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172479.0

(22)申请日 2017.03.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3126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13

(73)专利权人 宁夏大学

地址 75002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

区贺兰山西路489号

(72)发明人 王锐　孙权　张军翔　顾欣　

曹云娥　马婷慧　毕江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 64103

代理人 杨丽坤　孙彦虎

(51)Int.Cl.

C05G 3/80(2020.01)

(56)对比文件

CN 106398708 A,2017.02.15,

CN 106398708 A,2017.02.15,

CN 102775250 A,2012.11.14,

CN 101775293 A,2010.07.14,

CN 104017583 A,2014.09.03,

CN 106220453 A,2016.12.14,

审查员 程洁

 

(54)发明名称

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

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是

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脱硫废弃物

12％、凹凸棒土15％、火山石11％、生物质炉渣

13％、生物有机肥33％、腐殖酸11％、聚丙烯酰胺

3％、复合微生物菌2％；本发明的酿酒葡萄土壤

调理剂通过干物质混合制作而成，原料来源广，

成本低，可以有效改善葡萄园土壤团粒结构，促

进酿酒葡萄根系下扎，增强土壤孔性及保水保肥

能力，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及多样性，促进酿酒

葡萄对养分的吸收，尤其中微量元素，达到生产

优质酿酒葡萄原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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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包括脱硫废弃物  12  wt.%、凹凸棒土  15 

wt.%、火山石  11  wt.%、生物质炉渣  13  wt.%、生物有机肥  33  wt.%、腐殖酸  11  wt.%、聚丙

烯酰胺  3  wt.%、复合微生物菌  2  wt.%。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微生物菌为

解磷菌粉、解钾菌粉或光合细菌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解磷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  5  亿/

克，所述解钾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  5  亿/克，所述光合细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  5  亿/

克。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酿酒葡萄园土壤

调理剂含水量低于  30%。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废弃物大于

或者等于  6 目，凹凸棒土大于或者等于  6 目，火山石大于或者等于6 目，生物质炉渣大于

或者等于  6 目，腐殖酸大于或者等于  6 目，聚丙烯酰胺大于或者等于  6 目，生物有机肥

大于或者等于6 目，复合微生物菌大于或者等于  6 目。

5.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光合细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光合细菌菌株，接种到光合细

菌的液体培养基中，光照厌氧培养，培养至菌液长成深红色并呈浑浊状态即得到光合细菌

菌液；

解磷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解磷菌，选择至少  2  种溶磷能力

强的菌株，分别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至少2  个解磷菌菌液；

解钾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解钾菌，选择至少  2  种溶钾能力

强的菌株，分别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至少  2  个解钾菌菌液；

准备原料：准备8目的脱硫废弃物、16 目的凹凸棒土、7目的火山石、8目的生物质炉渣、

7目的腐殖酸、20目的聚丙烯酰胺，得到待用部分原料；

制备生物有机肥：将各种动物、植物残体或代谢物进行高温堆制好氧发酵，堆制至完全

腐熟后，烘干至含水量低于  30%，得到生物有机肥；

菌液制粉：将光合细菌菌液、至少  2  个解磷菌菌液、至少  2  个解钾菌菌液分别经过吸

附风干后制成光合细菌粉、至少  2  种解磷菌粉和至少  2  种解钾菌粉，其中至少  2  种解磷

菌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磷菌粉，其中至少  2  种解钾菌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钾菌

粉，按照  1  质量份的光合细菌粉、1  质量份的总解磷菌粉和  1  质量份的总解钾菌粉的比

例混合制成复合微生物菌；

配比混合：按照脱硫废弃物  12  wt.%、凹凸棒土  15  wt.%、火山石  11  wt.%、生物质炉

渣  13  wt.%、腐殖酸  11  wt.%、聚丙烯酰胺  3  wt.%、生物有机肥  33  wt.%、复合微生物菌  2 

wt.%的比例混合均匀，即得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通过风干或者阴干的方法使所述酿

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  30%；

所述菌液制粉步骤具体为：

配置基质：按照  12  质量份的脱硫废弃物、15  质量份的凹凸棒土、11  质量份的火山

石、11  质量份的腐殖酸的比例将上述原料混合，得到基质；

干燥基质：将基质干燥至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  10%，得到干燥基质；

制备聚丙烯酰胺悬浮液：将  1  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加入到  1000质量份的水中，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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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后得到聚丙烯酰胺稀释液；将  1  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稀释液加入到  10  质量份的水

中，得到聚丙烯酰胺悬浮液；

吸附光合细菌：将  10  质量份的光合细菌菌液中加入  3  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均匀

后加入  2～4  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  1  小时，然后静置  10～24  小时后，

去除上清液，得到光合细菌的固液混合物；

制备光合细菌粉：将光合细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  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

于  8%，即得到了光合细菌粉；

吸附解磷菌：将  10  质量份的解磷菌菌液中加入  3  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均匀后加

入  2～4  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  小时，然后静置10～24  小时后，去除上

清液，得到解磷菌的固液混合物；

制备解磷菌粉：将解磷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  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 

8%，即得到了解磷菌粉；

吸附解钾菌：将  10  质量份的解钾菌菌液中加入  3  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均匀后加

入  2～4  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  小时，然后静置  10～24  小时后，去除上

清液，得到解钾菌的固液混合物；

制备解钾菌粉：将解钾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  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 

8%，即得到了解钾菌粉；

所述配比混合步骤具体为：首先将生物有机肥与凹凸棒土  和聚丙烯酰胺三者混合均

匀，接着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充分混匀，最后加入脱硫废弃物、火山石、生物质炉渣、腐殖酸充

分混合均匀，最终得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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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土壤调理剂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酿酒葡萄园土壤的健康状况也日益降低，土壤的物理结构、

化学性质以及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都出现不断变差的现象，如果不及时的对土壤出现的问题

进行修复，将导致酿酒葡萄持续生产能力减弱和品质的降低。

[0003] 酿酒葡萄作为多年生深根系作物，其植株根系发达，每年随着收获葡萄浆果从土

壤中带走的养分数量庞大，加之根系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分泌物和毒素也会使

土壤的性质变的更差，而传统的种植模式注重施用化肥，忽视了有机质和微生物对于土壤

的调理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

理剂及其制备方法。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施入可以抑制盐碱土盐分的表聚现象，从而

有效改良盐碱土，同时有效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增加土壤粉粒和粘粒含量，增强土壤孔

性，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抑制盐分表聚，降低土壤pH值，显著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促

进酿酒葡萄根系对各类矿质营养成分的吸收，提高土壤中微生物活性及多样性，从而改善

根区微环境，保持酿酒葡萄园土壤的健康可持续生产。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包括脱硫废弃物12wt.％、凹凸棒土15wt.％、火山石

11wt.％、生物质炉渣13wt.％、生物有机肥33wt.％、腐殖酸11wt.％、聚丙烯酰胺3wt.％、复

合微生物菌2wt.％。

[0007] 最优的，所述复合微生物菌为解磷菌粉、解钾菌粉或光合细菌粉中的至少一种，所

述解磷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5亿/克，所述解钾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5亿/克，所述光合

细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5亿/克。

[0008] 最优的，所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含水量低于30％。

[0009] 最优的，所述脱硫废弃物大于或者等于6目，凹凸棒土大于或者等于6目，火山石大

于或者等于6目，生物质炉渣大于或者等于6目，腐殖酸大于或者等于6目，聚丙烯酰胺大于

或者等于6目，生物有机肥大于或者等于6目，复合微生物菌大于或者等于6目。

[0010] 一种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光合细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光合细菌菌株，接种到光

合细菌的液体培养基中，光照厌氧培养，培养至菌液长成深红色并呈浑浊状态即得到光合

细菌菌液；

[0012] 解磷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解磷菌，选择至少2种溶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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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的菌株，分别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至少2个解磷菌菌液；

[0013] 解钾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解钾菌，选择至少2种溶磷能

力强的菌株，分别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至少2个解钾菌菌液；

[0014] 准备原料：准备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脱硫废弃物、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凹凸棒土、大

于或者等于6目的火山石、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生物质炉渣、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腐殖酸、大

于或者等于6目的聚丙烯酰胺，得到待用部分原料；

[0015] 制备生物有机肥：将各种动物、植物残体或代谢物进行高温堆制好氧发酵，堆制至

完全腐熟后，烘干至含水量低于30％，得到生物有机肥；

[0016] 菌液制粉：将光合细菌菌液、至少2个解磷菌菌液、至少2个解钾菌菌液分别然后经

过吸附风干后制成光合细菌粉、至少2种解磷菌粉和至少2种解钾菌粉，其中至少2种解磷菌

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磷菌粉，其中至少2种解钾菌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钾菌粉，按

照1质量份的照光合细菌粉、1质量份的总解磷菌粉和1质量份的总解钾菌粉的比例混合制

成复合微生物菌；

[0017] 配比混合：按照脱硫废弃物12wt.％、凹凸棒土15wt.％、火山石11wt.％、生物质炉

渣13wt.％、腐殖酸11wt.％、聚丙烯酰胺3wt.％、生物有机肥33wt.％、复合微生物菌2wt.％

的比例混合均匀，即得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通过风干或者阴干的方法使所述酿酒葡

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30％。

[0018] 最优的，所述菌液制粉步骤具体为：

[0019] 配置基质：按照12质量份的脱硫废弃物、15质量份的凹凸棒土、11质量份的火山

石、11质量份的腐殖酸的比例将上述原料混合，得到基质；

[0020] 干燥基质：将基质干燥至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10％，得到干燥基质；

[0021] 制备聚丙烯酰胺悬浮液：将1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加入到1000质量份的水中，搅拌

均匀后得到聚丙烯酰胺稀释液；将1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稀释液加入到10质量份的水中，得

到聚丙烯酰胺悬浮液；

[0022] 吸附光合细菌：将10质量份的光合细菌菌液中加入3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均匀

后加入2～4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小时，然后静置10～24小时后，去除上

清液，得到光合细菌的固液混合物；

[0023] 制备光合细菌粉：将光合细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

小于8％，即得到了光合细菌粉；

[0024] 吸附解磷菌：将10质量份的解磷菌菌液中加入3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均匀后加

入2～4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小时，然后静置10～24小时后，去除上清液，

得到解磷菌的固液混合物；

[0025] 制备解磷菌粉：将解磷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

8％，即得到了解磷菌粉；

[0026] 吸附解钾菌：将10质量份的解钾菌菌液中加入3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均匀后加

入2～4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小时，然后静置10～24小时后，去除上清液，

得到解钾菌的固液混合物；

[0027] 解钾菌粉制备：将解钾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

8％，即得到了解钾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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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最优的，所述基质的配置步骤中，脱硫废弃物为8目、凹凸棒土为8目、火山石为8

目、腐殖酸为8目；所述聚丙烯酰胺悬浮液的制备步骤中的聚丙烯酰胺为160目。

[0029] 最优的，所述准备原料步骤中，脱硫废弃物为8目，凹凸棒土为16目孔径，火山石为

7目，生物质炉渣为8目，腐殖酸为7目，聚丙烯酰胺为20目。

[0030] 最优的，所述配比混合步骤具体为：首先将生物有机肥与凹凸棒粉和聚丙烯酰胺

三者混合均匀，接着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充分混匀，最后加入脱硫废弃物、火山石、生物质炉

渣、腐殖酸充分混合均匀，最终得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

[0031]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提供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本发明的优势在于：

西北酿酒葡萄主产区土壤通常为碱性石灰性土壤，盐碱含量高，土壤贫瘠，土壤质地较粗，

脱硫废弃物作用可以有效改善盐碱土中钠盐含量高的现象，通过钙离子交换抑制盐分的表

聚，改善根区微环境，促进葡萄对养分的吸收。含有一定比例的矿物质，其中的凹凸棒土是

一种粘土矿物，其作用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和养分状况，促进酿酒葡萄根系生长

下扎，增强土壤孔性，增加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含有一定比例的有机质，其中的生物有机

肥和腐殖酸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改善葡萄根系生长环境，促进养分的矿化和葡萄

根系对养分的吸收，生物质炉渣除了本身富含有机质和矿质钾外，其多孔的结构和巨大的

比表面积能有效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聚丙烯酰胺可以有效控制土壤中的水分，确保

大量及中微量微量养分的平衡，促进养分的均衡分配，实现酿酒葡萄养分的均衡吸收，从而

实现酿酒葡萄产量增加和品质的提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可在初春提高地温，促进葡萄的

养分积累和秋末植株体内的养分向根系回流的进程；在葡萄浆果成熟期也可以提升浆果品

质。接种了具有高活性的光合细菌和解磷解钾菌的复合微生物菌，施入土壤可以提高土壤

中微生物活性及多样性，改善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磷素和钾素的有效性，促进养分吸收，尤其

是增强酿酒葡萄根系对土壤中的中微量元素的吸收，从而达到生产优质酿酒葡萄原料的目

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对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阐述。

[0033] 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包括脱硫废弃物12wt .％、凹凸棒土15wt .％、火山石

11wt.％、生物质炉渣13wt.％、生物有机肥33wt.％、腐殖酸11wt.％、聚丙烯酰胺3wt.％、复

合微生物菌2wt.％。脱硫废弃物大于或者等于6目，凹凸棒土大于或者等于6目，火山石大于

或者等于6目，生物质炉渣大于或者等于6目，腐殖酸大于或者等于6目，聚丙烯酰胺大于或

者等于6目，生物有机肥大于或者等于6目，复合微生物菌大于或者等于6目。复合微生物菌

为解磷菌粉、解钾菌粉或光合细菌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解磷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5亿/

克，所述解钾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5亿/克，所述光合细菌中的有效菌数不低于5亿/克。酿

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含水量低于30％。

[0034] 其中，wt.％代表质量百分比，指混合物中某一种物质的质量占混合物的质量的百

分比，在本实施方式中，混合物是指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脱硫废弃物是烟气脱硫的产

物，也叫做脱硫石膏，主要成分和天然石膏一样，为二水硫酸钙CaSO4·2H2O，且二水硫酸钙

含量≥93％。凹凸棒土又称坡缕石或坡缕缟石，是一种具链层状结构的含水富镁铝硅酸盐

粘土矿物。火山石，俗称浮石或多孔玄武岩，是一种功能型环保材料，是火山爆发后由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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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矿物与气泡形成的非常珍贵的多孔形石材，火山石中含有钠、镁、铝、硅、钙、钛、锰、

铁、镍、钴和钼等几十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辐射而具有远红外磁波。生物质炉渣是生物

质燃料的炉渣，也就是将生物质材料燃烧后的熔融物，生物质材料的来源是农林废弃物或

者是家禽粪便，如秸秆、锯末、甘蔗渣、稻糠等。生物有机肥是将各种动物、植物残体或代谢

物进行好氧高温堆制，堆制至完全腐熟后得到。腐植酸是动植物遗骸，主要是植物的遗骸，

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和转化，以及地球化学的一系列过程造成和积累起来的一类有机物质，

例如泥炭、褐煤和风化煤。聚丙烯酰胺是由丙烯酰胺单体经自由基引发聚合而成的水溶性

线性高分子聚合物。

[0035] 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01，光合细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光合细菌菌株，接种

到光合细菌的液体培养基中，光照厌氧培养，培养至菌液长成深红色并呈浑浊状态即得到

光合细菌菌液。

[0037] S102，解磷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解磷菌，选择至少2种

溶磷能力强的菌株，分别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至少2个解磷菌菌液。

[0038] S103，解钾菌培养：将从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土著解钾菌，选择至少2种

溶磷能力强的菌株，分别接种到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得到至少2个解钾菌菌液。

[0039] S104，准备原料：准备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脱硫废弃物、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凹凸棒

土、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火山石、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生物质炉渣、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腐殖

酸、大于或者等于6目的聚丙烯酰胺，得到待用部分原料；最佳的，脱硫废弃物为8目，凹凸棒

土为16目孔径，火山石为7目，生物质炉渣为8目，腐殖酸为7目，聚丙烯酰胺为20目。

[0040] S105，将各种动物、植物残体或代谢物进行高温堆制好氧发酵，堆制至完全腐熟

后，烘干至含水量低于30％，得到生物有机肥。

[0041] S106，菌液制粉：将光合细菌菌液、至少2个解磷菌菌液、至少2个解钾菌菌液分别

然后经过吸附风干后制成光合细菌粉、至少2种解磷菌粉和至少2种解钾菌粉,其中至少2种

解磷菌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磷菌粉，其中至少2种解钾菌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钾

菌粉，按照1质量份的照光合细菌粉、1质量份的总解磷菌粉和1质量份的总解钾菌粉的比例

混合制成复合微生物菌。

[0042] S107，配比混合：按照脱硫废弃物12wt.％、凹凸棒土15wt.％、火山石11wt.％、生

物质炉渣13wt.％、腐殖酸11wt.％、聚丙烯酰胺3wt.％、生物有机肥33wt.％、复合微生物菌

2wt.％的比例混合均匀，即得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通过风干或者阴干的方法使所述

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30％。

[0043] 混合的先后顺序为，首先将生物有机肥与凹凸棒粉和聚丙烯酰胺三者混合均匀，

接着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充分混匀，最后加入脱硫废弃物、火山石、生物质炉渣、腐殖酸充分

混合均匀，最终得到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

[0044] 其中，步骤S106菌液制粉的具体过程如下：

[0045] 第一步，配置基质：按照12质量份的脱硫废弃物、15质量份的凹凸棒土、11质量份

的火山石、11质量份的腐殖酸的比例将上述原料混合，得到基质。脱硫废弃物为8目、凹凸棒

土为8目、火山石为8目、腐殖酸为8目；所述聚丙烯酰胺悬浮液的制备步骤中的聚丙烯酰胺

为160目。干燥基质：将基质干燥至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10％，得到干燥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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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第二步，制备聚丙烯酰胺悬浮液：将1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加入到1000质量份的水

中，搅拌均匀后得到聚丙烯酰胺稀释液；将1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稀释液加入到10质量份的

水中，得到聚丙烯酰胺悬浮液。

[0047] 第三步，吸附光合细菌：将10质量份的光合细菌菌液中加入3质量份的干燥基质，

搅拌均匀后加入2～4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小时，然后静置10～24小时

后，去除上清液，得到光合细菌的固液混合物。制备光合细菌粉：将光合细菌的固液混合物

在不高于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8％，即得到了光合细菌粉。

[0048] 第四步，吸附解磷菌：将10质量份的解磷菌菌液中加入3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

均匀后加入2～4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小时，然后静置10～24小时后，去

除上清液，得到解磷菌的固液混合物。制备解磷菌粉：将解磷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40℃

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8％，即得到了解磷菌粉。

[0049] 第五步，吸附解钾菌：将10质量份的解钾菌菌液中加入3质量份的干燥基质，搅拌

均匀后加入2～4质量份的聚丙烯酰胺悬浮液，接着搅拌1小时，然后静置10～24小时后，去

除上清液，得到解钾菌的固液混合物。制备解钾菌粉：将解钾菌的固液混合物在不高于40℃

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8％，即得到了解钾菌粉。

[0050] 第六步，至少2种解磷菌粉按照等比例混合成总解磷菌粉，至少2种解钾菌粉按照

等比例混合成总解钾菌粉，按照1质量份的照光合细菌粉、1质量份的总解磷菌粉和1质量份

的总解钾菌粉的比例混合制成复合微生物菌。

[0051] 本发明使用的光合细菌、解磷菌和解钾菌均是从当地葡萄园中筛选出来的，适应

当地情况，繁殖迅速，使用效果佳。待培养成熟后，使用专门配置的基质，所述基质的原料和

配比均与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的原料相同，但是更细，表面积较大，不需要引入不必要的

吸附材料，使得本发明的土壤调理剂中均为有效成分，且因为均是有孔洞且具有吸附能力

的材料，所以吸附效果更佳，而且后期与相同的原料一起更容易混合均匀，然后再加入了聚

丙烯酰胺的悬浮液，使得菌液中的菌体絮凝，提高了吸附效率，再长时间静置让基质充分吸

附絮凝的菌体，去除上清后，在不高于40℃的环境下风干至含水量小于8％，使得菌体降低

生命活动同时保持活力，在适宜生存环境的时候尽快恢复生命周期。

[0052] 最后配比混合步骤时，先将最细的生物有机肥与凹凸棒粉和聚丙烯酰胺三者混合

均匀，然后再加入复合微生物菌，因为凹凸棒粉和聚丙烯酰胺的粘着吸附作用，使得复合微

生物菌和生物有机肥更好的接触，从而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较为充足的营养，接着加入脱

硫废弃物、火山石、生物质炉渣、腐殖酸充分混匀，使得由凹凸棒粉和聚丙烯酰胺的粘着吸

附的复合微生物菌和生物有机肥被打散分离，后期埋入到土壤中时缓慢释放，发挥最大的

效果。其中脱硫废弃物作用可以有效改善盐碱土中钠盐含量高的现象，抑制盐碱土盐分的

表聚现象，改善根区微环境，促进葡萄对养分的吸收。含有一定比例的矿物质，其中的凹凸

棒土是一种粘土矿物，其作用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和养分状况，促进酿酒葡萄根

系生长下扎，增强土壤孔性，增加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含有一定比例的有机质，其中的腐

殖酸的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改善葡萄根系生长环境，促进养分的矿化和葡萄根系

对养分的吸收，生物质炉渣除了本身富含有机质和矿质钾外，其多孔的结构和巨大的比表

面积能有效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聚丙烯酰胺可以有效控制土壤中的水分，确保大量

及中微量微量养分的平衡，促进养分的均衡分配，实现酿酒葡萄养分的均衡吸收，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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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产量增加和品质的提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可在初春提高地温，促进葡萄的养分

积累和秋末植株体内的养分向根系回流的进程；在葡萄浆果成熟期也可以提升浆果品质。

接种了具有高活性的光合细菌和解磷解钾菌的复合微生物菌，施入土壤可以提高土壤中微

生物活性及多样性，改善酿酒葡萄园土壤中磷素和钾素的有效性，促进养分吸收，尤其是增

强酿酒葡萄对土壤中的中微量元素的吸收，从而达到生产优质酿酒葡萄原料的目的。

[0053] 本发明得到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经过了田间试验验证，具体实验过程如下。

[0054] 在葡萄浆果采收后用深耕施肥机施入葡萄园土壤中。酿酒葡萄土壤调理剂通过施

肥机条状施入，具体方法为，每亩施用量为400kg，将土壤调理剂距离葡萄根系水平距离

50cm处条状施入，施入深度控制在40cm以下。

[0055]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玉泉营南大滩酿酒葡萄园内同一地块(南大滩东二条地)、同一

品种(赤霞珠)、相同生长年限(6年)的酿酒葡萄在同一时期进行小区对比试验：

[0056] 处理1：常规化肥作为对照，农民常规施肥量为尿素300kg/hm2、磷酸二铵180kg/

hm2、硫酸钾270kg/hm2；

[0057] 处理2：生物有机肥作为对照，农民常规施肥量9t/hm2(有机质≥45％，其中N-

P2O5-K2O＝2.5-1-1.5，有益菌数目为0.2亿/克)；

[0058] 处理3：本发明的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施肥量为土壤调理剂6t/hm2；其对酿酒

葡萄产量和品质影响结果见表1，对酿酒葡萄园0-40cm土层土壤理化及微生物特性影响结

果见表2。

[0059] 表1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对酿酒葡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0060]

[0061] 从表1可以看出，施用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处理与常规施用化肥相比，酿酒葡萄

产量提高11.56％，常规施用有机肥与常规施用化肥相比酿酒葡萄产量提高1.84％，增产效

果显著。

[0062] 与常规施用化肥相比，可溶性固形物增加显著，可溶性糖含量增加显著，花色苷含

量和总酚含量也有所增加。可以看出与农民常规施用肥相较，施用了本发明的酿酒葡萄土

壤调理剂的酿酒葡萄产量显著增加，品质明显改善。

[0063] 表2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对酿酒葡萄园土壤基本物理性质的影响

[0064]

[0065] 表2可得：施用有机肥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容重，但施用酿酒葡萄园土壤

调理剂处理可进一步降低土壤容重，相比常规施用化肥降低了4.67％，同时，增大了田间持

水量以及土壤孔隙度，有利于呼吸作用进行，进而加快植株新陈代谢，提高植物所有生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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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需要能量的来源。

[0066] 表3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对酿酒葡萄园土壤机械组成的影响

[0067]

[0068] 表3可得：有机肥以及施用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处理均能提高该地区土壤砂粒

含量，其平均含量超过50％以上，尤其施用土壤调理剂处理下砂粒含量显著高于有机肥和

常规施用化肥处理，相比分别增加了14.25、39.37％，此外，粉粒相对较少，粘粒适中，表明

土壤结构稳定，有利于土壤空气和热量运动以及养分快速转化。而常规施用化肥处理下土

壤粘粒含量最高，造成土壤间空隙小，导致通气性以及透水性较差，抑制好氧微生物活动。

[0069] 表4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对酿酒葡萄园土壤团聚体含量的影响

[0070]

[0071] 表4可得：总体来看，该地区土壤的各级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存在适当的数量和比

例，常规施用化肥处理下>5mm的团聚体含量较高，显著高于有机肥与施用土壤调理剂处理，

施用土壤调理剂处理下>0.25mm的团聚体含量达到99.53％，>5mm和0.5-0.25mm团聚体含量

占总量的56.49％，而5-2mm、2-1mm、1-0.5mm三级分别占18.13％、15.68％、9.68％，表现在

土壤孔隙度大小适中，持水孔隙与充气孔隙的并存，既达到保水效果，同时具备合理的孔隙

密度，通气性良好，有助于植株根系呼吸以及土壤微生物活动。

[0072] 表5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对酿酒葡萄园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0073]

[0074] 表5可得：该地区可培养土壤微生物数量为细菌>放线菌>真菌，施用土壤调理剂处

理显著增加细菌数量，分别相比常规施用化肥以及有机肥处理增加了153.20％、72.71％，

放线菌数量跟细菌数量表现为相同趋势，而真菌数量正好相反，常规施用化肥处理下主要

由于土壤自身容重较大，土壤呼吸强度较弱，抑制细菌增殖，显著增加真菌数量，相比施用

土壤调理剂处理增加了60％，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增加了土壤植株病原菌的发生率。

[0075] 表6酿酒葡萄园土壤调理剂对酿酒葡萄园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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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0077] 表6可得：土壤酶是来自微生物、植物或动物的活体或残体，其活性必然与土壤肥

力诸因子紧密联系，土壤脲酶活性表征土壤的氮素状况，施用土壤调理剂处理显著增加了

脲酶活性，相比常规施用化肥和有机肥增加了3.2倍和2.2倍，有助于分解人工培肥施入的

尿素肥料；同时碱性磷酸酶活性也显著增加，有机肥和施用土壤调理剂处理下增加了蔗糖

酶，它对土壤增加易溶性营养物质起着重要作用；此外，施用土壤调理剂处理显著增加过氧

化氢酶的活性，相比常规施用化肥增加了30.52％，主要由于土壤调理剂有助于促进有机质

积累，提高酶活性，促进过氧化氢分解，防止对生物体产生毒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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