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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包括

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牛舍垫料40～60份、

河沙10～20份、黄泥土5～15份、艾草碎粒5～10

份、花生藤碎粒5～8份、EM菌1～2份；所述的艾草

碎粒和花生藤碎粒是分别利用艾草和花生藤粉

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厘米得到。本发明花生专

用栽培基质能提高花生产量，减少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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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牛舍垫料40～

60份、河沙10～20份、黄泥土5～15份、艾草碎粒5～10份、花生藤碎粒5～8份、EM菌1～2份；

所述的艾草碎粒和花生藤碎粒是分别利用艾草和花生藤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厘米得

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花生专用栽培基质的制备过

程为：

（1）按重量份取牛舍垫料40～60份、河沙10～20份、黄泥土5～15份、艾草碎粒5～10份、

花生藤碎粒5～8份、EM菌1～2份；

（2）将牛舍更换得到的旧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和花生藤碎粒混合均匀，经过巴氏

消毒5～10小时后，消毒温度为50℃～60℃，得到混合料；

（3）将混合料与艾草碎粒和EM菌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水，至含水量为25%～35%，静置

自然发酵5天后即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牛舍垫料包括以下重

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木糠35～50份、稻壳25～45份、甘蔗渣10～25份、蔗髓5～15份、发酵料5

～15份、草料废渣3～10份、牛尿3～8份、牛粪干渣2～3份；所述的草料废渣是牛吃草料剩下

的残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酵料是利用培养基

加菌种、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牛尿和牛粪干渣培养得到的发酵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培养基，其原料包括

以下重量份：木糠15～20份、稻壳10～15份、桉树枝叶碎粒5～10份、蔗髓5～15份、硫酸亚铁

1～3份、尿素2～5份；桉树枝叶碎粒是利用桉树枝叶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厘米。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菌种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原料：酵母菌2份、枯草芽孢杆菌1份、纤维素酶1份、EM菌1份、沼泽红假单胞菌0.5份、产朊

假丝酵母0.5份、植物乳杆菌0.1份。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169150 A

2



一种花生专用栽培基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花生栽培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花生专用栽培基质。

背景技术

[0002] 花生（拉丁学名:ArachishypogaeaLinn .）又名落花生、双子叶植物，叶脉为网状

脉，种子有花生果皮包被。历史上曾叫长生果、地豆、落花参、落地松、成寿果、番豆、无花果、

地果、唐人豆。花生长于滋养补益，有助于延年益寿，所以民间又称“长生果”，并且和黄豆一

样被誉为“植物肉”、“素中之荤”。花生果实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A、维生素B6、维

生素E、维生素K，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

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花生素、粗纤维等物质。脂肪含量为44%-45%，蛋白质含量为24-

36%，含糖量为20%左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2、PP、A、D、E，钙和铁等。并含有硫胺素、核黄素、

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有促进人的脑细胞发育，增强记忆的作用。

[0003] 花生的营养价值之高，就连被称为高级营养品的一些动物性食品，如鸡蛋、牛奶、

肉类等，在花生面前也甘拜下风。花生的产热量高于肉类，比牛奶高20%，比鸡蛋高40%。其他

如蛋白质，核蛋素，钙，磷，铁等也都比牛奶、肉、蛋为高。花生中还含有A、B、E、K等各种维生

素，以及卵磷脂、蛋白氨基酸、胆碱和油酸、落花生酸、脂肪酸、棕榈酸等。

[0004] 由于花生营养丰富，并且适合广大人群食用，关于花生方面的食品多种多样，各有

各的特色。近年来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栽培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花生产量水平不

断提高。而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土壤适应性的问题。最适宜种花生的土壤是肥力较高、微

偏酸性(pH以6.0至6.5为好)的砂壤土。这种土壤通透性好，花生根系发达，结瘤多；土壤松

紧适宜，有利于荚果发育，花生果壳光洁，果形大，质量好，商品价值高。但由于很多地方的

土壤不符合上述要求，而使栽培花生的产量不高，产出的花生品质也不好，使花生栽培业的

发展受到限制。为了保证花生的产量和质量，人们采用栽培基质进行栽培，公开文献也报道

了一些花生的栽培基质，例如：

1、中国专利：一种将土地改良成花生栽培基质的方法，申请号：201410376655.9，申请

日2014.07.31，申请人：和县秀山美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238200安徽省马鞍山市和

县功桥镇鲁堡村，发明人徐海港，摘要：一种将土地改良成花生栽培基质的方法，涉及花生

栽培技术领域，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而成：耕地土壤20份、有机肥1份、中药组合物0.5

份，包括以下步骤：(1)制作有机肥，(2)制备中药组合物，(3)改良耕地的土壤为花生栽培基

质，田中的耕地土壤与中药组合物、有机肥混合后就形成花生栽培基质。本发明提供的一种

将土地改良成花生栽培基质的方法，该栽培基质不仅具有较为全面的营养，还具有驱虫、杀

虫的效果，可使栽培的花生免受害虫的危害，同时该栽培基质适于花生生长，可增加单株结

果的数量，和增大果实的重量，提高产品品质。

[0005] 2、中国专利：一种花生用生物基质制造方法，申请号201410816961．X，申请日

2014.12.23，申请人：天津市治环废弃秸秆加工专业合作社，地址：301800天津市宝坻区黄

庄农场种鸡场鸡舍南第一排西栋，发明人：周秀全，摘要：本发明涉及生物基质领域，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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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一种花生用生物基质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使用如下重量组分的原料：小麦秸

秆30-40%、玉米秸秆25-35%、浮石8%、泥炭8-12%和发酵床垫料20-35%。所述花生用生物基质

制造方法为：本发明小麦用生物基质制造方法通过翻抛发酵，严格控制发酵条件，提高腐熟

速度并保证腐熟品质；通过蚯蚓发酵，进一步处理基质，使得基质彻底熟化并提高基质品

质；使用玉米秸秆、小麦秸秆、发酵床垫料等，来源广、成本低，材料品质易于控制；具有材料

来源广、成本低廉、腐熟稳定彻底、对环境污染无污染、异味小、肥力高、施用效果好、制造简

单等优点。

[0006] 3、中国专利：一种预防虫害的花生栽培基质，申请号：201410376645 .5，申请日

2014.07.31，申请人：和县秀山美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238200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功桥镇鲁堡村，发明人：徐海港，摘要：一种预防虫害的花生栽培基质，涉及花生栽培技术领

域，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而成：耕地土壤20份、有机肥1份、中药组合物0.5份，有机肥是

由重量比为20%的农作物秸秆粉、70%的动物粪便和10%的池底淤泥混合发酵而成；中药组合

物包括：苦楝皮2份、槟榔3份、青蒿3份、烟草4份、雄黄3份、黄连2份、花椒3份、干姜4份、除虫

菊4份、红辣椒2份、锯末5份，以上为重量份。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预防虫害的花生栽培基质，

该栽培基质不仅具有较为全面的营养，还具有驱虫，杀虫的效果，可使栽培的花生免受害虫

的危害，同时该栽培基质适于花生生长，可增加单株结果的数量，和增大果实的重量，提高

产品品质。

[0007] 4、中国专利：一种改良壤土为花生栽培基质的方法，申请号：201410373793.1，申

请日：2014.07.31，申请人：和县秀山美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238200安徽省马鞍山市

和县功桥镇鲁堡村，发明人：徐海港，摘要：一种改良壤土为花生栽培基质的方法，涉及花生

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步骤为：翻土旋耕时，在土壤中拌入细沙和锯末的混合物，细沙和锯末

按l:l的比例混合，每亩地施入细沙与锯末的混合物150-300kg，第一次将半量的细沙与锯

末的混合物均匀撒在土壤表面，然后将土壤翻耕，翻耕深度30cm以上，然后在翻耕后的土壤

表面第二次撒剩下一半量的细沙与锯末的混合物，之后用旋耕机将土壤打碎并整平地面；

上述改良后的土壤经过一场降雨之后，再将改良后的土壤制成适于花生生长的花生栽培基

质。本发明提供的栽培基质不仅具有较为全面的营养，还具有驱虫、杀虫的效果，可使栽培

的花生免受害虫的危害，同时该栽培基质适于花生生长，可增加单株结果的数量，和增大果

实的重量，提高产品品质。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是提供一种异于传统的花生栽培基质，能提高花生产量，减少病虫害

的花生专用栽培基质。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花生专用栽培基质，其制备过程为：

（1）按重量份取牛舍垫料40～60份、河沙10～20份、黄泥土5～15份、艾草碎粒5～10份、

花生藤碎粒5～8份、EM菌1～2份；所述的艾草碎粒和花生藤碎粒是分别利用艾草和花生藤

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厘米得到。

[0010] （2）将牛舍更换得到的旧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和花生藤碎粒混合均匀，经过

巴氏消毒5～10小时后，消毒温度为50℃～60℃，得到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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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3）将混合料与艾草碎粒和EM菌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水，至含水量为25%～35%，

静置自然发酵5天后即得。

[0012] 所述的牛舍垫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木糠35～50份、稻壳25～45份、甘

蔗渣10～25份、蔗髓5～15份、发酵料5～15份、草料废渣3～10份、牛尿3～8份、牛粪干渣2～

3份；所述的草料废渣是牛吃草料剩下的残渣。

[0013] 所述的发酵料是利用培养基加菌种、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牛尿和牛

粪干渣培养得到的发酵料。

[0014] 所述的培养基，其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木糠15～20份、稻壳10～15份、桉树枝叶

碎粒5～10份、蔗髓5～15份、硫酸亚铁1～3份、尿素2～5份；桉树枝叶碎粒是利用桉树枝叶

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厘米。

[0015] 所述的菌种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酵母菌2份、枯草芽孢杆菌1份、纤维素酶1份、

EM菌1份、沼泽红假单胞菌0.5份、产朊假丝酵母0.5份、植物乳杆菌0.1份。

[0016] 所述的发酵料的培养过程是将培养基、菌种、牛尿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培养基、

菌种、牛尿和牛粪干渣的重量比为100:（1～3）:30:20，静置培养一个星期后，加入从牛反刍

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混合均匀，静置3～4天后，即得；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与

培养基的重量比为（3～4）:100。

[0017] 所述的养牛场牛舍的垫料的制备过程为：

（1）按上述重量份数取木糠、稻壳、甘蔗渣、蔗髓、发酵料、草料废渣、牛尿、牛粪干渣，并

将甘蔗渣和草料废渣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1厘米，备用；

（2）将木糠、稻壳、甘蔗渣、蔗髓、发酵料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后，加入一半量的牛尿混

合均匀，静置发酵3～5天，得到发酵物；

（3）在发酵物中加入草料废渣混合均匀，再加入另一半量的牛尿混合均匀，静置发酵3

天后，至发酵物干爽即得。养牛过程中出现木糠板结时，用旋耕机或工具耙松散；当垫料湿

度过大出现异味时，用发酵物撒在垫料上，每平方面积的垫料加1～2公斤。

[0018] 所述的酵母(saccharomyce)是基因克隆实验中常用的真核生物受体细胞，培养酵

母菌和培养大肠杆菌一样方便。酵母克隆载体的种类也很多。酵母菌也有质粒存在，这种

2pm长的质粒称为2um质粒，约6300bp。这种质粒至少有一段时间存在于细胞核内染色体以

外，利用2pm质粒和大肠杆菌中的质粒可以构建成能穿梭于细菌与酵母菌细胞之间的穿梭

质粒。酵母是一些单细胞真菌，并非系统演化分类的单元。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单细胞微

生物，能将糖发酵成酒精和二氧化碳，分布于整个自然界，是一种典型的兼性厌氧微生物，

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都能够存活，是一种天然发酵剂。

[0019] 所述的枯草芽孢杆菌，拉丁学名：Bacillussubtilis，是芽孢杆菌属的一种。枯草

芽孢杆菌具有较强的蛋白酶、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可将体内酶原激活为有活性的酶，还可

分泌-系列其他酶，如果胶酶、葡聚糖酶、纤维素酶等，可帮助分解植物饲料中非淀粉多糖等

物质，改善饲料利用率，并且酸性肠道环境可刺激动物的肠道蠕动，促进消化吸收。

[0020] 所述的纤维素酶(英文:cellulase)是酶的一种，在分解纤维素时起生物催化作

用。是可以将纤维素分解成寡糖或单糖的蛋白质。纤维素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生物体中。

细菌、真菌、动物体内等都能产生纤维素酶。一般用于生产的纤维素酶来自于真菌，比较典

型的有木霉属(Trichoderma)、曲霉属(Aspergillus)和青霉属(Penicil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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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EM菌（EffectiveMicroorganisms）是由大约80种微生物组成，EM菌由日本琉球大

学的比嘉照夫教授1982年研究成功，于80年代投入市场。EM菌是以光合细菌、乳酸菌、酵母

菌和放线菌为主的10个属80余个微生物复合而成的一种微生活菌制剂。作用机理是形成EM

菌和病原微生物争夺营养的竞争，由于em菌在土壤中极易生存繁殖，所以能较快而稳定地

占据土壤中的生态地位，形成有益的微生物菌的优势群落，从而控制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和

对作物的侵袭。是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更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

EM菌已被日本、泰国、巴西、美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广泛应用于农业、养殖、种植、

环保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0022] 沼泽红假单胞菌(Rhodopseudanonaspalustris)属于光合细菌(英文缩写PSB)的

一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微生物之一。PSB菌体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达65%，沼泽红假单

胞菌属于光合细菌(英文缩写PSB)的一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微生物之一。PSB菌体营养丰

富，蛋白质含量高达65%，且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并具有适应性强，能耐受高浓度的有机

废水和较强的分解转化能力，对酚、氰等毒物也有一定的耐受和分解能力等特点。

[0023] 产朊假丝酵母又叫产朊圆酵母或食用圆酵母，拉丁名为Candidautilis，产朊假丝

酵母的细胞呈圆形、椭圆形或腊肠形，大小为（3.5～4.5）um×（7～13）um；液体培养不产醭，

管底有菌体沉淀。产朊假丝酵母能利用糖蜜、木材水解液等生产出人畜可食用的蛋白质，能

调节动物肠道微生态平衡，提高饲料消化率，增强动物机体免疫力。产朊假丝酵母可以利用

纤维质原料生产营养增富的发酵饲料，而甘蔗渣中就含有大量的纤维素。此外，由于产朊假

丝酵母细胞富含维生素B和蛋白质，还能提供动物所需的部分营养物质。作为饲料酶添加剂

酵母细胞壁裂解后可产生多种酶类，活的酵母细胞也可胞外分泌多种酶，如淀粉酶、蛋白

酶、纤维素酶等。因而，酵母可加强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促进畜禽生长，增进其食欲，增

强抵抗疾病和抗应激的能力。

[0024] 植物乳杆菌是乳酸菌的一种，最适生长温度为30-35℃,厌氧或兼性厌氧,菌种为

直或弯的杆状，单个、有时成对或成链状，最适pH6.5左右，属于同型发酵乳酸菌。此菌与其

他乳酸菌的区别在于此菌的活菌数比较高，能大量的产酸，使水中的PH值稳定不升高，而且

其产出的酸性物质能降解重金属；由于此菌是厌氧细菌（兼性好氧），在繁殖过程中能产出

特有的乳酸杆菌素，乳酸杆菌素是一种生物型的防腐剂。

[0025] 桉树枝叶是桉树的枝条和叶子，桉树(EucalyptusrobustaSmith)又称尤加利树，

是桃金娘科桉属植物的统称。常绿高大乔木，约六百余种。常绿植物，一年内有周期性的枯

叶脱落的现象，大多品种是高大乔木，少数是小乔木，呈灌木状的很少。树冠形状有尖塔形、

多枝形和垂枝形等。单叶，全缘，革质，有时被有一层薄蜡质。叶子可分为幼态叶、中间叶和

成熟叶三类，多数品种的叶子对生，较小，心脏形或阔披针形。原产地主要在澳洲大陆，19世

纪引种至世界各地，到2012年，有96个国家或地区有栽培。有药用、经济等多种价值。

[0026] 艾草(拉丁学名Artemisiaargyi)，别名艾草、冰台、艾高、灸草、薪艾、香艾等，属菊

科蒿属，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有浓烈香气。野艾味苦而辛，无毒，洗熏服用皆可。能温中、

逐冷、除湿，治多种疾病。《本草纲目》载：蕲艾“炙百病。可作煎，止吐血下痢，下部匿疮，妇人

漏血，利阴气；生肌肉，辟风寒，使人有子。作煎勿令见风，捣汁股，止伤血，杀蛔虫，水煮及丸

散任用。止崩血，肠痔血，拓金疮，止腹痛，安胎。苦酒作煎，治癣甚良，……”。现代药理发现，

艾草挥发油含量多，油中主要为1.8—桉叶素(占50％以上)，茨烯、樟脑、藏茴香酮、反式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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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α—松油醇，α—侧柏酮、倍半萜烯醇及其酯，其地上部分含一系列的倍半萜类衍生物现

代实验研究证明，艾草具有抗茵及抗病毒作用；平喘、镇咳及祛痰作用；止血及抗凝血作用；

镇静及抗过敏作用；护肝利胆作用等。

[0027] 本发明的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是：

本申请花生专用栽培基质采用特制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艾草碎粒、花生藤碎粒

和EM菌混合得到，花生生长快，花生颗粒饱满度达95%以上，亩产花生可达405公斤，病虫害

少，病虫害低于3%。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更加详细的介绍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采用以下步骤即可得到养花生专用栽培基质：

（1）按重量份取牛舍垫料40份、河沙10份、黄泥土5份、艾草碎粒5份、花生藤碎粒5份、EM

菌1份；所述的艾草碎粒和花生藤碎粒是分别利用艾草和花生藤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厘

米得到。

[0030] （2）将牛舍更换得到的旧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和花生藤碎粒混合均匀，经过

巴氏消毒5～10小时后，消毒温度为50℃～60℃，得到混合料。

[0031] （3）将混合料与艾草碎粒和EM菌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水，至含水量为25%～35%，

静置自然发酵5天后即得。

[0032] 所述的牛舍垫料的制备过程为：

（1）按上述重量份数取木糠35份、稻壳25份、甘蔗渣10份、蔗髓5份、发酵料5份、草料废

渣3份、牛尿3份、牛粪干渣2份；所述的草料废渣是牛吃草料剩下的残渣。并将甘蔗渣和草料

废渣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1厘米，备用。

[0033] （2）将木糠、稻壳、甘蔗渣、蔗髓、发酵料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后，加入一半量的牛

尿混合均匀，静置发酵3～5天，得到发酵物。

[0034] （3）在发酵物中加入草料废渣混合均匀，再加入另一半量的牛尿混合均匀，静置发

酵3天后，至发酵物干爽即得。养牛过程中出现木糠板结时，用旋耕机或工具耙松散；当垫料

湿度过大出现异味时，用发酵物撒在垫料上，每平方面积的垫料加1～2公斤。

[0035] 所述的发酵料是利用培养基加菌种、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牛尿和牛

粪干渣培养得到的发酵料。所述的培养基，其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木糠15份、稻壳10份、桉

树枝叶碎粒5份、蔗髓5份、硫酸亚铁1份、尿素2份；桉树枝叶碎粒是利用桉树枝叶粉碎成粒

度大小小于0.5厘米。所述的菌种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酵母菌2份、枯草芽孢杆菌1份、纤

维素酶1份、EM菌1份、沼泽红假单胞菌0.5份、产朊假丝酵母0.5份、植物乳杆菌0.1份。所述

的发酵料的培养过程是将培养基、菌种、牛尿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培养基、菌种、牛尿和牛

粪干渣的重量比为100:（1～3）:30:20，静置培养一个星期后，加入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

渣及胃液混合均匀，静置3～4天后，即得；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与培养基的重量

比为（3～4）:100。

[0036] 实施例2

采用以下步骤即可得到养花生专用栽培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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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重量份取牛舍垫料50份、河沙15份、黄泥土10份、艾草碎粒8份、花生藤碎粒6份、

EM菌1.5份；所述的艾草碎粒和花生藤碎粒是分别利用艾草和花生藤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

0.5厘米得到。

[0037] （2）将牛舍更换得到的旧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和花生藤碎粒混合均匀，经过

巴氏消毒5～10小时后，消毒温度为50℃～60℃，得到混合料。

[0038] （3）将混合料与艾草碎粒和EM菌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水，至含水量为25%～35%，

静置自然发酵5天后即得。

[0039] 所述的牛舍垫料的制备过程为：

（1）按上述重量份数取木糠40份、稻壳35份、甘蔗渣20份、蔗髓10份、发酵料10份、草料

废渣7份、牛尿6份、牛粪干渣2.5份；所述的草料废渣是牛吃草料剩下的残渣。并将甘蔗渣和

草料废渣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1厘米，备用。

[0040] （2）将木糠、稻壳、甘蔗渣、蔗髓、发酵料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后，加入一半量的牛

尿混合均匀，静置发酵3～5天，得到发酵物。

[0041] （3）在发酵物中加入草料废渣混合均匀，再加入另一半量的牛尿混合均匀，静置发

酵3天后，至发酵物干爽即得。养牛过程中出现木糠板结时，用旋耕机或工具耙松散；当垫料

湿度过大出现异味时，用发酵物撒在垫料上，每平方面积的垫料加1～2公斤。

[0042] 所述的发酵料是利用培养基加菌种、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牛尿和牛

粪干渣培养得到的发酵料。所述的培养基，其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木糠18份、稻壳12份、桉

树枝叶碎粒7份、蔗髓10份、硫酸亚铁2份、尿素3份；桉树枝叶碎粒是利用桉树枝叶粉碎成粒

度大小小于0.5厘米。所述的菌种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酵母菌2份、枯草芽孢杆菌1份、纤

维素酶1份、EM菌1份、沼泽红假单胞菌0.5份、产朊假丝酵母0.5份、植物乳杆菌0.1份。所述

的发酵料的培养过程是将培养基、菌种、牛尿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培养基、菌种、牛尿和牛

粪干渣的重量比为100:（1～3）:30:20，静置培养一个星期后，加入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

渣及胃液混合均匀，静置3～4天后，即得；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与培养基的重量

比为（3～4）:100。

[0043] 实施例3

采用以下步骤即可得到养花生专用栽培基质：

（1）按重量份取牛舍垫料60份、河沙20份、黄泥土15份、艾草碎粒10份、花生藤碎粒8份、

EM菌2份；所述的艾草碎粒和花生藤碎粒是分别利用艾草和花生藤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0.5

厘米得到。

[0044] （2）将牛舍更换得到的旧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和花生藤碎粒混合均匀，经过

巴氏消毒5～10小时后，消毒温度为50℃～60℃，得到混合料。

[0045] （3）将混合料与艾草碎粒和EM菌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水，至含水量为25%～35%，

静置自然发酵5天后即得。

[0046] 所述的牛舍垫料的制备过程为：

（1）按上述重量份数取木糠50份、稻壳45份、甘蔗渣25份、蔗髓15份、发酵料15份、草料

废渣10份、牛尿8份、牛粪干渣3份；所述的草料废渣是牛吃草料剩下的残渣。并将甘蔗渣和

草料废渣粉碎成粒度大小小于1厘米，备用。

[0047] （2）将木糠、稻壳、甘蔗渣、蔗髓、发酵料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后，加入一半量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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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混合均匀，静置发酵3～5天，得到发酵物。

[0048] （3）在发酵物中加入草料废渣混合均匀，再加入另一半量的牛尿混合均匀，静置发

酵3天后，至发酵物干爽即得。养牛过程中出现木糠板结时，用旋耕机或工具耙松散；当垫料

湿度过大出现异味时，用发酵物撒在垫料上，每平方面积的垫料加1～2公斤。

[0049] 所述的发酵料是利用培养基加菌种、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牛尿和牛

粪干渣培养得到的发酵料。所述的培养基，其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木糠20份、稻壳15份、桉

树枝叶碎粒10份、蔗髓15份、硫酸亚铁3份、尿素5份；桉树枝叶碎粒是利用桉树枝叶粉碎成

粒度大小小于0.5厘米。所述的菌种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酵母菌2份、枯草芽孢杆菌1份、

纤维素酶1份、EM菌1份、沼泽红假单胞菌0.5份、产朊假丝酵母0.5份、植物乳杆菌0.1份。所

述的发酵料的培养过程是将培养基、菌种、牛尿和牛粪干渣混合均匀，培养基、菌种、牛尿和

牛粪干渣的重量比为100:（1～3）:30:20，静置培养一个星期后，加入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

胃渣及胃液混合均匀，静置3～4天后，即得；从牛反刍胃中取出的胃渣及胃液与培养基的重

量比为（3～4）:100。

[0050] 应用实施例

1、广西武宣某肉牛养殖场，将更换得到的牛舍垫料与河沙、黄泥土、艾草碎粒、花生藤

碎粒和EM菌混合得到花生栽培基质，即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栽培基质，在试验地内种植花生

（中花二号），据不完全统计计算，花生颗粒饱满度达95%以上，亩产花生可达405公斤，病虫

害低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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