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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微生物菌剂及其在

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应用，涉及微生物领

域。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合微生物菌剂，由复合

菌剂、微量元素、硅藻土和干燥剂混合而成的；所

述的复合菌剂由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胶冻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组成。本发明的复

合微生物菌剂能将各种形成优势菌群的有益菌

种合理配伍，按一定比例施加到农田土壤中，一

方面有利于土壤培肥、减少土传病害、提高化肥

利用率；另一方面提高作物根系活力和抗逆性、

抑制植物对土壤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吸收，提高作

物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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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由复合菌剂、微量

元素、硅藻土和干燥剂混合而成的；所述的复合菌剂由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

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组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

冻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的质量比为2:1:1: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量元素由硫酸锌、硫酸镁

和硼砂组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量元素中，硫酸锌、硫酸镁

和硼砂的质量比为1：2：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剂为膨润土、硅胶、白炭

黑或凹凸棒土中的一种。

6.一种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

下：

1)在温度为20～35℃，密闭条件下，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

和植物乳杆菌4种微生物菌种在活化培养基上分别接种，活化培养24～48小时后，将培养好

的菌种分别在生产发酵培养基中发酵扩繁24～72小时，在活化培养和发酵扩繁过程中不断

搅拌，转速为180rpm，得到上述4种微生物菌种的菌液；

2)将步骤1)所得的4种微生物菌种的菌液分别进行预处理得到各种菌种的菌粉，所述

预处理为先按质量比1：5比例用硅藻土载体进行吸附，然后再35～40℃低温烘干至水分小

于15％，最后粉碎至粒度为40目；将4种微生物菌种的菌粉混合后，与粉碎的干燥剂、微量元

素均匀混合，得到复合微生物菌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化培养基由牛肉膏5g、蛋白胨5g、

氯化钠5g和水1000mL配制而成，pH为6.5，活化的菌种10％接种于生产发酵培养液中；所述

生产发酵培养液的配制方法为：将淀粉10kg、豆饼粉10kg、蛋白胨1kg、硫酸铵1kg、磷酸二氢

钾0.5kg、酵母粉0.1kg和碳酸钙5kg混合后，用水定容至1t，调节pH  7.5；有氧发酵通气量为

0.6～0.8V/V·min。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化培养基和生产发酵培养基分别

在121℃下预先高温灭菌30～50min后，再加入各种微生物菌种进行培养。

9.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在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上的用途。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农作物为经济作物，包括蔬菜类、瓜果

类、果树类、茶叶类、药材类、花卉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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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及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微生物菌剂在农业生产上的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上普遍面临土传病害加剧、土壤

微生物种群失衡、土壤肥力下降、重金属污染和农药残留严重、化肥利用率低下等问题，进

而导致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下降。

[0003] 土壤中微生物种类繁多，包括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等，这些微生物都是土壤生命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与植物生长密切相关。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可以在植物根际定

殖，与植物建立互惠共生的关系：一方面可通过解磷、解钾和固氮作用提高土壤中氮、磷和

钾营养元素的有效态含量；另一方面还会释放大量植物生长激素，刺激和调节作物生长，促

进对营养元素的吸收。然而自然微生物活性低，有益菌种很难形成优势菌群。本专利根据植

物与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利用两种以上且互不拮抗的有益微生物菌种制成的复合微

生物菌剂，无毒且内含大量的有益活菌物质以及天然发酵活性物质和高效共和增产菌，能

够快速建立有益微生物优势菌群，抑制有害菌群，活化植物根系，刺激和调节作物生长，促

进作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丰富土壤矿物质，提高植物抗逆性，同时抑制植物对重金属和农

药残留吸收，从而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复合微生物菌剂能应用于农业生产，所述微生物复合菌

剂具有活化植物根系，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功能。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它由复合菌剂、微量元素、硅

藻土和干燥剂混合而成的；所述的复合菌剂由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

菌和植物乳杆菌组成。

[0007] 本发明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能将4种形成优势菌群的有益菌种合理配伍，按一定比

例施加到农田土壤中，一方面有利于土壤培肥、减少土传病害、提高化肥利用率；另一方面

提高作物根系活力和抗逆性、抑制植物对土壤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吸收，提高作物产量和品

质。

[0008] 作为优选，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的质量比

为2:1:1:1。

[0009] 作为优选，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均购自中

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藏号分别为ACCC01185、ACCC01655、  ACCC01434和

ACCC10171。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微量元素由硫酸锌、硫酸镁和硼砂组成。进一步的，所述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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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硫酸锌、硫酸镁和硼砂的质量比为1：2：1。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干燥剂为膨润土、硅胶、白炭黑或凹凸棒土中的一种。

[001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13] 1)在温度为20～35℃，密闭条件下，将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

杆菌和植物乳杆菌4种微生物菌种在活化培养基上分别接种，活化培养  24～48小时后，将

培养好的菌种分别在生产发酵培养基中发酵扩繁24～72小时，在活化培养和发酵扩繁过程

中不断搅拌，转速为180rpm，得到上述4种微生物菌种的菌液；

[0014] 2)将步骤1)所得的4种微生物菌种的菌液分别进行预处理得到各种菌种的菌粉，

所述预处理为先按质量比1：5比例用硅藻土载体进行吸附，然后再  35～40℃低温烘干至水

分小于15％，最后粉碎至粒度为40目；将4种微生物菌种的菌粉混合后，与粉碎的干燥剂、微

量元素均匀混合，得到复合微生物菌剂。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活化培养基由牛肉膏5g、蛋白胨5g、氯化钠5g和水1000  mL配制而

成，pH为6.5，活化的菌种10％接种于生产发酵培养液中；所述生产发酵培养液的配制方法

为：将淀粉10kg、豆饼粉10kg、蛋白胨1kg、硫酸铵  1kg、磷酸二氢钾0.5kg、酵母粉0.1kg和碳

酸钙5kg混合后，用水定容至1t，调节pH  7.5；有氧发酵通气量为0.6～0.8V/V·min。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活化培养基和生产发酵培养基分别在121℃下预先高温灭菌30～

50min后，再加入各种微生物菌种进行培养。

[0017]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复合微生物菌剂在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上的用途。

[0018] 作为优选，所述农作物为经济作物，包括蔬菜类、瓜果类、果树类、茶叶类、药材类、

花卉类作物。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农作物为草莓。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复合微生物菌剂，

为了进一步分析所述复合微生物菌剂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开展了复合微生物菌剂对草莓

的肥效试验。结果表明，施用复合微生物菌剂可以促进草莓营养生长和叶片生长发育，在改

善草莓单株果数和单果重等经济性状方面表现明显优势，并且使草莓的增产效果显著。复

合微生物菌剂的使用能够增加化肥利用率，大大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面源污染；而且通过微生物转化，能够抑制有害微生物菌群，活化植株根系，吸附和钝化重

金属和农药残留，对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有显著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本发明中各个实施  方式

的技术特征在没有相互冲突的前提下，均可进行相应组合。

[0022] 下述实施示例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但并不限定本发明。下述实施例中的实验

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试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自

常规生化试剂商店购买得到的。以下实施例中的定量试验，均设置三次重复实验，结果取平

均值。

[0023] 实施例1：复合微生物菌剂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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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实施例中使用的微生物复合菌剂购自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Agricultural  Culture  Collection  of  China，ACCC)，其对应的菌种属名及保藏号如下

表：

[0025]

中文名称 保藏号 属名 

枯草芽孢杆菌 ACCC01185 Bacillus  subtilis 

地衣芽孢杆菌 ACCC01655 Bacillus  licheniformis 

胶冻样芽胞杆菌 ACCC01434 Bacillus  mucilaginosus 

植物乳杆菌 ACCC10171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0026] 本实施例中使用的活化培养基由牛肉膏5g、蛋白胨5g、氯化钠5g、水1000  mL配制，

pH为6.5。

[0027] 本实施例中使用的生产发酵培养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淀粉10kg、豆饼粉10  kg、蛋

白胨1kg、硫酸铵1kg、磷酸二氢钾0.5kg、酵母粉0.1kg和碳酸钙5kg  进行均匀混合，用水溶

解并定容至1t，调节pH  7.5。

[0028] 上述活化培养基和生产发酵培养基在使用前，均需要在121℃下高温灭菌  30～

50min后，再加入各种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的菌种进行培养。

[0029] 复合微生物菌剂通过如下方法制备：

[0030] (1)各种微生物菌液的培养：在温度为25℃，密闭条件下，将上述4种微生物菌种在

上述活化培养基上分别接种并活化培养48小时后，将培养好的菌种分别取10％在生产发酵

培养基中发酵扩繁36小时，在上述活化培养和发酵扩繁过程中不断搅拌，转速为180rpm，有

氧发酵通气量为0.7(V/V·min)，得到上述4种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

菌和植物乳杆菌的菌液；

[0031] (2)复合微生物菌剂的制备：将步骤(1)所得的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

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的菌液分别进行预处理得到各种菌种的菌粉，预处理的具体做法

为：先按质量比1：5比例用硅藻土载体进行吸附，然后再35℃低温烘干至水分小于15％，最

后粉碎至粒度为40目。将上述所得的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和植物

乳杆菌的菌粉按照质量比1：2：1  混合后得到复合菌剂，复合菌剂与粉碎的干燥剂、微量元

素均匀混合，得到复合微生物菌剂。复合微生物菌剂中各组分含量按质量比计算如下：复合

菌剂40％、微量元素5％、硅藻土50％、干燥剂5％。干燥剂为膨润土。

[0032] 本菌剂采用以枯草芽孢杆菌为主的三种芽孢杆菌体(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胶冻样芽孢杆菌Bacillus 

mucilaginosus)联合调理土壤，在土壤中大量繁殖生长，建立优势有益菌群，抑制致病菌生

长，并可固氮和释放出可溶的磷钾元素及硫、钙、镁、铁、猛、钼等微量元素，增进土壤肥力，

为作物提供可吸收利用的营养元素，同时复合一种具有根际促生功能的植物乳杆菌，提高

作物根际活力和抗病性，促进作物的营养吸收和生长代谢，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再者，复

合的植物乳杆菌与其他乳杆菌的区别在于活菌数较高，且能大量产酸，稳定土壤酸碱度，与

三种芽孢杆菌产出的酸性物质对减少土壤重金属残留，抑制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也有一定

作用，能够提高农作物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性。

[0033] 本菌剂由复合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进行组合配比，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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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胶冻样芽孢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的质量比为2:1:1:1，菌剂以枯草芽孢杆菌为首的芽孢杆

菌为主，能够丰富土壤矿物质、释放出易吸收的营养元素和微量元素，增加土壤肥力。

[0034] 实施例2：复合微生物菌剂在草莓上的应用试验

[0035] 本实施例取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复合微生物菌剂进行试验。本试验在上海市闵

行区浦江镇杜行村内进行。试验田地势平坦，地力均匀，土壤类型水稻土，质地中壤。试验前

采集土壤样品用于测定分析土壤养分基本情况(见表1)。试验田栽种作物为草莓(品种：红

颜)。具体试验设计如下：

[0036] 试验为设施大棚栽培，种植密度为6500株/亩，选择肥力均匀的地块做小区试验，

沿地块肥力变化方向的垂直方向设置个小区，试验设3个处理，每个处理  3个重复，随机区

组排列，每个小区面积各30㎡。本试验除处理内容不一样，各处理田间农艺措施(如灌水、杂

草病虫害防治等)一致。

[0037] 处理1:常规施肥+微生物菌剂(在实施例1中制备)50kg/亩，随基肥一起施用。

[0038] 处理2:常规施肥+灭活基质(与处理1等量的灭活微生物菌剂)。

[0039] 处理3：常规施肥。

[0040] 在生长期调查其生物学性状，在收获时计算亩产量。

[0041] 1)复合微生物菌剂对草莓生物学性状及成产因素的影响

[0042] 施用复合微生物菌剂(处理1)能够促进草莓营养生长，促进叶片生长发育，有助于

成产因素的形成(如表1所示)。具体地，处理1在株高、叶片大小、叶片厚度、单株果数和单果

重方面，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优势。与处理2、处理  3相比，处理1的株高分别增加了

0.9cm、1.3cm；叶片大小分别增加了1.7cm2、  2.6cm2，单株果数增加了0.1个、0.4个，单果重

增加了1.6g、2.2g；处理2比处理3株高增加0.4cm，叶片大小增加0.9cm2，单株果数增加了

0.3个，单果重增加了0.6g。

[0043] 表1各处理对草莓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0044]

[0045] 2)复合微生物菌剂对草莓产量的影响结果

[0046] 施用复合微生物菌剂(处理1)对草莓增产具有极显著效果(如表2所示)。具体地，

处理1小区平均产量折合亩产为1786.8kg/亩，比处理2高102.2kg/亩，增产率6.06％；处理1

比处理3亩产高171.1kg/亩，增产率为10.58％；处理2亩产比处理3高68.9kg/亩，增产率为

4.26％。将各处理对产量的影响结果利用LSD  法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表4、表5)，处理

1、处理2之间的产量达到5％显著水平，处理1与处理3之间的产量达到1％极显著水平；处理

2和处理3之间差异不显著。

[0047] 表2各处理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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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表3草莓产量方差分析表

[0050]

[0051] 表4各处理草莓产量差异比较表(LSD法)

[0052]

[0053] 由此表明，施用复合微生物菌剂可以促进草莓营养生长和叶片生长发育，在改善

草莓单株果数和单果重等经济性状方面表现明显优势，并且使草莓的增产效果显著。

[005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然其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有

关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

化和变型。例如，上述复合微生物菌剂也可以用于其他农作物的增产提质，并不一定限定为

草莓。因此凡采取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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