各种氨基酸、酶、有机酸、维生素、生物素、干扰素

等有益生命活性因子使得制得的肥料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肥力，提高作物产量的

效果，并且有利于油茶树的吸收利用，。

[0038] 所述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还包括：

[0039] 油茶种苗选择：选择主干直径在2.5cm的苗木；将苗木连根挖出，剪去1/3的须根，

主根剪去1/3的长度，得到油茶种苗，备用；

[0040] 定植：将改良土地按株间距3m、行间距3m的规格，开挖深度为20cm、直径为15cm的

种植穴，将油茶种苗植入；

[0041] 水肥管理：定植后，当富硒油茶树的根部土壤中的水分含量低于15％时，浇一次

水；每隔20天，按照1kg/株的比例，向富硒油茶树的根部施加含重量份为10份复合肥、10份

的富硒营养液和30份的清水的混合物；在富硒油茶树开花结果后，将富硒营养液用清水稀

释20倍后，按0.4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在果实成熟期，将富硒营养液用清

水稀释60倍，按0.2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并在果实成熟前15天停止施用；

所述富硒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水20份、醋酸1份、硫酸亚铁10份、柠檬酸钠0.01

份、维生素0.5份、亚硒酸铵0.5份、硒蛋氨酸0.1份、硒酸钠1份、苹果酸0.1份、壳多糖0.5份。

维生素可以为维生素C、维生素B等对油茶树生长起调节作用。

[0042] 在所述油茶种苗选择之后、定植之前，还包括：

[0043] 油茶种苗催根：将油茶种苗置于质量分数为20％的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中浸泡

20min，水洗，然后将其放入催根液中浸泡5h，将其捞出、沥干，备用；所述催根液由以下重量

份：吲哚乙酸5份、双吉尔2份、胺鲜酯1份、水40份。油茶种苗经过高锰酸钾消毒后，经过催根

液的处理可以促进油茶种苗细胞的分裂和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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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所述硒矿石是指含有硒及锌、钼、碘、铁、镁、锰、钾、钠、钙、铜、铬、硅一种或多种成

分的硒矿石，其中，硒含量不低于200μg/kg。硒矿石含有多种植物必需金属元素，有利于油

茶树的快速均衡生长。

[0045] 所述富硒氨基酸由质量比为1:0.8:1.5:0.1的硒代甲硫基氨基酸、硒代蛋氨酸，硒

代半胱氨酸、γ-谷氨酰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组成。

[0046] 所述有机酸由质量比为1:0.8:0.1的酒石酸、水杨酸、琥珀酸组成。

[0047] 所述沼液含有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

囊霉，所述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孢子密度

分别为200个/ml、100个/ml、80个/ml、120个/ml、100个/ml。沼液中含有孔窝无梗囊霉等多

种益生菌团，有利于充分降解消化硒矿石中的多种金属元素，有利于油茶树对营养元素的

充分吸收和生成发育。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0050] 土地改良：选择坡度在25°以内的沙质土地作为待种土地，翻耕均匀，然后按60kg/

亩施加土地改良剂，自然保持3d；并再次按5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翻耕均匀，自然保持

15d，然后施加1800kg/亩的富硒农家肥，耙细土地，即制得改良土地；

[0051] 所述土地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石膏8份、褐土8份、磷石膏3份、硫酸亚

铁15份、硫磺粉25份、风化煤15份、水30份、硫酸锌8份、壳多糖0.8份、羧甲基壳聚糖0.3份、

肝素0.02份、海藻酸钠0.03份、脱乙酰壳多糖0.08份、硫酸酯0.03份、磷酸酯0.02份、醋酸

1.5份；

[0052] 所述富硒农家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步骤A：先将重量份为4份的雷公藤、2.5份的梧桐叶粉碎至80目，然后用重量分数

为50份的质量浓度依次为85％、75％、55％的乙醇于55℃下加热回流8h，收集最终的残渣得

到第一残渣，并合并每次回流得到的提取液，得到第一提取液；

[0054] 步骤B：将15份的大豆粉、15份的富硒玉米秸秆粉、8份的西瓜藤粉混合并粉碎至80

目，加入第一残渣和400份的水，搅拌15h，再加入重量份为3份的EM菌、2份的纤维素酶产生

菌、3份的蛋白酶产生菌，将其放入30℃、相对湿度为70％的环境里，静置15d，成为第一混

料；

[0055] 步骤C：将重量份为70份的沼液、40份的糖浆、4份的猪血、4份的硒矿石、13份的富

硒氨基酸、3份的硒酵母、1.5份的硒化卡拉胶混合均匀，在25℃、相对湿度为75％的条件下

密封静置5d，得到第二混料；

[0056] 步骤D：将第一混料、第二混料和第一提取液混合，加入重量份为8份的有机酸、15

份的复合菌，在28℃，相对湿度为75％条件下，厌氧发酵15d，灭活，即得富硒农家肥；所述复

合菌由质量比为1:0.8:1.2的绿色木霉、日本根霉、黑曲霉组成。

[0057] 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还包括：

[0058] 油茶种苗选择：选择主干直径在5cm的苗木；将苗木连根挖出，剪去2/5的须根，主

根剪去1/4的长度，得到油茶种苗，备用；

[0059] 定植：将改良土地按株间距3m、行间距3m的规格，开挖深度为35cm、直径为20cm的

种植穴，将油茶种苗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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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水肥管理：定植后，当富硒油茶树的根部土壤中的水分含量低于19％时，浇一次

水；每隔25天，按照1.5kg/株的比例，向富硒油茶树的根部施加含重量份为15份复合肥、12

份的富硒营养液和40份的清水的混合物；在富硒油茶树开花结果后，将富硒营养液用清水

稀释25倍后，按0.6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在果实成熟期，将富硒营养液用

清水稀释80倍，按0.4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并在果实成熟前20天停止施

用；所述富硒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水30份、醋酸1.5份、硫酸亚铁15份、柠檬酸

钠0.015份、维生素1.5份、亚硒酸铵0.8份、硒蛋氨酸0.3份、硒酸钠1.5份、苹果酸0.2份、壳

多糖1份。

[0061] 所述油茶种苗选择之后、定植之前，还包括：

[0062] 油茶种苗催根：将油茶种苗置于质量分数为25％的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中浸泡

30min，水洗，然后将其放入催根液中浸泡8h，将其捞出、沥干，备用；所述催根液由以下重量

份原料组成：吲哚乙酸7份、双吉尔3份、胺鲜酯2份、水60份。

[0063] 所述所述硒矿石是指含有硒及锌、钼、碘、铁、镁、锰、钾、钠、钙、铜、铬、硅一种或多

种成分的硒矿石，其中，硒含量不低于200μg/kg。

[0064] 所述富硒氨基酸由质量比为1:1:1.8:0.3的硒代甲硫基氨基酸、硒代蛋氨酸，硒代

半胱氨酸、γ-谷氨酰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组成。

[0065] 所述有机酸由质量比为1:1:0.3的酒石酸、水杨酸、琥珀酸组成。

[0066] 所述沼液含有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

囊霉，所述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孢子密度

分别为250个/ml、120个/ml、90个/ml、130个/ml、120个/ml。

[0067] 实施例3

[0068] 一种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0069] 土地改良：选择坡度在25°以内的沙质土地作为待种土地，翻耕均匀，然后按80kg/

亩施加土地改良剂，自然保持3d；并再次按60kg/亩施加土地改良剂，翻耕均匀，自然保持

20d，然后施加2200kg/亩的富硒农家肥，耙细土地，即制得改良土地；

[0070] 所述土地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石膏10份、褐土10份、磷石膏5份、硫酸

亚铁20份、硫磺粉30份、风化煤20份、水40份、硫酸锌10份、壳多糖1份、羧甲基壳聚糖0.5份、

肝素0.03份、海藻酸钠0.05份、脱乙酰壳多糖0.1份、硫酸酯0.05份、磷酸酯0.03份、醋酸2

份；

[0071] 所述富硒农家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2] 步骤A：先将重量份为5份的雷公藤、3份的梧桐叶粉碎至100目，然后用重量分数为

60份的质量浓度依次为90％、80％、60％的乙醇于70℃下加热回流10h，收集最终的残渣得

到第一残渣，并合并每次回流得到的提取液，得到第一提取液；

[0073] 步骤B：将20份的大豆粉、20份的富硒玉米秸秆粉、10份的西瓜藤粉混合并粉碎至

100目，加入第一残渣和500份的水，搅拌20h，再加入重量份为4份的EM菌、3份的纤维素酶产

生菌、4份的蛋白酶产生菌，将其放入5℃、相对湿度为80％的环境里，静置20d，成为第一混

料；

[0074] 步骤C：将重量份为80份的沼液、50份的糖浆、5份的猪血、5份的硒矿石、15份的富

硒氨基酸、5份的硒酵母、1～2份的硒化卡拉胶混合均匀，在20～30℃、相对湿度为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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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密封静置4～7d，得到第二混料；

[0075] 步骤D：将第一混料、第二混料和第一提取液混合，加入重量份为10份的有机酸、20

份的复合菌，在25～32℃，相对湿度为70～80％条件下，厌氧发酵20d，灭活，即得富硒农家

肥；所述复合菌由质量比为1:1:1.5的绿色木霉、日本根霉、黑曲霉组成。

[0076] 所述的富硒油茶的种植方法，还包括：

[0077] 油茶种苗选择：选择主干直径在6.5cm的苗木；将苗木连根挖出，剪去2/5的须根，

主根剪去1/3的长度，得到油茶种苗，备用；

[0078] 定植：将改良土地按株间距3m、行间距3m的规格，开挖深度为45cm、直径为35cm的

种植穴，将油茶种苗植入；

[0079] 水肥管理：定植后，当富硒油茶树的根部土壤中的水分含量低于20％时，浇一次

水；每隔30天，按照2kg/株的比例，向富硒油茶树的根部施加含重量份为20份复合肥、15份

的富硒营养液和50份的清水的混合物；在富硒油茶树开花结果后，将富硒营养液用清水稀

释30倍后，按0.7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在果实成熟期，将富硒营养液用清

水稀释100倍，按0.5kg/株的比例喷施于富硒油茶树的叶面，并在果实成熟前25天停止施

用；所述富硒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水40份、醋酸2份、硫酸亚铁20份、柠檬酸钠

0.02份、维生素2份、亚硒酸铵1份、硒蛋氨酸0.5份、硒酸钠2份、苹果酸0.3份、壳多糖2份。

[0080] 所述油茶种苗选择之后、定植之前，还包括：

[0081] 油茶种苗催根：将油茶种苗置于质量分数为30％的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中浸泡

40min，水洗，然后将其放入催根液中浸泡10h，将其捞出、沥干，备用；所述催根液由以下重

量份原料组成：吲哚乙酸10份、双吉尔5份、胺鲜酯3份、水80份。

[0082] 所述硒矿石是指含有硒及锌、钼、碘、铁、镁、锰、钾、钠、钙、铜、铬、硅一种或多种成

分的硒矿石，其中，硒含量不低于200μg/kg。

[0083] 所述富硒氨基酸由质量比为1:1.2:2:0.5的硒代甲硫基氨基酸、硒代蛋氨酸，硒代

半胱氨酸、γ-谷氨酰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组成。

[0084] 所述有机酸由质量比为1:1.2:0.5的酒石酸、水杨酸、琥珀酸组成。

[0085] 所述沼液含有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

囊霉，所述孔窝无梗囊霉、光壁无梗囊霉、柯氏无梗囊霉、摩西球囊霉、大果球囊霉孢子密度

分别为300个/ml、150个/ml、100个/ml、150个/ml、130个/ml。

[0086] 对比例1

[0087] 按照使用传统方法种油茶作为对比例1，定植后5年后采收，与实施例1～3对比得

出表1数据：

[0088] 表1各实施例对油茶成活率和含硒量的影响

[0089]   对比例1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成活率(％) 75.2 89.3 91.5 92.4

含硒量(μg/kg) 115 185 191 198

[0090] 从表1可看出，按本发明种植的油茶树，定植后成活率在89％～93％，大于传统技

术的75.2％；本发明每kg油茶含硒量达185～198μg，高于传统方法种植的每kg油茶含硒量

115μg，含硒量增加高达60％，改善油茶的营养品质，提高油茶的附加值，增加农户收益，从

而带动整个油茶产业的突破性发展，显著提高种植香蕉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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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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