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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

菌株及其微生物有机肥料，属于畜牧业集约化生

产技术。本发明分离到了一株用于促进苜蓿生长

的促生菌，该菌株NAU‑T14分类命名为哈茨木霉

属(Trichoderma  harzianum)，保藏于中国典型

培养物保藏中心，菌种保藏号为CC T C C  M 

2018520。本发明提供的利用上述菌株发酵制备

的促生生物有机肥营养丰富，可以有效增加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显著促进苜蓿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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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株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其分类命名为哈茨木霉（Trichoderma 

harzianum）NAU‑T14，于2018年8月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菌种保藏号为

CCTCC  M  2018520。

2.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在制备微生物有机肥料中的应

用。

3.一种微生物有机肥料，其特征在于，该微生物有机肥料中包含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

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微生物有机肥料，其特征在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盐

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在微生物有机肥料中的含量不低于1.0×108  CFU/g。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微生物有机肥料，其特征在于，该微生物有机肥料采用以

下步骤制备：

（1）将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生菌接种到PDA培养液，进行液体发酵得到促生菌发酵液，所

述的促生菌发酵液中促生菌孢子数量≥108个/ml；

（2）向粉碎的纯小麦秸秆中添加尿素并接种步骤（1）制备的促生菌发酵液，调节含水量

和pH值，然后发酵培养至促生菌产孢量达到1010个/g；

（3）将腐熟的鸡粪堆肥和步骤（2）制备的发酵物按比例混合均匀进行二次固体发酵，发

酵结束后促生菌含量达到1.0×108个/g以上，获得促生菌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最后

在不超过60℃的条件下将促生菌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的含水量蒸发至30%以下，即得

到能促进苜蓿植株生长的微生物有机肥。

6.一种微生物有机肥料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生菌接种到PDA培养液，进行液体发酵得到促生菌发酵液，所

述的促生菌发酵液中促生菌孢子数量≥108个/ml；

（2）向粉碎的纯小麦秸秆中添加尿素并接种步骤（1）制备的促生菌发酵液，调节含水量

和pH值，然后发酵培养至促生菌产孢量达到1010个/g；

（3）将腐熟的鸡粪堆肥和步骤（2）制备的发酵物按比例混合均匀进行二次固体发酵，发

酵结束后促生菌含量达到1.0×108个/g以上，获得促生菌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最后

在不超过60℃的条件下将促生菌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的含水量蒸发至30%以下，即得

到能促进苜蓿植株生长的微生物有机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液体发酵的发酵条件

为：温度为28～30℃，搅拌速度为180～200转／分钟，发酵时间为6~8d。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尿素的添加量为所述纯小

麦秸秆质量的0.5~1.5%，所述促生菌发酵液的接种量为8~10%；调节含水量为65~75%，调节

pH值至4.5‑6；所述发酵培养的条件为27~29℃浅盘培养6~8d。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腐熟的鸡粪堆肥和步骤

（2）制备的发酵物的混合比例为97~98：2~3，所述二次固体发酵的条件为：发酵过程中每天

翻堆1次，温度不超过50℃，发酵6~8天。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腐熟的鸡粪堆肥的发芽

指数为98%以上，有机质质量比含量≥35%，有机氮质量比含量为1.2‑2.0%，含水量质量比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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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及其微生物有机肥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株及其微生物有机肥料，属于畜牧

业集约化生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苜蓿是我国广泛种植的饲用牧草，在所有常见牧草作物中营养价值最高。在盐碱

地上由于受到土壤养分及结构的限制，苜蓿的生长也受到明显的抑制。目前中国盐碱地面

广量大，西北、华北、东北西部和滨海地区都有分布，其土壤含盐量高、碱性强、肥力弱，生态

环境十分脆弱，目前已成为影响地区农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通过施用有机肥，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肥力，但是改良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

发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新型肥料，对于盐碱地苜蓿的生产至关重要。

[0003] 生物有机肥除了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和养分外，还包含具有特定功能的微生物，并

且这些功能型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是生物有机肥优于普通有机肥的关键因素。功能微生物群

体在生命活动周期中会产生大量有机酸，可以有效降低土壤的碱性，并产生腐殖酸钠副产

物，刺激植物生长。同时，腐殖酸钠能增强植物的抗盐能力，提高土壤的缓冲能力，促进土壤

颗粒团粒化，增加土壤颗粒间的孔隙度和土壤的透水能力，令土壤中的盐分得到充分的淋

溶，有效缓解土壤返盐现象。此外，施用生物有机肥，可以在较短期内重建健康并具有活力

的土壤微生物区系，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达到土壤肥力保育和提高牧草产量的双重目

的。因此，将有机肥用于功能菌的载体，制成功能明确的微生物有机肥料，将会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株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及其应用。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微生物有机肥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用于促进

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及其微生物有机肥料，促生功能明显，能确保畜牧业集约化的顺

利发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株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该菌株NAU‑T14分类命名为哈茨木霉属

（Trichoderma  harzianum），于2018年8月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菌种保藏号

为CCTCC  M  2018520。

[0008] 通过形态、生理生化特征及真菌18S  rDNA/ITS鉴定NAU‑T14菌株为哈茨木霉

（Trichoderma  harzianum），其最适生长条件为：培养温度28℃，pH  5.0‑6.0，碳源为葡萄糖

或蔗糖，置于PDA培养基上培养。木霉菌株NAU‑T14生长迅速，在最适条件下培养60h后，菌落

即可全部覆盖平皿（9cm）；菌落初始为棉絮状，颜色为灰白色；当分生孢子成熟后，菌落自中

央到边缘，渐渐变为绿色；当菌丝慢慢老化的时候，培养基表面密布致密的墨绿色孢子。

[0009] 上述的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在制备微生物有机肥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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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种微生物有机肥料，该微生物有机肥料中包含上述的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

的促生菌。

[0011] 优选的，上述的用于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促生菌在微生物有机肥料中的含量不

低于1.0×108  CFU/g。进一步优选的，该微生物有机肥料中含有1×108个/g以上的促生菌

NAU‑T14、全氮含量质量比为3.0～4.5%，全氮中质量比90%以上为有机氮，总氮磷钾养分质

量比为6～10%、有机质含量质量比为30～40%。

[0012] 一种微生物有机肥料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将所述的促生菌接种到PDA培养液，进行液体发酵得到促生菌发酵液，所述的

促生菌发酵液中促生菌孢子数量≥108个/ml；

[0014] （2）向粉碎的纯小麦秸秆中添加尿素并接种步骤（1）制备的促生菌发酵液，调节含

水量和pH值，然后发酵培养至促生菌产孢量达到1010个/g；

[0015] （3）将腐熟的鸡粪堆肥和步骤（2）制备的发酵物按比例混合均匀进行二次固体发

酵，发酵结束后促生菌含量达到1.0×108个/g以上，获得促生菌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

最后在不超过60℃的条件下将促生菌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的含水量蒸发至30%以下，

即得到能促进苜蓿植株生长的微生物有机肥。

[0016] 步骤（1）中，所述液体发酵的发酵条件为：温度为28～30℃，搅拌速度为180～200

转／分钟，发酵时间为6~8d（优选为7d）。

[0017] 步骤（2）中，所述尿素的添加量为所述纯小麦秸秆质量的0.5~1.5%（优选为1%），所

述促生菌发酵液的接种量为8~10%（优选为9%）；调节含水量为65~75%（优选为70%），调节pH

值至4.5‑6；所述发酵培养的条件为27~29℃浅盘培养6~8d（优选为28℃浅盘培养7d）；

[0018] 步骤（3）中，所述腐熟的鸡粪堆肥和步骤（2）制备的发酵物的混合比例为97~98：2~
3（优选为98：2），所述二次固体发酵的条件为：发酵过程中每天翻堆1次，温度不超过50℃，

发酵6~8天（优选为7天）。

[0019] 步骤（3）中，所述腐熟的鸡粪堆肥的发芽指数为98%以上，有机质质量比含量≥

35%，有机氮质量比含量为1.2‑2.0%，含水量质量比25‑30%。

[0020] 上述微生物有机肥料的生产方法的最优选技术方案为：

[0021] （1）将上述的促生菌NAU‑T14接种到PDA培养液，进行液体发酵生产，控制发酵温度

范围为28～30℃，搅拌速度为180～200转／分钟，发酵时间为7d，保证促生菌发酵液中NAU‑

T14孢子数量≥108个/ml。

[0022] 所用PDA培养液配制方法为，以配制1  L培养基为例：200g土豆削皮后切成小块放

至水中煮，沸腾后煮30min，然后用四层医用纱布过滤，滤液加20g葡萄糖，定容至1000  ml，

pH值自然，115  °C灭菌30min。

[0023] （2）向粉碎的纯小麦秸秆中添加1%（m/m）尿素并接种9%（v/m）促生菌发酵液（3.0×

108个/ml），调节含水量在70%，用0.05mol/L硝酸调节混合物的pH在4.5‑6之间，放置在28℃

浅盘培养7天，使得木霉产孢量达到1010个/g。

[0024] （3）将腐熟的鸡粪堆肥和步骤（2）制备的发酵物按质量比98：2的比例混合均匀进

行二次固体发酵，发酵过程中每天翻堆1次，温度不超过50℃，发酵7天，发酵结束后促生菌

NAU‑T14含量达到1×108个/g以上，获得促生菌NAU‑T14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的固体混

合菌剂。最后在温度不超过60℃的条件下将微生物有机肥的含水量蒸发至30%以下，包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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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即为能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微生物有机肥。

[0025] 所述腐熟的鸡粪堆肥发芽指数为98%以上，有机质质量比含量≥35%，有机氮质量

比含量为1.2‑2.0%，含水量质量比25‑30%。

[0026] 发芽指数=（堆肥浸提液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堆肥浸提液处理的种子根长）/（对照

组的种子发芽率×对照组的种子根长）×100%。公式中“堆肥浸提液”指的是腐熟鸡粪普通

肥的浸提液，对照组用的是水。

[0027] 本发明筛选的哈茨木霉菌株促进苜蓿生长与现有技术中防控作物真菌病害的机

理不同。2011和2013年Nature分别发表根际微生物区系的综述文章，强调了根际微生物区

系的重要性，指出：“一个良好的根际微生物区系，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能”，通过引入关

键微生物类群来重建土壤微生物区系。施用含有本发明筛选功能菌的生物有机肥，可以在

较短期内重建健康并具有活力的土壤微生物区系，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达到土壤肥力

保育和提高牧草产量的双重目的。本研究中施用木霉生物有机肥料可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

的生长，进而提高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增加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有利于地上部生物量的提高。

[0028] 本发明与目前市场上的有机肥料产品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9] （1）该肥料产品中含有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专一性高效菌株NAU‑T14，其促生效

果显著。

[0030] （2）该微生物有机肥料养分丰富，为功能菌木霉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生长环境，有利

于肥料中的有益菌株施入土壤后形成优势种群，提高其定殖和发挥功能的能力，可有效改

善土壤微生物区系。

[0031] （3）该微生物有机肥料方便在大田使用，除了具有有机肥的功能，其中所含的促生

菌还可以通过多种促生机制发挥作用，从而达到促进苜蓿生长的目的，增产的同时为牧民

增加收入。

[0032] （4）由于该产品是生物菌株制剂，完全没有因化学农药的使用所带来的一系列隐

患，有利于牧草的无公害生产，同时利于牧草产品的出口。

附图说明

[0033] 图1 不同菌株对苜蓿幼苗的影响

[0034] 图2  用于促进苜蓿生长的促生菌株NAU‑T14菌落形态图

[0035] 图3  NAU‑T14的18S  rDNA/ITS鉴定结果图

[0036] 图4 盆栽实验条件下各处理苜蓿的生物量

[0037] 图5 不同处理条件下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苜蓿生物量的关系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一）盐碱土中促生菌株的分离、筛选

[0039] 促生菌株的分离：所用土壤为盐碱土（pH为8.7，电导率为0.54  mS  cm‑1），采集自山

东省农科院东营综合试验站（北纬118°38’15’’，东经37°18’26’’），采用稀释涂布的方法进

行木霉菌株的筛选，共获得87株木霉菌株，将所有菌株于‑80℃甘油保存。

[0040] 促生菌株的初筛和复筛：由于木霉最主要的促生机制是竞争作用，该机制与木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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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速度密切相关，因此，将木霉的生长速度作为初筛指标，得到7株具有代表性的菌株，

分别为NAU‑T8，NAU‑T11，NAU‑T14，NAU‑25，NAU‑T46，NAU‑T58，NAU‑T78。在此基础上将对苜

蓿幼苗生长的影响作为复筛指标进行筛选：将生长速度较快的木霉菌株的木霉菌液分别施

入苜蓿幼苗根部，通过观察苜蓿幼苗的生长，筛选出对苜蓿促生最好的菌株（如图1），NAU‑

T14对苜蓿幼苗的促生效果最好。综合初筛、复筛的结果，选定NAU‑T14作为最优菌种进行后

续的生物有机肥料的生产。

[0041] （二）促生菌株的鉴定

[0042] 促生菌株NAU‑T14鉴定为哈茨木霉（Trichoderma  harzianum）。

[0043] NAU‑T14的生物学特性主要为（如图2）：通过形态、生理生化特征及真菌18S  rDNA/

ITS鉴定NAU‑T14菌株为哈茨木霉（Trichoderma  harzianum），其最适生长条件为：培养温度

28℃，pH  5.0‑6.0，碳源为葡萄糖或蔗糖，置于PDA培养基上培养。木霉菌株NAU‑T14生长迅

速，在最适条件下培养60h后，菌落即可全部覆盖平皿（9cm）；菌落初始为棉絮状，颜色为灰

白色；当分生孢子成熟后，菌落自中央到边缘，渐渐变为绿色；当菌丝慢慢老化的时候，培养

基表面密布致密的墨绿色孢子。

[0044] NAU‑T14的18S  rDNA/ITS鉴定结果如图3。

[0045] 该菌株2018年8月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菌种保藏号为CCTCC  M 

2018520。

[0046] （三）菌剂生产

[0047] （1）将促生菌株NAU‑T14，接种到PDA培养液中进行液体发酵生产，控制发酵温度范

围为28～30℃，搅拌速度为180～200转／分钟，发酵时间为7d，保证促生菌发酵液中NAU‑T14

孢子数量≥108个/ml。

[0048] （2）将粉碎的纯小麦秸秆（100g）中添加1%（m/m）的尿素，接种9%（v/m，ml/100g）木

霉（3.0×108个/ml），调节含水量在70%，用0.05mol/L硝酸调节混合物的pH在4.5‑6之间，放

置在28℃浅盘培养7天，使得木霉产孢量达到1010个/g。

[0049] （3）将腐熟的鸡粪堆肥和上述木霉发酵物按质量比98：2的比例混合均匀进行二次

固体发酵，发酵过程中每天翻堆1次，温度不超过50℃，发酵7天，发酵结束后促生菌NAU‑T14

含量达到1×108个/g以上，获得促生菌NAU‑T14的鸡粪和秸秆堆肥混合物的固体混合菌剂。

最后在温度不超过60℃的条件下将微生物有机肥的含水量蒸发至30%以下，包装出厂即为

能促进苜蓿植株生长的微生物有机肥。

[0050] 所用腐熟的鸡粪堆肥发芽指数为98%以上，有机质质量比含量≥35%，有机氮质量

比含量为1.2‑2.0%，含水量质量比25‑30  %。该微生物有机肥料（促进苜蓿生长的专用微生

物有机肥）中含有1×108个/g以上的NAU‑T14、全氮含量质量比为3.0～4.5%，全氮中质量比

90%以上为有机氮，总氮磷钾养分质量比为6～10%、有机质含量质量比为30～40%。

[0051] （四）盆栽促生试验

[0052] （1）盆栽实验

[0053] 实验所用土壤为原位盐碱土，采自山东省农科院东营综合试验站（北纬118°38’

15’’，东经37°18’26’’），土壤理化性质如下：有机质  7.4  g  kg−1，全氮0.38  g  kg−1，速效磷

66.5  mg  kg−1，速效钾225.3  mg  kg−1，电导率  0.54  mS  cm‑1，pH  8.7。实验所用苜蓿种子为

中苜1号，播种前应进行种子清选；盆栽试验采用双因素试验设计，因素一为肥料处理：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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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施肥料；OF：施用鸡粪堆肥（1.5%）；BOF：含有NAU‑T14的腐熟鸡粪堆肥（1.5%），因素二为利

用方式：刈割、不刈割。每个处理3个区组，每个区组5个重复，总共90盆；每盆1.0kg土，随机

区组排列。整个实验在温室条件下常规管理，收获时测定苜蓿地上部生物量。结果如图4所

示，无论在何利用方式下，施用含促生菌NAU‑T14的生物有机肥（BOF）的处理，其长势远好于

CK和OF处理的苜蓿。

[0054] （2）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与苜蓿生物量的相关关系

[0055] 如表1所示，细菌和真菌潮指数（SChao1）和香浓指数（H Shannon）在不同处理间差异显

著。不论在何利用方式下，OF和BOF的细菌SChao1和HShannon均是普遍高于CK的；而真菌的SChao1

和H Shannon在OF处理中是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的。图5是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苜蓿生

物量的相关关系。细菌SChao1 （图5a，R2=  0.411,  P  =  0.004）和HShannon（图5b，R2=  0.220,  P 

=  0 .049）均与苜蓿的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真菌S Chao1 （图5c，R2=  0 .411 ,  P  = 

0.004）和HShannon（图5d，R2=  0.220,  P  =  0.049）与苜蓿的生物量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0056] 表1  不同处理的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0057]

[0058] 注：CK：不施肥料；CK+M：不施肥料+刈割；OF：施用鸡粪堆肥（1.5%）；OF+M：施用鸡粪

堆肥（1.5%）+刈割；BOF：含有NAU‑T14的腐熟鸡粪堆肥（1.5%），BOF+M：含有NAU‑T14的腐熟鸡

粪堆肥（1.5%）+刈割。

[0059] 本发明专利从改善土壤结构和丰富微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着手，研制出一种能显著

促进盐碱地苜蓿生长的微生物有机肥料产品。本肥料产品的作用机制在于本肥料产品中的

有效碳和有效氮源给产品中的功能菌微生物的培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使之迅速建立外源

有益功能菌微生物的生态及其食物链，并有效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本肥料产

品中含有较高含量的养分含量，这些营养物质对苜蓿的生长十分有利，大大提高了苜蓿的

立苗率和收获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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