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52585.9

(22)申请日 2019.03.29

(71)申请人 湖南泰谷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410000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开发

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钰园创业大楼

1504、1505

(72)发明人 刘备　谭武贵　邱尧　杨梅玉　

谭石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轩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3235

代理人 王丹

(51)Int.Cl.

C05F 17/00(2006.01)

C05G 3/00(2006.01)

C05G 3/04(2006.01)

A01G 22/05(2018.01)

A01C 2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肥料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肥料及其应用，肥料包括

生物有机肥和有机水溶肥，生物有机肥由畜禽粪

便、菇渣、农作物秸秆、菜粕、蚯蚓粪便、过磷酸

钙、碳法滤泥混合，添加发酵菌进行初发酵、添加

复合功能菌进行腐熟发酵制备得到；复合功能菌

剂包括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哈茨木霉；

有机水溶肥由果蔬废弃物、玉米胚芽粕、芝麻粕、

甘蔗糖蜜、废弃啤酒发酵液和水混合进行自然发

酵，再添加无机复合肥和葡甘聚糖，浓缩制备得

到。本发明的肥料可显著提高草莓可溶性固形

物、糖酸比、维生素C含量和硬度，可做为草莓的

肥料应用于草莓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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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肥料，其特征在于，包括生物有机肥和有机水溶肥，

所述生物有机肥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畜禽粪便、菇渣、农作物秸秆、菜粕、蚯蚓粪

便、过磷酸钙、碳法滤泥混合，添加发酵菌进行初发酵得到第一发酵产物，在所述第一发酵

产物中添加复合功能菌剂进行腐熟发酵得到生物有机肥；所述复合功能菌剂包括短小芽孢

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哈茨木霉；

所述有机水溶肥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果蔬废弃物、玉米胚芽粕、芝麻粕、甘蔗糖

蜜、废弃啤酒发酵液和水混合进行自然发酵得到第二发酵产物；在所述第二发酵产物中添

加无机复合肥和葡甘聚糖，浓缩得到有机水溶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肥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有机肥的原料中，其含量配比为：

45～82.5重量份畜禽粪便，15～45重量份菇渣，12～37.5重量份农作物秸秆，7.5～33重量

份菜粕，4.5～12重量份蚯蚓粪便，3～9重量份过磷酸钙，1.5～6重量份碳法滤泥，0.6～1.5

重量份发酵菌，0.45～1.1重量份复合功能菌剂；

和/或，所述生物有机肥的制备过程中所述初发酵具体为：维持发酵温度50℃以上10～

12天，当温度降至40℃以下，停止发酵；

和/或，所述生物有机肥的制备过程中所述腐熟发酵具体为：将水分提高到45％，当温

度超过50℃时，开始进行翻堆，每1～2天翻堆一次，发酵8～10天，温度不再升温时，摊晾，控

制水分至20～3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肥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水溶肥的原料中，其含量配比为：

22.5～45重量份果蔬废弃物，9～30重量份玉米胚芽粕，4.5～15重量份芝麻粕，7.5～22.5

重量份甘蔗糖蜜，9～18重量份废弃啤酒发酵液，15.5～120重量份无机复合肥，1.5～4.5重

量份葡甘聚糖；

和/或，所述有机水溶肥的制备过程中，所述自然发酵的具体步骤为：置于室温下自然

发酵28天，每隔2～3天打开通氧，搅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肥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

和/或，所述发酵菌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和胶冻样芽孢杆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肥料，其特征在于，

苗期采用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22.5～42重量份氮肥，15～25重量份磷肥，7.5～

22.5重量份钾肥；

花芽分化期采用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27～45重量份氮肥，9～20重量份磷肥，7.5

～20重量份钾肥；

膨大期采用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9～20重量份氮肥，9～22.5重量份磷肥，22.5～

50重量份钾肥。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肥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氮肥为尿素、硝酸铵、尿素硝铵、硫

酸铵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磷肥为聚磷酸铵、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中的一种或

多种；所述钾肥为硫酸钾、氯化钾、硝酸钾、聚磷酸钾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肥料，其特征在于，畜禽粪便为猪粪、鸡粪、羊粪、牛粪中的一

种或多种；

和/或，所述复合功能菌剂中，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和哈茨木霉的质量比为3～

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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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种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S1、将生物有机肥作为基肥与土壤基质混合；

S2、在草莓生长过程中，追施所述有机水溶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所述生物

有机肥按每亩150～300公斤与土壤基质混合；

和/或，所述S2中，在草莓苗期，追施有机水溶肥料2～3kg/亩·次-1，草莓其他生长时

期，追施有机水溶肥料2～4kg/亩·次-1，施用时间间隔为10～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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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肥料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肥料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草莓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鲜美红嫩，果肉多汁，含有特殊的

浓郁水果芳香，在生活中深受消费者喜爱，而且经济价值较高，种植周期短，也是大棚种植

稳产栽培较多的水果之一。但是草莓果实中酸度较高时，容易影响口感，适当降低果实中酸

度可以提高草莓品质。其中尤其是大棚种植或者大面积种植方式下的草莓口感更为偏酸或

者风味不浓郁，因为大量使用低品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重产量而忽略了品质，缺少优质有

机质的引入，化肥过量，导致草莓货架期短，口味过酸，风味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草莓种植的肥料，可显著提高

草莓可溶性固形物、糖酸比、维生素C含量和硬度，可做为草莓的肥料应用于草莓的种植。

[0004]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肥料，包括生物有机肥和有机水溶肥，

[0005] 所述生物有机肥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畜禽粪便、菇渣、农作物秸秆、菜粕、蚯

蚓粪便、过磷酸钙、碳法滤泥混合，添加发酵菌进行初发酵得到第一发酵产物，在所述第一

发酵产物中添加复合功能菌剂进行腐熟发酵得到生物有机肥；所述复合功能菌剂包括短小

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哈茨木霉；

[0006] 所述有机水溶肥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果蔬废弃物、玉米胚芽粕、芝麻粕、甘

蔗糖蜜、废弃啤酒发酵液和水混合进行自然发酵得到第二发酵产物；在所述第二发酵产物

中添加无机复合肥和葡甘聚糖，浓缩得到有机水溶肥。

[0007]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生物有机肥的原料中，其含量配比为：45～82.5重量份

畜禽粪便，15～45重量份菇渣，12～37.5重量份农作物秸秆，7.5～33重量份菜粕，4.5～12

重量份蚯蚓粪便，3～9重量份过磷酸钙，1.5～6重量份碳法滤泥，0.6～1.5重量份发酵菌，

0.45～1.1重量份复合功能菌剂。

[0008]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生物有机肥的制备过程中所述初发酵具体为：维持发酵

温度50℃以上10～12天，当温度降至40℃以下，停止发酵。

[0009]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生物有机肥的制备过程中所述腐熟发酵具体为：将水分

提高到45％，当温度超过50℃时，开始进行翻堆，每1～2天翻堆一次，发酵8～10天，温度不

再升温时，摊晾，控制水分至20～30％。

[0010]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有机水溶肥的原料中，其含量配比为：：22.5～45重量份

果蔬废弃物，9～30重量份玉米胚芽粕，4.5～15重量份芝麻粕，7.5～22.5重量份甘蔗糖蜜，

9～18重量份废弃啤酒发酵液，15.5～120重量份无机复合肥，1.5～4.5重量份葡甘聚糖。

[0011]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有机水溶肥的制备过程中，所述自然发酵的具体步骤

为：置于室温下自然发酵28天，每隔2～3天打开通氧，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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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

[0013]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发酵菌包括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和胶冻样芽孢

杆菌。

[0014]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苗期采用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22.5～42重量份氮肥，15

～25重量份磷肥，7.5～22.5重量份钾肥；

[0015] 花芽分化期采用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27～45重量份氮肥，9～20重量份磷肥，

7.5～20重量份钾肥；

[0016] 膨大期采用的所述无机复合肥，包括：9～20重量份氮肥，9～22 .5重量份磷肥，

22.5～50重量份钾肥。

[0017]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氮肥为尿素、硝酸铵、尿素硝铵、硫酸铵中的一种或多

种；所述磷肥为聚磷酸铵、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钾肥为硫

酸钾、氯化钾、硝酸钾、聚磷酸钾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8]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畜禽粪便为猪粪、鸡粪、羊粪、牛粪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9] 上述的肥料，优选的，所述复合功能菌剂中，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和哈茨

木霉菌的质量比为3～6︰1～3︰1。

[0020] 基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

[0021] 上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优选的，所述应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S1、将生物有机肥作为基肥与土壤基质混合；

[0023] S2、在草莓生长过程中，追施所述有机水溶肥。

[0024] 上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优选的，所述S1中，所述生物有机肥按每亩150

～300公斤与土壤基质混合。

[0025] 上述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优选的，所述S2中，在草莓苗期，追施有机水溶

肥料2～3kg/亩·次-1，草莓其他生长时期，追施有机水溶肥料2～4kg/亩·次-1，施用时间

间隔为10～15天。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一)本发明提供基于水肥一体化的提高草莓品质的施肥方法，以生物有机肥为基

肥，以有机水溶肥作为追肥苗期施用。生物有机肥与有机水溶肥中均含有丰富有机质原料，

含有多种氨基酸、多肽、维生素、多糖等有机成分，营养丰富，施入土壤后部分有机物植物根

系直接吸收，对植物起到刺激作用，提高光合作用和呼吸强度，刺激根端分生组织细胞的分

裂与增长，使幼苗发根快，次生根增多，提高作物吸收养分的能力，部分可以被微生物转化

成腐植酸等有效成分，从而提高土壤的肥力，促进作物地上部营养生长，果实提前着色成

熟，提高含糖量及维生素C含量。

[0028] (二)本发明提供基于水肥一体化的提高草莓品质的施肥方法，生物有机肥的制备

过程中添加含钾和含磷原料，并且添加促进其释放的解磷解钾菌的巨大芽孢杆菌，分泌有

机酸，起到解磷固钾的作用；添加短小芽孢杆菌有效防止草莓灰霉病，提高草莓品质；哈茨

木霉可以改善根系的微环境，促进作物生长，提高抗病能力，提高作物产量及品质。

[0029] (三)本发明提供基于水肥一体化的提高草莓品质的施肥方法，根据草莓的需肥规

律设置3中不同养分规格的有机水溶肥进行追肥，可以进一步提高肥料的养分利用率，不仅

可以减少因过量施肥导致的微量元素吸收的拮抗作用，适量施肥反而可以促进钙、硼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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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果实品质；同时避免草莓生长过程中过量施肥导致的畸形果、风味不浓郁、酸度过高等

问题。

[0030] (四)本发明提供基于水肥一体化的提高草莓品质的施肥方法，生物有机肥中菜粕

营养成分高，可以提高草莓内在品质；碳法滤泥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钙、镁、硅元素等有益元

素，可以为植物提供微量元素，促进草莓甜度、硬度等的提高。有机水溶肥中含油玉米胚芽

粕、芝麻粕中营养成分高，且含有较高铁、硒、生物素含量，可以提高草莓内在品质。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

和实质的情况下，对本发明方法、步骤或条件所作的修改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0032] 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

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所用试剂均为市售。

[0033] 本发明涉及到的百分号“％”，若未特别说明，是指质量百分比；但溶液的百分比，

除另有规定外，是指100ml溶液中含有溶质的克数。

[0034] 本发明所述重量份可以是μg、mg、g、kg等本领域公知的重量单位，也可以是其倍

数，如1/10、1/100、10倍、100倍等。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用于草莓种植的肥料，包括生物有机肥和有机水溶肥。

[0037] 其中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为：

[0038] 将60重量份猪粪，30重量份菇渣，22.5重量份水稻秸秆，18重量份菜粕，7.5重量份

蚯蚓粪便，7.5重量份过磷酸钙，3.75重量份碳法滤泥，0.8重量份发酵菌(购于沧州旺发生

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主要成分为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等)，混

合形成混合物。将上述混合物经初发酵，具体为维持发酵温度50℃以上12天，当温度降至40

℃以下，完成初发酵，得到第一发酵产物。在第一发酵产物中添加0.75重量份复合功能菌剂

(复合功能菌剂为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哈茨木霉按质量比为6︰3︰1的比例混合均

匀，得到复合功能菌剂，总有效活菌数为220亿/克。)进行腐熟发酵，腐熟发酵的具体方式

为：将水分提高到45％，当温度超过50℃时，开始进行翻堆，每1～2天翻堆一次，发酵10天，

温度不再升温时，摊晾，控制水分至20～30％。完成腐熟发酵后，即为生物有机肥。

[0039] 有机水溶肥的制备方法为：将30重量份果蔬废弃物，15重量份玉米胚芽粕，7.5重

量份芝麻粕，12重量份甘蔗糖蜜，15重量份废弃啤酒发酵液(啤酒发酵液为不同工段的啤酒

废水)混合形成混合物，将上述混合物经粉碎打浆后，于发酵罐中进行自然发酵(自然发酵

温度为室温，发酵时间30天，中途每隔2～3天打开通氧，搅拌)得到第二发酵产物。将第二发

酵产物经过过滤后，添加无机养分、3重量份的葡甘聚糖，加热至45℃混合均匀，浓缩成液体

有机水溶肥。

[0040] 其中苗期的无机养分包括：氮肥30重量份，磷肥22.5重量份，钾肥15重量份。

[0041] 花芽分化期的无机养分包括：氮肥37.5重量份，磷肥15重量份，钾肥15重量份。

[0042] 膨大期的无机养分包括：氮肥15重量份，磷肥15重量份，钾肥37.5重量份。

[0043] 本实施例中，氮肥为尿素；磷肥为聚磷酸铵；钾肥为硫酸钾。

[0044] 一种本实施例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其应用方法：生物有机肥作为基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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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之前按每亩250公斤与土壤或基质混合均匀；有机水溶肥料作为追肥，苗期施用2.5kg/

亩·次-1，其它时期施用3kg/亩·次-1，施用时间间隔为12天。

[0045] 实施例2

[0046] 一种用于草莓种植的肥料，包括生物有机肥和有机水溶肥。

[0047] 其中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为：

[0048] 将80重量份猪粪，20重量份菇渣，15重量份水稻秸秆，20重量份菜粕，8重量份蚯蚓

粪便，5重量份过磷酸钙，2重量份碳法滤泥，1.0重量份发酵菌剂(购于沧州旺发生物科技研

究所有限公司，主要成分为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等)，混合形成混

合物。将上述混合物经初发酵获得第一发酵产物，初发酵具体为：维持发酵温度50℃以上10

天，当温度降至40℃以下，完成初发酵。在第一发酵产物中添加0.8重量份复合功能菌剂(复

合功能菌剂为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哈茨木霉按质量比为5︰2︰1的比例混合均匀，

得到复合功能菌剂，总有效活菌数为180亿/克。)进行腐熟发酵，腐熟发酵的具体方式为：将

水分提高到45％，当温度超过50℃时，开始进行翻堆，每1～2天翻堆一次，发酵8天，温度不

再升温时，摊晾，控制水分至20～30％，完成腐熟发酵后，即为生物有机肥。

[0049] 有机水溶肥的制备方法为：将30重量份果蔬废弃物，15重量份玉米胚芽粕，7.5重

量份芝麻粕，12重量份甘蔗糖蜜，15重量份废弃啤酒发酵液混合形成混合物，将上述混合物

经粉碎打浆后，于发酵罐中进行自然发酵(自然发酵时间28天，中途每隔2～3天打开通氧，

搅拌)得到第二发酵产物。将第二发酵产物经过过滤后，添加无机养分、3重量份葡甘聚糖，

加热至45℃混合均匀，浓缩成液体有机水溶肥。

[0050] 其中苗期的无机养分的成分为：氮肥30重量份，磷肥22.5重量份，钾肥15重量份。

[0051] 花芽分化期的无机养分的成分为：氮肥37.5重量份，磷肥15重量份，钾肥15重量

份。

[0052] 膨大期的无机养分的成分为：氮肥15重量份，磷肥15重量份，钾肥37.5重量份。

[0053] 本实施例中，氮肥为尿素；磷肥为聚磷酸铵；钾肥为硫酸钾。

[0054] 一种本实施例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其应用方法：生物有机肥作为基肥在

移植之前按每亩250公斤与土壤或基质混合均匀；有机水溶肥料作为追肥苗期施用2.5kg/

亩·次-1，其它时期施用3kg/亩·次-1，施用时间间隔为12天。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用于草莓种植的肥料，包括生物有机肥和有机水溶肥。

[0057] 其中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为：

[0058] 将60重量份猪粪，30重量份菇渣，22.5重量份水稻秸秆，18重量份菜粕，7.5重量份

蚯蚓粪便，7.5重量份过磷酸钙，3.75重量份碳法滤泥，0.8重量份发酵菌(购于沧州旺发生

物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主要成分为枯草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胶冻样芽孢杆菌等)，混

合形成混合物。将上述混合物经初发酵获得第一发酵产物，初发酵具体为：维持发酵温度50

℃以上12天，当温度降至40℃以下，完成初发酵。在第一发酵产物中添加0.75重量份复合功

能菌剂(复合功能菌剂为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哈茨木霉按质量比为5︰2︰1的比例

混合均匀，得到复合功能菌剂，总有效活菌数为180亿/克。)进行腐熟发酵，具体步骤为：将

水分提高到45％，当温度超过50℃时，开始进行翻堆，每1～2天翻堆一次，发酵10天，温度不

再升温时，摊晾，控制水分至20～30％，完成腐熟发酵后，即为生物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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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有机水溶肥的制备方法为：将40重量份果蔬废弃物，20重量份玉米胚芽粕，13重量

份芝麻粕，10重量份甘蔗糖蜜，12重量份废弃啤酒发酵液混合形成混合物，将上述混合物经

粉碎打浆后，于发酵罐中进行自然发酵(自然发酵时间25天，中途每隔2～3天打开通氧，搅

拌)得到第二发酵产物。将第二发酵产物经过过滤后，添加无机养分、葡甘聚糖3重量份，加

热至50℃混合均匀，浓缩成液体有机水溶肥。

[0060] 其中苗期的无机养分包括：氮肥28重量份，磷肥16重量份，钾肥3重量份。

[0061] 花芽分化期的无机养分包括：氮肥28重量份，磷肥16重量份，钾肥8重量份。

[0062] 膨大期的无机养分包括：氮肥12重量份，磷肥15重量份，钾肥25重量份。

[0063] 本实施例中，氮肥为尿素；磷肥为聚磷酸铵；钾肥为硫酸钾。

[0064] 一种本实施例的肥料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其应用方法：生物有机肥作为基肥在

移植之前按每亩250公斤与土壤或基质混合均匀；有机水溶肥料作为追肥苗期施用2.5kg/

亩·次-1，其它时期施用3kg/亩·次-1，施用时间间隔为12天。

[0065] 实验例1

[0066] 实施例1至3的施肥方法应用在草莓种植上，分别考察其种植效果。

[0067] 一、实验材料与方法

[0068] 试验对象：“丽红”草莓

[0069] 试验地点：位于浏阳市北盛镇草莓种植大棚；

[0070] 试验设计：

[0071] 本试验共设置6组处理，每各处理1个大棚3亩，2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大棚

做好标记。试验处理如下：

[0072] 试验组(T1)：按照本发明实施例1的方法每亩施肥。

[0073] 试验组(T2)：按照本发明实施例2的方法每亩施肥。

[0074] 试验组(T3)：按照本发明实施例3的方法每亩施肥。

[0075] 试验组(T4)：按照本发明实施例1的方法每亩施肥，生物有机肥施用量改为每亩

150kg。

[0076] 试验组(T5)：按照本发明实施例1的方法每亩施肥，有机水溶肥施用量改为苗期每

亩2kg，其它时期每亩2kg，施肥间隔时间15天。

[0077] 对照组(CK)：常规施肥处理，按照每亩施用农家肥1000kg，硫酸钾型复合肥30kg作

为基肥，苗期不施肥，花芽分化期追施花多多水溶肥(养分规格20-20-20)每亩2kg，施肥3

次，果实膨大期追施磷酸二氢钾每亩1kg，施肥3次。

[0078] 其他农艺措施各处理间保持一致，表1为各实施例的实验结果。

[0079] 表1：各试验组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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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0081] 从表1的试验结果可知，施用实施例肥料的处理T1～T5的产量表现不一，其中与对

照CK相比，T1、T2处理呈增长趋势，分别增长8.30％和3.24％；但是施用实施例肥料的处理

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糖酸比、维生素C含量均比对照处理显著提高趋势，分别增长

9.80％～30.39％、14.19％～45.92％、2.81％～20.06％。其中T1处理的各项指标均表现为

最佳，降低生物有机肥关键成分比例的T2处理以及降低有机水溶肥中关键成分比例的T3处

理虽然果实品质由于CK，但是各项指标均较T1处理有所降低，说明生物有机肥中原料适宜

的比例以及有机水溶肥中原料适宜比例均可以有效提高草莓产量及品质，尤其是糖度和维

生素含量。降低生物有机肥施用量的T4处理以及降低有机水溶肥施用量的T5处理的产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是果实品质较CK处理有一定的提升效果，且均较T1处理效果有所降

低。说明适宜的生物有机肥或有机水溶肥的施用量可以提高草莓的产量及品质。

[0082] 综上所述，各实施例处理的草莓可溶性固形物、糖酸比、维生素C含量、硬度均高于

常规施肥对照，可滴定酸度低于常规施肥对照，说明适宜配比的生物有机肥及有机水溶肥

以及适宜施用量可以有效提高草莓品质，口感与风味更香甜，并且稳定产量、延长货架期，

有效提高经济收益。

[0083]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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