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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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476310.3

(22)申请日 2019.06.03

(71)申请人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76700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

路

(72)发明人 高进华　赵文　解学仕　杨恒哲　

王婷婷　周丽　张淑敏　李元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路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002

代理人 王文君　陈征

(51)Int.Cl.

C09K 17/40(2006.01)

C09K 10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土壤改良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功能

型土壤调理剂的原料包括10-20份生物炭粉和

1.2-20份特定配方的复合改良剂。本发明提供了

一种功能全面的土壤调理剂，可以充分稳定地发

挥各种不同原材料对土壤改良、修复的优势，使

其形成较好的协同增效作用，从而在施用于土壤

时提供优良的保水、保肥和活化土壤养分的能

力。本发明提供的制备工艺简便高效，便于规模

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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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的原料：

生物炭粉                10-20份，

复合改良剂              1.2-20份，

所述复合改良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改良剂中，所述硫

酸铵、磷酸铵镁、聚磷酸铵、腐植酸、海藻提取物、麦饭石、壳聚糖、氨基酸间等比设置，和/

或，所述聚丙烯酰胺、纤维素、山梨糖醇、沸石间等比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炭粉为选自玉

米、小麦、水稻、花生壳、树枝中的至少一种植物秸秆在350℃—600℃厌氧条件下炭化后制

得；

优选所述生物炭粉为以等质量比的玉米、小麦、花生壳于500℃厌氧条件下炭化30分钟

制得。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聚磷酸铵

为水溶性聚磷酸铵，由尿素和85％磷酸经聚合反应制得；

优选所述聚磷酸铵的聚合度为4—18，氮含量不低于23wt％，五氧化二磷含量不低于

44wt％。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腐植酸分

子量为2000-5000，氮含量为2wt％～5wt％；

和/或，所述氨基酸为选自聚天冬氨酸、聚天冬氨酸衍生物、聚谷氨酸、聚谷氨酸衍生物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型土

壤调理剂还包括8-40重量份的调质剂，所述调质剂包括粉煤灰、磷矿粉、钾长石；优选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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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磷矿粉、钾长石的重量比为1-5：1-5：1-5。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型土

壤调理剂还包括2-10重量份的钙镁磷肥。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型土

壤调理剂还包括2-20重量份的填充剂，优选所述填充剂为选自硅藻土、粘土、高岭土中的一

种或一种以上混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其特征在于，原料由以下重

量份组分构成：

10.制备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功能型土壤调理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按配方称取所述原料，混合、粉碎后，过200目筛子；

(2)通过造粒机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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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改良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化肥施用过量、有机肥投入缺乏、施肥结构不合理、施肥养分比例失

调等，造成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下降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农田土壤养分流失严重、土壤结构

性破坏、酸化、盐碱化、水土流失、肥力下降等退化现象突出，这也导致土壤生态环境污染严

重、农产品品质降低，极不利于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为此，具有修复土壤污染、改良土壤性

质等作用的土壤调理剂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0003] 目前，我国土壤调理剂产品针对性较强，主要是针对酸性土壤、盐碱土壤、结构性

障碍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等某一种特定类型的退化土壤进行改良，但是品类和功能较单

一，缺乏具有多重功效的土壤调理剂产品，导致改良效果周期长、稳定性差，修复多重退化

土壤时需要同时使用多种土壤调理剂，会造成成本升高。因此，研发具有多重功能的功能型

土壤调理剂，使其能对退化土壤同时进行多方面的修复和改良，对于保护土壤生态环境安

全和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对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以稳定发挥多种功效的功能型土壤

调理剂及其生产方法。

[0005] 本发明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的原料：

[0006] 生物炭粉        10-20份，

[0007] 复合改良剂      1.2-20份，

[0008] 所述复合改良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10066662 A

4



[0009]

[0010] 本发明通过研究发现，通过上述特定配比的复合改良剂可以发挥各种不同原材料

对土壤改良、修复的优势，形成协同增效作用，丰富了产品功能，提高了产品功效，但容易出

现功能发挥不稳定的问题，而通过上述比例的生物炭粉与其复合后，不仅使其稳定性得到

改善，而且生物炭粉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土壤改良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土壤调理剂的调节效

果。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复合改良剂中，所述硫酸铵、磷酸铵镁、聚磷酸铵、腐植酸、海藻提

取物、麦饭石、壳聚糖、氨基酸间等比设置，和/或，所述聚丙烯酰胺、纤维素、山梨糖醇、沸石

间等比设置。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生物炭粉为选自玉米、小麦、水稻、花生壳、树枝中的至少一种植物

秸秆在350℃—600℃厌氧条件下炭化后制得。优选，所述生物炭粉为以等质量比的玉米、小

麦、花生壳于500℃厌氧条件下炭化30分钟制得。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聚磷酸铵为水溶性聚磷酸铵，由尿素和85％磷酸经聚合反应制得；

[0014] 优选所述聚磷酸铵的聚合度为4—18，氮含量不低于23wt％，五氧化二磷含量不低

于44wt％。

[0015] 作为优选，所述腐植酸分子量为2000-5000，氮含量为2wt％～5wt％；外观呈褐黑

色粉末状。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氨基酸为选自聚天冬氨酸、聚天冬氨酸衍生物、聚谷氨酸、聚谷氨

酸衍生物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混合物。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海藻提取物为海带、泡叶藻、马尾藻、浒苔等一种或多种海藻生物

经水解法、酶解法或发酵工艺提取、制备的活性固体物质。

[0018] 作为优选，所述壳聚糖为甲壳素经脱乙酰化反应制成的白色或灰白色固体。

[0019] 作为优选，所述功能型土壤调理剂还包括8-40重量份的调质剂，所述调质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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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磷矿粉、钾长石；优选所述粉煤灰、磷矿粉、钾长石的重量比为1-5：1-5：1-5。

[0020] 通过上述配方的调质剂，可以进一步提升所述复合改良剂的稳定性，同时改善最

终成品的质量，提高终产品的均匀度和成粒率，从而进一步减少施用后的土壤板结现象；另

外，上述调质剂本身在应用于土壤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板结现象。

[0021] 作为优选，所述功能型土壤调理剂还包括2-10重量份的钙镁磷肥。

[0022] 作为优选，所述功能型土壤调理剂还包括2-20重量份的填充剂，优选所述填充剂

为选自硅藻土、粘土、高岭土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混合物。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功能型土壤调理剂的原料由以下重量份组分构

成：

[0024]

[0025] 作为优选，上述原料均为固体粉末。

[0026] 通过上述优选方案的总结，可得本发明较佳实施例。

[0027]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制备所述功能型土壤调理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8] (1)按配方称取所述原料，混合、粉碎后，过200目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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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2)通过造粒机造粒。

[0030] 作为优选，所述方法还包括：(3)造粒后将物料烘干，经筛分后，包装，制得成品。

[0031] 本发明有益效果如下：

[0032]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功能全面的土壤调理剂，可以充分稳定地发挥各种不同原

材料对土壤改良、修复的优势，使其形成较好的协同增效作用，从而在施用于土壤时提供优

良的保水、保肥和活化土壤养分的能力。

[0033] (2)本发明中的土壤调理剂使用简易，可以单独施用于土壤，撒施、穴施或沟施均

可。

[0034] (3)本发明提供的制备工艺简便高效，便于规模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例首先提供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38] 生物炭粉16份、粉煤灰8份、钙镁磷肥5份、磷矿粉5份、钾长石5份、硫酸铵0.8份、磷

酸铵镁0.8份、聚磷酸铵0.8份、腐植酸0.8份、海藻提取物0.8份、麦饭石0.8份、壳聚糖0.8

份、氨基酸0.8份、聚丙烯酰胺0.4份、纤维素0.4份、山梨糖醇0.4份、沸石0.4份、硅藻土3份。

[0039] 本实施例进一步提供上述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将上述所有原材料按重量比例准确称量，经搅拌混合、粉碎后，过200目筛子，

备用。

[0041] (2)将混合均匀的原材料输送至圆盘造粒机，进行造粒；

[0042] (3)造粒后将物料烘干，经筛分后，包装，制得成品。

[0043] 实施例2

[0044] 本实施例首先提供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45] 生物炭粉16份、粉煤灰8份、钙镁磷肥5份、磷矿粉5份、钾长石5份、硫酸铵0.1份、磷

酸铵镁0.1份、聚磷酸铵0.1份、腐植酸0.1份、海藻提取物0.1份、麦饭石0.1份、壳聚糖0.1

份、氨基酸0.1份、聚丙烯酰胺0.1份、纤维素0.1份、山梨糖醇0.1份、沸石0.1份、粘土9.8份。

[0046] 本实施例的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47] 实施例3

[0048] 本实施例首先提供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49] 生物炭粉15份、粉煤灰4份、钙镁磷肥3份、磷矿粉3份、钾长石3份、硫酸铵2份、磷酸

铵镁2份、聚磷酸铵2份、腐植酸2份、海藻提取物2份、麦饭石2份、壳聚糖2份、氨基酸2份、聚

丙烯酰胺1份、纤维素1份、山梨糖醇1份、沸石1份、高岭土2份。

[0050] 本实施例的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1] 对比例1

[0052] 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53] 生物炭粉15份、粉煤灰4份、钙镁磷肥4份、磷矿粉4份、钾长石4份、硫酸铵0.08份、

磷酸铵镁0.08份、聚磷酸铵0.08份、腐植酸0.08份、海藻提取物0.08份、麦饭石0.08份、壳聚

糖0.08份、氨基酸0.08份、聚丙烯酰胺0.08份、纤维素0.08份、山梨糖醇0.08份、沸石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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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粘土18.04份。

[0054] 本对比例的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5] 对比例2

[0056] 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57] 生物炭粉15份、粉煤灰3份、钙镁磷肥3份、磷矿粉2份、钾长石2份、硫酸铵2.1份、磷

酸铵镁2.1份、聚磷酸铵2.1份、腐植酸2.1份、海藻提取物2.1份、麦饭石2.1份、壳聚糖2.1

份、氨基酸2.1份、聚丙烯酰胺1.1份、纤维素1.1份、山梨糖醇1.1份、沸石1.1份、粘土3.8份。

[0058] 本对比例的土壤调理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9] 对比例3

[0060] 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61] 生物炭粉16份、粉煤灰8份、钙镁磷肥5份、磷矿粉5份、钾长石5份、硫酸铵0.8份、磷

酸铵镁0.4份、聚磷酸铵0.8份、腐植酸0.4份、海藻提取物0.8份、麦饭石0.4份、壳聚糖0.8

份、氨基酸0.8份、聚丙烯酰胺1.6份、纤维素0.4份、山梨糖醇0.4份、沸石0.4份、硅藻土3份。

[0062]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复合改良剂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述硫酸

铵、磷酸铵镁、聚磷酸铵、腐植酸、海藻提取物、麦饭石、壳聚糖、氨基酸间的比例修改为2:1:

2:1:2:1:2:2，将聚丙烯酰胺、纤维素、山梨糖醇、沸石间的比例修改为4:1:1:1。

[0063] 对比例4

[0064] 一种功能型土壤调理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65] 粉煤灰8份、钙镁磷肥5份、磷矿粉5份、钾长石5份、硫酸铵0.8份、磷酸铵镁0.8份、

聚磷酸铵0.8份、腐植酸0.8份、海藻提取物0.8份、麦饭石0.8份、壳聚糖0.8份、氨基酸0.8

份、聚丙烯酰胺0.4份、纤维素0.4份、山梨糖醇0.4份、沸石0.4份、硅藻土19份。

[0066]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不使用生物炭粉，硅藻土调整为19份。

[0067] 试验例

[0068] 为比较不同原材料制备的土壤调理剂产品质量指标与使用效果，对实施例1-3、对

比例1-4进行以下对比试验。

[0069] 1、产品质量对比试验：

[0070] 通过对各实施例和对比例的土壤调理剂产品质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1。

[0071] 表1不同原料制备的土壤调理剂产品质量指标

[0072]

[0073]

[0074] 由表1结果可知，不同原材料配比制备的土壤调理剂产品质量不同，整体来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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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产品质量好于对比例，实施例的产品外观均匀，成粒率高、含水量较低，颗粒粒度

(1.00mm-4.75mm)在80％以上。对比例产品质量低于实施例，这说明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的

原材料配比制备的土壤调理剂质量更好。

[0075] 2、土壤改良效果试验：

[0076] 供试土壤：取自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青云镇柳园村，土壤pH  5.2，电导率1.62mS/

cm，阳离子交换量12.09cmol/kg，有机质15.3g/kg，碱解氮100.7mg/kg，速效磷30.3mg/kg，

速效钾133.2mg/kg。

[0077] 试验设计与方法：共设6个处理，分别为不添加土壤调理剂的土壤处理(对照)和添

加不同原材料制备的土壤调理剂的5个土壤处理(实施例1-3、对比例1-4)，每个处理3次重

复。

[0078] 试验于史丹利现代农业示范园智能温室大棚内进行，采用塑料桶进行土壤培养实

验,每桶盛过筛的风干土10kg，土壤调理剂添加量为0.25kg/桶，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充分

混合后，室温下培养35天，其中培养的第5天、10天、15天、20天、25天、30天时通过向土壤补

给水分以保证含水量达到桶内土壤田间持水量的70％，第31天停止补水，第35天取桶内新

鲜土样测定含水量，风干后测定土壤性质指标，结果见表2。

[0079] 表2不同原料制备的土壤调理剂对土壤理化指标的影响

[0080]

[0081]

[0082] 由表2可知，不同原料制备的土壤调理剂对土壤理化指标的影响不同。整体来看，

添加土壤调理剂的土壤处理的土壤理化指标优于对照处理，各实施例处理的土壤理化指标

优于对比例。结果表明，施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制备的实施例处理的土壤保水保肥、速效养

分供应能力均得到提升，土壤含水量增加说明施用土壤调理剂增加了土壤保水能力，pH接

近于中性，电导率、CEC、速效养分含量的提高说明土壤调理剂能够提高土壤速效养分供应

的能力。

[0083] 虽然上述性能的相应数值并没有显著增大，但是由于土壤矿物质、有机质以及水

分、空气、微生物等组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对外源物质具有一定的缓冲性，能够减缓外源

物质的影响，因此不会在相应数值上有大幅变动。而本实验土壤调理剂在用量小的情况下，

使土壤各个性质均得到改良，且其指标方面均优于对比例，说明改良土壤的综合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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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作用不局限于某一个单一土壤性质。

[008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土壤调理剂能够改善土壤肥力情况，增加土壤养分供应，提高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起到良好的改良土壤的效果，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0085]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具体实施方式及试验，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

述，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

的。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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