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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

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半叶素0.1-60份、肌

醇肽0.1-60份、填料10-90份；所述植物生长调节

剂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配方

量的半叶素、肌醇肽和填料加入搅拌器内，搅拌

混匀后，得到植物生长调节剂粉剂；2)将植物生

长调节剂粉剂进行独立包装，得到植物生长调节

剂组合物产品。本发明还公开了该植物生长调节

剂组合物在棉花种植方面的应用。本发明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将半叶素与肌醇肽和硫酸钾

镁组合在一起，可以进一步提高协调棉花生长和

营养吸收能力以及改善棉花产量和品质的效果，

显著提高调节效果，降低化肥使用量，且该植物

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具有制备工艺简单，使用方便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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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半叶素0.1-60

份、肌醇肽0.1-60份、填料10-9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

成：半叶素10份、肌醇肽40份、填料50份。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为硫酸钾镁。

4.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将配方量的半叶素、肌醇肽和填料加入搅拌器内，搅拌混匀后，得到植物生长调节剂

粉剂；

2)将步骤1)所得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粉剂进行独立包装，得到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产

品。

5.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在棉花种植方面的应用。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在棉花种植方面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

述应用为提高棉花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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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作物肥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石河子地处天山北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端，深居亚欧大陆腹地，属典型的大陆

性气候，特点是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干燥多风，昼夜温差大，夏热冬寒，有效积温3700-4100

℃(日平均气温≥10℃)，无霜期相对较短，在石河子地区这种特殊的土壤、地理和气候条件

种植棉花，棉花生产已经是本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给本地区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在棉花种植过程中，为了追求产量和品质，肥料使用量较大，增加用肥成本，且施

肥不合理会加重土壤碱化，降低次年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常年施肥不合理会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种植棉花过程中需要合理施肥、降低肥料使用量和用肥成本，还需要兼顾土壤改

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可以提高棉花根、茎、叶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利

用率，降低肥料使用量和用肥成本，提高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同时兼顾一定的土壤改良作

用。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半叶素0.1-60份、肌醇肽

0.1-60份、填料10-90份。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半叶素10

份、肌醇肽40份、填料50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填料为硫酸钾镁。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将配方量的半叶素、肌醇肽和填料加入搅拌器内，搅拌混匀后，得到植物生长调

节剂粉剂；

[0010] 2)将步骤1)所得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粉剂进行独立包装，得到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

物产品。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在棉花种植方面的应用，所述应用为提

高棉花产量。

[0012]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该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是由半叶

素、肌醇肽和硫酸钾镁搅拌混合制备而得，具有制备工艺简单，使用方便的优点。

[0014] 半叶素有“植物兴奋剂”之称，在刺激植物吸收水肥方面有特异性能，半叶素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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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作用于棉花体，提高体内代谢酶活性，提高棉花细胞质内渗透性，促进棉花对水和矿质元

素的吸收，并能增加棉花中氨基酸的含量，同时在稳定大分子结构，解除氨毒以及作为能量

库调节细胞氧化还原势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显著增加棉花体内酶活性，提高蛋白质合成

效果，提升作物品质；

[0015] 肌醇肽为一种环保型的植物活性物质，具有螯合吸附功能，减少营养元素的流失，

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肌醇肽对于棉花和土壤均有一定调节作用，作用于土壤能够改善土

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保肥性，为土壤中微生物提供良好生存环境，可以提高棉花体内

辅酶活性，促进碳氮代谢，促进棉花体内氨基酸合成，调节棉花体内养分的运输和吸收，增

强抗病性，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促进结实和增强抗逆性等作用，还能改善产品品质，

提高棉花的抗病、抗旱、抗寒、抗盐碱、抗倒伏等抗逆能力；

[0016] 硫酸钾镁属水溶性填料，含钾、镁、硫、等大中量元素还有钙、硅、硼、铁、锌等微量

元素，养分含量丰富，改土效果好，能有效促进作物生长。

[0017] 该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将半叶素与肌醇肽和硫酸钾镁组合在一起，可以进一步

提高协调棉花生长和营养吸收能力以及改善棉花产量和品质的效果，显著提高调节效果，

降低化肥使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半叶素10份、肌醇肽40

份、硫酸钾镁50份。

[0021] 所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1)将配方量的半叶素、肌醇肽和填料加入搅拌器内，搅拌混匀后，得到植物生长调

节剂粉剂；

[0023] 2)将步骤1)所得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粉剂进行独立包装，得到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

物产品。

[0024] 试验例1

[0025] 根据该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的作用，本发明将该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物简称为

“花鲜素”，为充分验证“花鲜素”在新疆主要经济作物棉花上的效果，而进行了棉花的田间

试验。

[0026] 试验时间：2019年4月。

[0027] 试验示范地：石河子市一四七团场三连李宪强棉花地。

[0028] 试验示范地基本情况：试验地土壤为灰漠土，土壤质地为壤土，中等肥力水平。土

壤养分含量：土壤碱解氮55.47mg/kg、速效磷54.2mg/kg、速效钾230mg/kg、土壤有机质含量

13.4g/kg、PH值8.2。前茬作物棉花，单产皮棉180kg。

[0029] 供试作物：棉花，品种为新陆早60号(生育期122天)。

[0030] 供试肥料：尿素、滴灌二铵(18-46-0)、滴灌60％氯化钾、花鲜素，由新疆嘉宝万禾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0031] 大田试验设计：处理1：随水滴施尿素、滴灌二铵(18-46-0)、滴灌60％氯化钾、花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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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积为45亩；处理2：随水常规滴施尿素、滴灌二铵(18-46-0)、滴灌60％氯化钾，面积4.5

亩；处理3：清水对照，面积0.5亩。大田示范区面积共50亩，在同一农户地中，集中连片种植。

[0032] 施肥方法及用量：处理1：随水滴施滴灌二铵(18-46-0)26公斤/亩、滴灌60％氯化

钾25公斤/亩、尿素31公斤/亩、花鲜素52克/亩，分7次随水滴施；处理2：随水常规滴施尿素

31公斤/亩、滴灌二铵(18-46-0)26公斤/亩、滴灌60％氯化钾25公斤/亩，分7次随水滴施；处

理3：滴清水，不加任何肥料。

[0033] 大田试验设计方案如表1所示：

[0034] 表1大田试验设计

[0035]

[0036] 处理1棉花施肥滴水设计如表2所示：

[0037] 表2处理1棉花施肥滴水设计

[0038]

[0039] 处理2棉花施肥滴水设计如表3所示：

[0040] 表3处理2棉花施肥滴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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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田间操作：精量播种，播种量1.6kg/亩。4月12日整地播种，4月15日滴水，4月30日

出苗，5月15中耕1次，化控4次，喷施叶面肥3次，防治病虫害3次，7月5日打顶。大田示范田通

过随机取点进行测产，称重折合成实际亩产，并进行室内考种分析。大田试验期间，田间管

理遵循“最适”和“一致”的原则，施肥、播种、灌水、中耕除草等田间农事措施均一致并在一

天内完成，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均相同。

[0043] 施肥及灌水：在秋季翻地前每亩施基肥磷酸二铵15kg、尿素5kg；大田示范区于6月

15日至8月20日分七次滴施各参试肥料与花鲜素；其中处理1每次滴施按表2所示完成；处理

2每次滴施按表3所示完成；处理3对照区每次滴水不加任何肥料。从播种至收获共灌水8次。

[0044] 试验结果与分析

[0045] 棉花农艺性状调查：根据棉花生育期田间长势、长相调查，使用花鲜素的示范区棉

花长势良好，叶色深绿，棉株长势稳健。

[0046] 不同处理对棉花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如表4所示：

[0047] 表4不同处理对棉花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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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分析表4对比结果可知，平均单株结铃数处理1使用花鲜素(6.6个)＞常规施肥区

处理2(6.17个)＞清水对照区(5.06个)；平均单铃重处理1使用花鲜素(5.33g)＞常规施肥

区处理2(5.07g)＞清水对照区处理3(4.13g)；平均衣分率处理1使用花鲜素(42.90％)＞常

规处理2(42.33％)＞清水对照区处理(38.43％)。

[0050] 施用花鲜素处理1与常规施肥处理2相比，平均单株结铃数增加0.43个，平均单铃

重增加0.26g，平均衣分率增加0.57％。处理1产量构成因子均优于处理2更优于处理3。

[0051] 不同处理棉花产量统计如表5所示：

[0052] 表5不同处理棉花产量

[0053]

[0054] 表5数据可知，施用花鲜素处理1与常规施肥处理2相比，棉花平均产量提升

12.52％，有明显的的增产作用。

[0055] 综上所述，使用本发明的花鲜素后，棉花的整体长势以及各项关键指标都有所提

升，与常规施肥相比，花鲜素有明显的的增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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