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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

土的方法，步骤如下：⑴虫草发酵液进行高温灭

活处理；⑵将秸秆或锯末和有机肥料按1:1～5质

量比混合均匀后做为固态吸附载体；⑶将固态吸

附载体与虫草发酵液按料水质量比1:5～10制成

混合物；⑷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

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按1～2:1～3:1～5:1～2质量

比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菌；⑸将复合菌按照0.01‑

0.05％质量比加入到混合物中，进行发酵处理得

到土壤改良剂；⑹将步骤⑸得到的土壤改良剂均

匀撒到盐碱土壤上并混合均匀，土壤改良剂的施

用量为盐碱土壤质量的5～20％。本发明方法进

行土壤改良后，不仅可调节土壤pH、降低土壤容

重，增加土壤孔隙度和土壤团聚体的比例，还可

增加土壤肥力促进盐碱地植物生长和增加作物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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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虫草发酵液进行高温灭活处理，冷却；

(2)将秸秆或锯末和有机肥料按1:1~5质量比混合均匀后作为固态吸附载体；

(3)将固态吸附载体与步骤(1)处理后的虫草发酵液按料水质量比1:5~10制成混合物；

(4)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按1~2:1~3:1~5:1~2质量

比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菌；

(5)将步骤(4)制得的复合菌按照0.01-0.05%质量比加入到步骤(3)得到的混合物中，

加入1%的葡萄糖进行发酵处理；发酵7-15天后得到土壤改良剂；

(6)将盐碱土壤进行翻耕20～30cm得到耕层，平整后用水浇透，静置5~10天；

(7)将步骤(5)得到的土壤改良剂均匀撒到盐碱土壤上并混合均匀，土壤改良剂的施用

量为盐碱土壤质量的5～20％；

(8)改良后立刻进行耕种及浇水灌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虫草

发酵液为人工培养虫草发酵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人工

培养虫草发酵液为以大豆粉蔗糖或玉米浆蔗糖为培养基，采用液体深层发酵培养蝙蝠蛾拟

青霉的发酵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

肥料为粪肥与豆渣按1∶1~10质量比混合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粪肥

为牛粪、猪粪或鸡粪中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

述的虫草发酵液进行高温灭活处理的具体条件是保持120℃高温15min后降温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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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盐碱土改良领域，涉及虫草发酵液，尤其是一种以虫草发酵液为原料

的盐碱土改良剂及其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盐碱土包括盐土和碱土两种性质不同的土壤。盐土，主要是指土壤内含有过量水

溶性盐分的土壤。碱土，主要是指土壤中含水溶性的碱性盐，呈较强的碱性反应。盐渍化土

壤由于盐分多，碱性大，使土壤腐殖质遭到淋失，土壤结构受到破坏，表现为湿时黏，干时

硬，土表常有白色盐分积淀，通气和透水不良，严重的会造成植物萎蔫中毒和烂根死亡。

[0003] 土地盐碱化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全世界约有1/3的土地是盐碱地。对于

我国来说，盐碱化土壤总面积约为9913万hm2，占世界盐碱地总面积的26.3％，在滨海和内

陆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分布。而大部分的盐碱土地均处于未开发、待开发或半开发状态，在我

国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建设急需增强的背景下，盐碱土地成为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但

是，大部分农作物和园林绿化植物在重盐碱地区不能生存，这严重制约了农业、林业和城市

生态景观的建设。如何治理、改良盐碱化土壤以降低其对农业生产和绿色生态景观建设带

来的危害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难点问题。

[0004] 目前常用的盐碱土改良方法为客土更换、排水洗盐、化学改良和土壤调理剂的施

加。客土更换、排水洗盐这类物理改良方法造价高，工期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返碱问题，同

时，客土移植会对原取土区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化学改良措施见效迅速，但成本昂贵，

长期使用或用量不当都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看，化学改良在

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的土壤调理剂产品大多存在着价格

高、配制方法繁琐、使用区域局限性大、效果不稳定等一种或几种不足。

[0005] 野生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具有抗肿瘤，抗衰老，抗器官纤维化，增强人

体免疫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从野生冬虫夏草中分离出无性型真菌菌株，进而对菌株进行

固、液态深层发酵，从而获得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和发酵液。菌丝体只占发酵物总量的3％

左右,而97％的虫草发酵液往往作一般废液弃去。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发酵虫草菌丝粉过程

中产出的虫草发酵液来源十分丰富，价格十分低廉，若其不能被有效利用，还会因酸性大、

高有机质含量、高浊度等特点增加企业的废水处理费用，如直接排放则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06] 本发明提出一种利用食品和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虫草发酵液进行盐碱地土

壤改良的方法，有效克服了目前盐碱土土壤改良中的成本高、改良工艺繁琐等一系列难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

土的方法，有效克服了目前盐碱土壤改良中的成本高、工艺繁琐、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难

题。

[0008]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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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种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步骤如下：

[0010] ⑴虫草发酵液进行高温灭活处理，冷却；

[0011] ⑵将秸秆或锯末和有机肥料按1:1～5质量比混合均匀后做为固态吸附载体；

[0012] ⑶将固态吸附载体与步骤⑴处理后的虫草发酵液按料水质量比1:5～10制成混合

物；

[0013] ⑷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按1～2:1～3:1～5:1

～2质量比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菌；

[0014] ⑸将步骤⑷制得的复合菌按照0.01-0 .05％质量比加入到步骤⑶得到的混合物

中，加入1％的葡萄糖，进行发酵处理；发酵7-15天后得到土壤改良剂；

[0015] ⑹将盐碱土壤进行翻耕20～30cm得到耕层，平整后用水浇透，静置5～10天；

[0016] ⑺将步骤⑸得到的土壤改良剂均匀撒到盐碱土壤上并混合均匀，土壤改良剂的施

用量为盐碱土壤质量的5～20％；

[0017] ⑻改良后立刻进行耕种及浇水灌溉。

[0018] 而且，所述的虫草发酵液为人工培养虫草发酵废弃液。

[0019] 而且，所述的人工培养虫草发酵废弃液为以大豆粉蔗糖或玉米浆蔗糖为培养基，

采用液体深层发酵培养蝙蝠蛾拟青霉的发酵液。

[0020] 而且，所述的有机肥料为粪肥与豆渣按1∶1～10质量比混合制成。

[0021] 而且，所述的粪肥为牛粪、猪粪或鸡粪中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22] 1、而且，步骤⑴所述的虫草发酵液进行高温灭活处理的具体条件是保持120℃高

温15min后降温冷却至室温。

[0023] 抽样检测结果，虫草发酵液的pH值为4.0，可用来进行碱性土壤的酸碱中和；其含

有机质23.4％、全氮0.9％、全钾167mg/L、有效磷7.7mg/L，同时还含有较高的钙、镁、铁、锌

等十种农作物生长必需的微量元素，此外还富含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SOD、虫草素、腺

苷、甘露醇、多糖等营养成分。虫草发酵液中含有的可溶性K、Ca、Fe等离子可将土壤中的钠

离子从阳离子交换位点上被取代后经过淋洗移除到耕层以下使盐渍化土壤得到改良，同时

这些元素也是植物生长所需的必须元素。发酵液中的SOD、甘露醇、多糖等成分可清除活性

氧和自由基，提高土壤中微生物及植物根系的抗盐胁迫能力，促进土壤修复。同时，虫草发

酵液中不含铅、汞、砷等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重金属成分。

[0024] 本发明辅料均为农业废弃物选用小麦秸秆和锯末，用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改善

土壤结构；选用鸡粪、牛粪等发酵粪肥和豆渣，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团聚性；选用枯

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构成的复合菌剂可提高肥效，促进植物

生长，防病抗虫。

[0025]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26] (1)本发明提出一种利用虫草发酵液改良盐碱土的方法，有效克服了目前盐碱土

壤改良中的成本高、工艺繁琐、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难题。按本发明进行土壤改良后，不

仅可调节土壤pH、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度和土壤团聚体的比例，还可增加土壤肥力

促进盐碱地植物生长和增加作物产量。

[0027] (2)本发明集中在对盐碱地实施生态修复，改善盐碱土土质状态及生态环境上，与

当前常规使用的物理、化学改良方式相比较具有成本低廉，操作简单的优点。本方法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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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剂所采用的原料均为食品和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料，无毒害作用，施入盐碱地中，

不但不会破坏盐碱地的生态环境，还可提高土壤肥力，改良土壤结构，利于土壤微生物的存

活和地被植物的生活，从而有效改善盐碱地土壤生态环境。

[0028] (3)本发明技术方案中，土壤改良所采用的虫草发酵液、小麦秸秆、锯末、发酵粪肥

及豆渣等，均为生物废料，本发明根据这些生物废料的成分特点将其应用于盐碱土改良，物

尽其用，将各种物料价值发挥到最大，在改良盐碱土的同时也解决了这些生物废弃物的治

理问题，一举多得，降低成本。

[0029] (4)通过本发明技术方案可提高盐碱土绿化成活率，改善盐碱土生态环境，提高盐

碱地利用率，同时减少了虫草发酵液、秸秆这类生物废弃物的污染治理费用，将有力促进生

态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萝卜苗种植实施组与空白组的长势比较图片；

[0031] (左侧实施组、右侧空白组)

[0032] 图2为菠菜苗种植实施组与空白组的长势比较图片；

[0033] (左侧实施组、右侧空白组)

[0034] 图3为冬小麦种植实施组与空白组的长势比较图片；

[0035] (上侧空白组、下侧实施组)

[0036] 图4为冬小麦空白对照组种植区图片；

[0037] 图5为冬小麦实施组种植区图片；

[0038] 图6为黄杨种植区改良前图片；

[0039] 图7为黄杨种植区改良后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以下实施例只是描述性

的，不是限定性的，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1] 在使用上述的物料对盐碱土进行改良时，根据土壤盐碱、板结、贫瘠程度，确定土

壤改良剂的施入量，如需种植植物，还应考虑植物的根系深度，适当调节施入量。

[0042] 实施例1：

[0043] 地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区，东临渤海，地势平坦，海岸线34公里，具有丰

富的海盐资源，为海浸盐渍区，土壤盐碱化水平高，pH在7.8～8.5之间，含盐量在0.2％～

1.7％之间，部分地区含盐量更高，土壤质地黏重；地下水含盐量高，且地下水位浅，因此，土

壤的次生盐渍化威胁大。

[0044] 1.实施时间与实施地点土壤概况如下：

[0045] 实施时间：2015年9月5日，实施地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区学府路南面一

片空地，对土壤进行取样调查，测得该区域土壤pH7.84，含盐量0.39％，土壤为黏土，土壤容

重为1.61g/m3，土壤总团聚体为7.62％，有机质含量为2.43％。

[0046] 2.实施步骤如下：

[0047] (1)开垦一块4m*4m的地块作为改良实施地，将实施地盐碱土壤进行翻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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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m，得到耕层，将盐碱土壤表面平整后，用水浇透，静置5～10天。将秸秆或锯末和有机肥

料按1:1质量比混合均匀后做为固态吸附载体；将固态吸附载体与处理后的虫草发酵液按

料水质量比1:5制成混合物；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按1:

1:1:1质量比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菌；将复合菌按照0.01％质量比加入到混合物中，加入1％

的葡萄糖进行发酵处理；发酵10天后得到土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均匀撒到盐碱土壤上并

混合均匀，土壤改良剂的施用量为盐碱土土壤质量的15％；

[0048] 改良后进行萝卜和菠菜种子的播种并浇水灌溉，播种深度约为1～3cm，每种蔬菜

种两垄，灌溉时避免大水直冲，以免将种子冲出土表。

[0049] (2)在改良地块间距2米处设置空白对照组，开垦一块4m*4m的地块作为空白对照，

将空白对照组盐碱土壤进行翻耕20～30cm，得到耕层，将盐碱土壤表面平整后，用水浇透，

静置5～10天。施加与改良组等量的复合肥，再次翻耕厚度为10～20cm，播种萝卜和菠菜种

子并浇水灌溉，播种深度约为1～3cm，每种蔬菜种两垄，灌溉时避免大水直冲，以免将种子

冲出土表。

[0050] (3)对菜地进行日常养护，2015年10月10日收获并计算产量。对实施地点和空白对

照组土壤进行取样，分别对土壤pH、土壤含盐量、土壤容重、土壤总团聚体和土壤有机质含

量进行测定，结果见表1。其中实施组土壤pH较改良前降低了8.3％，全盐量降低了54％，土

壤容重降低了28％，土壤总团聚性提升了15％，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了45％。实施组萝卜苗

产量是空白对照组的6.5倍。实施组菠菜产量是空白对照组的39倍。

[0051] 表1萝卜苗、菠菜种植地实验结果

[0052]

[0053] 实施例2：

[0054] 地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区，东临渤海，地势平坦，海岸线34公里，具有丰

富的海盐资源，为海浸盐渍区，土壤盐碱化水平高，pH在7.8～8.5之间，含盐量在0.2％～

1.7％之间，部分地区含盐量更高，土壤质地黏重；地下水含盐量高，且地下水位浅，因此，土

壤的次生盐渍化威胁大。

[0055] 1.实施时间和实施地点土壤概况如下：

[0056] 实施时间：2015年10月23日，实施地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区学府路南面

一片空地，对土壤进行取样调查，测得该区域土壤pH8.74，含盐量0.57％，土壤为黏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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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为1.32g/m3，土壤总团聚体为8.96％，有机质含量为12.73％。

[0057] 2.实施步骤如下：

[0058] (1)开垦一块3m*5m的地块作为改良实施地，将实施地盐碱土壤进行翻耕20～

30cm，得到耕层，将盐碱土壤表面平整后，用水浇透，静置5～10天。将秸秆或锯末和有机肥

料按1:3质量比混合均匀后做为固态吸附载体；将固态吸附载体与处理后的虫草发酵液按

料水质量比1:8制成混合物；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按1:

3:5:2质量比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菌；将复合菌按照0.05％质量比加入到混合物中，加入1％

的葡萄糖进行发酵处理；发酵15天后得到土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均匀撒到盐碱土壤上并

混合均匀，土壤改良剂的施用量为盐碱土土壤质量的20％；

[0059] 改良后进行冬小麦种子的播种并浇水灌溉，播种深度约为1.5～3cm，灌溉时避免

大水直冲，以免将种子冲出土表。

[0060] (2)在改良地块间距2米处设置空白对照组，开垦一块3m*5m的地块作为空白对照，

将空白对照组盐碱土壤进行翻耕20～30cm，得到耕层，将盐碱土壤表面平整后，用水浇透，

静置5～10天。施加与改良组等量的复合肥，再次翻耕厚度为10～20cm，播种冬小麦种子并

浇水灌溉，播种深度约为1.5～3cm，灌溉时避免大水直冲，以免将种子冲出土表。

[0061] (3)对麦地进行日常养护，2016年6月23日收获并计算产量。对实施地点和空白对

照组土壤进行取样，分别对土壤pH、土壤含盐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容重和土壤总团聚

体进行测定，结果见表2。其中实施组土壤pH较改良前降低了12％，全盐量降低了51％，土壤

容重降低了23％，总团聚性提升了175％，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了16％，考虑是由于小麦生

长过程中吸收养分造成的。实施组小麦粒产量是空白对照组的1.5倍。

[0062] 表2冬小麦种植地实验结果

[0063]

[0064] 实施例3：

[0065] 地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区，东临渤海，地势平坦，海岸线34公里，具有丰

富的海盐资源，为海浸盐渍区，土壤盐碱化水平高，pH在7.8～8.5之间，含盐量在0.2％～

1.7％之间，部分地区含盐量更高，土壤质地黏重；地下水含盐量高，且地下水位浅，因此，土

壤的次生盐渍化威胁大。

[0066] 1.实施时间和实施地点土壤概况如下：

[0067] 实施时间：2017年4月26日，实施地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分区学府路一片面

积为93m2的客土移植绿化区，该区域两年前更换客土并种植黄杨灌木丛，共有361棵黄杨。

2017年4月，在周围同品种黄杨均已发芽并生长茂盛的情况下，该区域361棵黄杨仅有63棵

黄杨发芽且每棵黄杨上仅有零星小芽，长势孱弱。经土壤指标测定发现是由于该区域土壤

的盐碱度上升造成的。测得该区域土壤pH8.1，含盐量0.144％，土壤为黏土，土壤容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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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g/m3，土壤总团聚体为8.86％，改良前黄杨发芽率为17.5％。

[0068] 2.实施步骤如下：

[0069] (1)将秸秆或锯末和有机肥料按1:1质量比混合均匀后做为固态吸附载体；将固态

吸附载体与处理后的虫草发酵液按料水质量比1:10制成混合物；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

孢杆菌、酿酒酵母和绿色木霉菌按2:1:3:1质量比混合均匀制成复合菌；将复合菌按照

0.03％质量比加入到混合物中，加入1％的葡萄糖进行发酵处理；发酵5天后得到土壤改良

剂；土壤改良剂均匀撒到盐碱土壤上并混合均匀，土壤改良剂的施用量为盐碱土土壤质量

的10％；改良后进行浇水灌溉。

[0070] (2)对黄杨地进行日常养护，2017年9月10日计算发芽率。对实施地点土壤进行取

样，分别对土壤pH、土壤含盐量、土壤容重和土壤总团聚体进行测定，结果见表3。其中实施

组土壤pH较改良前降低了15％，全盐量降低了29％，土壤容重降低了30％，总团聚性提升了

73％，植株发芽率提升了82.1％。

[0071] 表3黄杨绿化区实验结果

[0072]

[007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利用食品生产和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物对盐碱土进行土壤改

良，并适合作物及绿化植物的生长。

[0074]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具体实施例2及具体实施例3中，土壤pH、全盐含量、土壤容

重、土壤总团聚体及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测定方法如下：

[0075] 采样方法：“蛇形取样法”，取样深度为2～20cm。

[0076] 土壤pH测定方法：使用玻璃电极法进行测定。

[0077] 土壤全盐测定方法：使用电导法进行测定。

[0078] 土壤容重的测定方法：采用环刀法进行测定。

[0079] 土壤总团聚体测定方法：采用湿筛法进行测定。

[0080]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进行测定。

[0081]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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