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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木薯80‑120

份、腐殖酸10‑50份、鸡骨粉20‑50份、甘蔗皮30‑

50份、复合菌0.1‑1份、微量元素0.01‑1份。本发

明利用木薯制备成液态肥解决木薯废弃的问题，

制备成液态肥料能够促进柑橘根部吸收且能够

加入杀虫剂进行喷洒，减少劳动量，同时降低环

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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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木薯80‑120份、腐

殖酸10‑50份、鸡骨粉20‑50份、甘蔗皮30‑50份、复合菌0.1‑1份、微量元素0.01‑1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其特征在于：该有机肥根据情况加入

质量分数为0.01‑0.1％的杀虫剂喷洒使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虫剂为吡虫啉、

噻虫嗪、呋虫胺、噻虫胺。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成浆，混合均匀后备用；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腐殖酸及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并间

隔一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蒸发

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时期

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

中，所述粉碎成浆是将木薯和甘蔗皮破碎至800‑1200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

中，所述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并制备成小颗粒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崩解剂

为干淀粉，所述腐殖酸制备成的颗粒物的直径为3‑10mm。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

中，所述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400‑800 ,目，所述浓缩是蒸发浓缩至原体积的0.1‑0.5

倍。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量元

素包括氮、磷、钾、钙、镁、硼、锌、铜、铁。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有机肥

的使用方式是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时期使用的农药，进行喷洒至

树叶、树干上或者浇至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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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肥料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广西的木薯产量较多，每年的木薯使用量都在不断增加，但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渣—木薯渣也在不断增加。木薯渣是木薯在经过淀粉厂榨取淀粉或是酒精厂制取酒

精之后所留下的废弃物，但是依然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淀粉和无机盐等物质，是

一种非常有用的生物质源。就目前而言，木薯渣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为厌氧发酵生

产沼气、发酵生产酒精以及生产饲料。但这三种处理方法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普及应用，大

量的木薯渣还处于废弃状态。

[0003] 广西又是全国柑橘种植量较大的地区。如何提高柑橘产量是提高柑橘经济效益的

关键因素之一，而施肥是提高柑橘产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之一。现有技术中，柑橘施肥管

理存在肥料用量不科学、肥料养分不均衡、肥料中微量元素缺乏、施肥次数多、劳动量大、施

肥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如施放的肥料养分含量不齐全、不均衡，就不能全面满足柑橘生长所

需的养分，容易导致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如黄龙病、溃疡病等，而且导致黄龙病的木虱繁衍

速度快，人工打直接飞掉后，容易飞回来，易于产生反复感染，喷洒的农药往往维持不了太

久，无法根治黄龙病，而且喷洒农药，需要进行多次操作，劳动量大。所以需要寻找一种能够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背景技术中提到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木

薯液态有机药肥及其制备方法，通过利用木薯制备成液态肥解决木薯废弃的问题，制备成

液态肥料能够促进柑橘根部吸收且能够加入杀虫剂进行淋湿，柑橘通过根部将农药吸收传

送至茎秆使木虱死掉或者不能繁衍，能够大大提高黄龙病的防治效果，而且减少劳动量，减

少农药的使用从而降低环境污染。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木薯80‑120份、腐殖酸10‑50

份、鸡骨粉20‑50份、甘蔗皮30‑50份、复合菌0.1‑1份、微量元素0.01‑1份。

[0007] 进一步地，该有机肥根据情况加入质量分数为0.01‑0.1％的杀虫剂喷洒使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杀虫剂为吡虫啉、噻虫嗪、呋虫胺、噻虫胺。

[0009]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成浆，混合均匀后备用；

[0011]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腐殖酸及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

并间隔一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

[0012]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

蒸发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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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

时期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

[0014]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所述粉碎成浆是将木薯和甘蔗皮破碎至800‑1200目。

[0015]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所述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并制备成小颗粒状。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崩解剂为干淀粉，所述腐殖酸制备成的颗粒物的直径为3‑10mm。

[0017]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所述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400‑800,目，所述浓缩是

蒸发浓缩至原体积的0.1‑0.5倍。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微量元素包括氮、磷、钾、钙、镁、硼、锌、铜、铁。

[0019] 进一步地，该有机肥的使用方式是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

时期使用的农药，进行喷洒至树叶、树干上或者浇至根部。

[0020]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将肥料制备成液体状态，有利于植物吸收且使用方法多样，能够配合杀

虫剂进行使用，将施肥和喷药合在一起操作减少了劳动量，也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从而

减少了环境的污染；

[0022] (2)通过在发酵分解过程中加入腐殖酸，解决了木薯难于分解的问题，通过发酵将

木薯浆液分解成利于吸收的有机物；

[0023] (3)通过加入甘蔗皮一方面回收甘蔗皮重复利用，另外充分利用甘蔗皮中大量的

糖类，作为肥料施入柑橘根部有利于增加柑橘的甜度；

[0024] (4)通过在腐殖酸中加入崩解剂便于添加到发酵液中，将腐殖酸加入发酵液中后

能够迅速崩解，分散在发酵液中与发酵液直接作用。

[0025] (5)通过将农药浇淋至土壤中，柑橘将农药从根部吸收至茎秆，使木虱死掉或者不

能繁衍，能够大大提高黄龙病的防治效果，增加产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举出优选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一步详细说明。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说明书中列出的许多细节仅仅是为了使读者对本

发明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即便没有这些特定的细节也可以实现本发明的

这些方面。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木薯80份、腐殖酸10份、鸡骨

粉20份、甘蔗皮30份、复合菌0.1份、微量元素0.01份。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木薯120份、腐殖酸50份、鸡骨

粉50份、甘蔗皮50份、复合菌1份、微量元素1份。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木薯80‑120份、腐殖酸30份、

鸡骨粉40份、甘蔗皮40份、复合菌0.6份、微量元素0.5份。

[0033] 上述实施例1‑3中的有机肥根据情况加入质量分数为0.01‑0.1％的杀虫剂喷洒使

用；杀虫剂为吡虫啉、噻虫嗪、呋虫胺、噻虫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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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实施例4

[0035]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破碎至800目成浆，混合均匀后

备用；

[0037]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腐殖酸及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

并间隔一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并制备成小颗粒状，

崩解剂为干淀粉，所述腐殖酸制备成的颗粒物的直径为3mm；

[0038]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

蒸发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400,目，所述浓缩是蒸发浓

缩至原体积的0.1倍；

[0039]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氮、磷、钾、钙、镁、硼、锌、

铜、铁，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时期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

[0040] 该有机肥的使用方式是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时期使用的

农药，进行喷洒至树叶、树干上或者浇至根部。

[0041] 实施例5

[0042]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破碎至1200目成浆，混合均匀

后备用；

[0044]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腐殖酸及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

并间隔一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并制备成小颗粒状，

崩解剂为干淀粉，所述腐殖酸制备成的颗粒物的直径为10mm；

[0045]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

蒸发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800,目，所述浓缩是蒸发浓

缩至原体积的0.5倍；

[0046]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氮、磷、钾、钙、镁、硼、锌、

铜、铁，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时期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

[0047] 该有机肥的使用方式是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时期使用的

农药，进行喷洒至树叶、树干上或者浇至根部。

[0048] 实施例6

[0049]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破碎至1000目成浆，混合均匀

后备用；

[0051]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腐殖酸及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

并间隔一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并制备成小颗粒状，

崩解剂为干淀粉，所述腐殖酸制备成的颗粒物的直径为8mm；

[0052]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

蒸发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600,目，所述浓缩是蒸发浓

缩至原体积的0.3倍；

[0053]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氮、磷、钾、钙、镁、硼、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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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铁，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时期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该有机肥的使用方式是

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时期使用的农药，进行喷洒至树叶、树干上或

者浇至根部。

[0054] 其中实施例4‑6中的各原料采用的是实施例3中的份数。

[0055] 对比例1

[0056]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破碎至1000目成浆，混合均匀

后备用；

[0058]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并间隔一

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并制备成小颗粒状，崩解剂为

干淀粉，所述腐殖酸制备成的颗粒物的直径为6mm；

[0059]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

蒸发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600,目，所述浓缩是蒸发浓

缩至原体积的0.4倍；

[0060]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氮、磷、钾、钙、镁、硼、锌、

铜、铁，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时期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该有机肥的使用方式是

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时期使用的农药，进行喷洒至树叶、树干上或

者浇至根部。

[0061] 对比例2

[0062] 一种木薯液态有机药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预处理：取木薯和甘蔗皮分别洗净后沥干，粉碎破碎至800‑1200目成浆，混合

均匀后备用；

[0064] (2)发酵：向步骤(1)的浆体中加入腐殖酸及复合菌后，充分搅拌均匀，密封发酵，

并间隔一段时间进行搅拌，待发酵完成得到发酵液；

[0065] (3)过滤浓缩：将发酵液过滤，去除发酵液中的颗粒物后，将所有发酵液置于浓缩

蒸发罐中进行蒸发浓缩至适宜浓度，过滤采用的过滤网目数为400‑800,目，所述浓缩是蒸

发浓缩至原体积的0.2倍；

[0066] (4)调配：向浓缩后的发酵液中加入鸡骨粉和微量元素氮、磷、钾、钙、镁、硼、锌、

铜、铁，充分混合后，根据使用的时期加入不同的杀虫剂混合使用。该有机肥的使用方式是

取液体有机肥加水稀释后，加入对应植物生长时期使用的农药，进行喷洒至树叶、树干上或

者浇至根部。

[0067] 对比例1中没有加入腐殖酸，对比例2中没有将腐殖酸加入崩解剂，对比例3中将肥

料制备成固体，采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2进行田间试验，并取市面上的农药喷洒作为对

比例3，在一片5‑6年生长期的柑橘田中，将柑橘分为8组，编号1‑8，每组10棵，培养及管理条

件一致，分别对应使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2制备的肥料，一年施肥两次，第一次在1月中

旬，第二次在5月底的膨大期，对比例3则每月喷洒一次。并记录柑橘收获情况和黄龙病的发

病情况如表1所示：

[0068] 表1各实施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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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0071] 由表中可知，完全按照本实施例实施的肥料施用的柑橘生产果品质好，甜度高，产

量高，应广泛推广。

[007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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