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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

是由以下原料发酵制备得到的：畜禽粪便、食用

菌废料、烟沫，腐殖酸和生物功能菌。原料还包括

发酵的松针和发酵的艾草植物。本发明针对猕猴

桃的落叶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间的花芽分

化这个期间的生长特点，研发了利用畜禽粪便、

食用菌废料、烟沫，腐殖酸和生物功能菌发酵制

备得到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是为猕猴桃生长

创造最优生态环境的秋施基肥，它可以提高树体

中贮藏营养水平，有利于猕猴桃落叶前后和翌年

开花前一段时间的花芽分化，有利于萌芽和新梢

生长，开花质量好，又有利于授粉和坐果。并且能

够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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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制备得到的，

原料包括：15份-45份畜禽粪便、15份-30份食用菌废料、25份-30份烟沫，15份-20份腐殖酸，

0.11份-0.6份侧胞芽孢杆菌，5份-15份发酵的松针和5份-15份发酵的艾草植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原料包括：25份-40

份畜禽粪便、18份-25份食用菌废料、27份-30份烟沫，18份-20份腐殖酸和0.11份-0.3份侧

胞芽孢杆菌。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畜禽粪便

采用鸡粪和/或猪粪；当为鸡粪和猪粪的混合物时，鸡粪和猪粪的混合质量比为3-6﹕1。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食用菌废

料是经过一次微生物分解后的剩余物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包括30份

畜禽粪便、20份食用菌废料、30份烟沫、20份腐殖酸、0.2份侧胞芽孢杆菌、10份发酵的松针

和10份发酵的艾草植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的松针的

发酵方法为：是将松针堆放在一起，并密封，发酵96h，然后晒干，粉碎得到的；

所述发酵的艾草植物的发酵方法为：将艾草植物切成5～6cm长，放到发酵池里，并在发

酵池中投放含有纤维素分解酶的浸渍液，进行堆沤；并定期进行搅动，10天后，捞出艾草植

物，晒干，粉碎，得到发酵的艾草植物。

7.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按上述权利要求1至6中所述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用量比例称取各原料：

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腐殖酸、侧胞芽孢杆菌、发酵的松针粉和发酵的艾草植物粉；

然后将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和腐殖酸混合，搅拌均匀，得混合物料；

步骤二、将混合物料高温发酵6-9h，得一次发酵产物；再将一次发酵产物进行二次增氧

发酵120-160h，得二次发酵产物；

步骤三、将二次发酵产物过筛筛分得颗粒有机肥，然后再加入侧胞芽孢杆菌，得包裹侧

胞芽孢杆菌的颗粒有机肥；向包裹侧胞芽孢杆菌的颗粒有机肥中加入粘合剂，在颗粒有机

肥表面上形成一层粘合剂膜，然后再加入发酵的松针粉和发酵的艾草植物粉混合的混合粉

末，得到表面包裹混合粉末的颗粒有机肥，即得猕猴桃专用有机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

控制粘合剂的加入量是颗粒有机肥质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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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肥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猕猴桃，原产中国，其质地柔软，口感酸甜，含有猕猴桃碱、蛋白水解酶、单宁果胶

和糖类等有机物，以及钙、钾、硒、锌、锗等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17种氨基酸，还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C、葡萄酸、果糖、柠檬酸、苹果酸、脂肪，是一种品质鲜嫩，营养丰富，风味鲜美的水

果，对保持人体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

[0003] 猕猴桃是一种浆果类藤本果树，根为肉质根，生长旺盛，枝叶繁茂，结果多而早，每

年要消耗大量的养分，而土壤中有效养分难以满足其需求，及时准确地掌握其需肥特性，做

到科学施肥，经济用肥。

[0004] 目前，市场上已有很多针对猕猴桃的各个生长期的专用肥，例如，开花期，结果期

等等。但是忽略了一个猕猴桃生长的关键期，就是猕猴桃的落叶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

间的花芽分化这个期间，这个期间是猕猴桃贮藏营养和为萌芽和新稍生长作储备的时间

段，对猕猴桃的开花、授粉和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都忽略了在这个阶段对猕

猴桃的进行养护，也错过了提高猕猴桃产量的关键时期。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和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

肥，为猕猴桃生长创造最优生态环境的秋施基肥，它可以提高树体中贮藏营养水平，有利于

猕猴桃落叶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间的花芽分化，有利于萌芽和新梢生长，开花质量好，

又有利于授粉和坐果。并且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制备得到的，原料包括：

15份-45份畜禽粪便、15份-30份食用菌废料、25份-30份烟沫，15份-20份腐殖酸和0.11份-

0.6份生物功能菌。

[0008] 优选地，原料包括：25份-40份畜禽粪便、18份-25份食用菌废料、27份-30份烟沫，

18份-20份腐殖酸和0.11份-0.3份生物功能菌。

[0009] 优选地，原料包括：30份畜禽粪便、20份食用菌废料、30份烟沫，20份腐殖酸和0.2

份生物功能菌。

[0010] 优选地，所述畜禽粪便采用鸡粪和/或猪粪。当为鸡粪和猪粪的混合物时，鸡粪和

猪粪的混合质量比为3-6﹕1。

[0011] 优选地，所述食用菌废料是经过一次微生物分解后的剩余物料。优选采用食用菌

菇类废料。例如，棉籽壳菌渣。

[0012] 优选地，所述生物功能菌选用侧胞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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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本发明中，按重量份，原料还包括5份-15份发酵的松针和5份-15份发酵的

艾草植物。

[0014] 具体地，本发明中，所述原料包括30份畜禽粪便、20份食用菌废料、30份烟沫、20份

腐殖酸、0.2份生物功能菌10份发酵的松针和10份发酵的艾草植物。

[0015] 所述发酵的松针的发酵方法为：是将松针堆放在一起，并密封，发酵96h，然后晒

干，粉碎得到的。

[0016] 所述发酵的艾草植物的发酵方法为：将艾草植物切成5～6cm长，放到发酵池里，并

在发酵池中投放含有纤维素分解酶的浸渍液，进行堆沤；并定期进行搅动，10天后，捞出艾

草植物，晒干，粉碎，得到发酵的艾草植物。

[0017] 本发明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步骤一、按上述用量比例称取各原料：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腐殖酸和生物

功能菌；然后将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和腐殖酸混合，搅拌均匀，得混合物料；

[0019] 步骤二、将混合物料高温发酵6-9h，得一次发酵产物；再将一次发酵产物进行二次

增氧发酵120-160h，得二次发酵产物；

[0020] 步骤三、将二次发酵产物过筛筛分得颗粒有机肥，然后再加入生物功能菌，得包裹

生物功能菌的颗粒有机肥；即得猕猴桃专用有机肥。

[0021]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当称取的原料中还包括发酵的松针粉和发酵的艾草植物粉

时；首先向包裹生物功能菌的颗粒有机肥中加入粘合剂，在颗粒有机肥表面想形成一层粘

合剂膜，然后再加入发酵的松针粉和发酵的艾草植物粉混合的混合粉末，得到表面包裹混

合粉末的颗粒有机肥。

[0022] 优选地，控制粘合剂的加入量是颗粒有机肥质量的1％-5％。粘结剂采用本领域常

规采用的粘合剂即可。

[0023] 本发明针对猕猴桃的落叶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间的花芽分化这个期间的生

长特点，研发了利用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腐殖酸和生物功能菌发酵制备得到的猕

猴桃专用有机肥。畜禽粪便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氮磷钾，能够补充土壤有机碳,提高土壤

生物活性；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养分的再循环和增加土壤养分的重要措施,对于减少化学肥

料的施用、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畜禽粪便优选采用鸡

粪和猪粪，鸡粪中N、P205、K2O含量分别为3.53％、2.38％、2.16％，猪粪中N、P205、K2O含量分

别为2.28％、3.97％、2.09％，还具有丰富的有机物。

[0024] 本发明中使用的食用菌废料是经过一次微生物分解后的剩余物料，在食用菌采收

之后，有大量的菌丝体和有益菌留在了菌棒上，并且在菌丝生长过程中通过酶解作用产生

了多种糖类、有机酸类、酶和生物活性物质。含有多种菌体蛋白、代谢产物以及未被利用的

营养物质，营养成分均衡富足,有机质含量45-70％，氮磷钾总养分1.8-2.7％，氨基酸总量

0.8-1.6，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素等。优选采用食用菌菇类废料。例如，棉籽壳菌渣，其

中含有粗蛋白13.16％、粗脂肪4.20％、粗纤维31.56％、灰分10.89％，还含有铁、钙、锌、镁

等微量元素，据测定，每0.5千克菇渣中含钙10.86g、磷3.6g、钾4.04g、钠8.7g、铜0.0049g、

镁1.58g、铁0.69g、锌0.06g、锰0.0774g，菌渣中富含的氨基酸是有利于作物生长的重要营

养，氨基酸还可减轻植物重金属离子的毒害作用，对多种作物均有较显著的增产效果。因

此，与其他农作物废弃物相比，食用菌菌渣是良好的生产有机肥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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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中使用的烟沫采用不能用于生产卷烟的劣质烟叶和烟梗粉碎而成。采购自

烟草公司复烤厂。其中采用的烟沫中含有机质83.3％，含黄腐酸32.3％，含氮磷钾7.0％。烟

沫含其中对提高猕猴桃品质非常重要的氧化钾的含量高达5％以上。此外，烟沫能够防止农

作物病虫害和抑制杂草生长。因此，烟沫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生产水果肥料的原料。

[0026] 本发明中采用腐殖酸，其是植物营养元素的高效载体，可有效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它还是微量元素的螯合剂，可有效避免因长期施用氮磷肥导致的“作物缺素综合症”(如玉

米金边叶缺铜、铁、锌、硼、锰、钾等现象)；当土壤中的无机胶体与腐植酸通过某些阳离子结

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有机无机胶体复合体，促进土壤微结构的改善，进而形成水稳性团粒

结构，疏松土壤，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0027] 本发明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中，加入了生物功能菌，具体优选为侧胞芽孢杆菌。侧

胞芽孢杆菌是从土壤中提取的纯天然微生物，它的作用分四层意义说明：一是产生几丁质

酶分解几丁质，而几丁质是危害农作物的线虫卵壳和使作物生病的病原真菌细胞壁的主要

组分。施入土壤中，起防治病虫害的作用。二是侧胞芽孢杆菌产生功能强大的胞外酶，能有

效的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给作物直接提供营养元素。三是侧胞芽孢杆菌在土壤中群体繁

殖，其生命活动的代谢物刺激作物生长。四是“竞争抑制”，改良土壤，在作物根际的生态区

系中，有益菌群体占据优势，占领空间，消耗食源(氮，氧，碳等)使病原菌和其它“坏”菌数量

大大减少，帮助作物健壮生长。总之，侧胞芽孢杆菌能够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刺激根系分

生组织细胞的分裂与增长，使幼苗发根快，次生根增多，根的数量增加，根系伸长，因而能大

大加强作物吸收能力,提高肥料利用率，节省肥料用量。

[0028] 本发明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中，还在成型的颗粒有机肥的外面包裹了发酵的松针

粉和发酵的艾草植物粉。松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叶绿素、纤维素、抗生素、

糖分和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发酵后的松针且呈中性至碱性。艾草植物粉也富含各种纤

维素以及微量元素，发酵后的艾草植物呈中性至碱性。在酸性比较强的颗粒有机肥外部包

裹一层中性至碱性的物质，首先能很好地保护内部的颗粒有机肥的肥效，其次施用有机肥

后，能调整根系部分的酸碱性，降低pH值，促进根系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0029] 本发明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是专用于猕猴桃的落叶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间

的花芽分化这个期间的有机肥，是为猕猴桃生长创造最优生态环境的秋施基肥，它可以提

高树体中贮藏营养水平，有利于猕猴桃落叶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间的花芽分化，有利

于萌芽和新梢生长，开花质量好，又有利于授粉和坐果。并且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

壤理化性状。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实施例1

[0032] 实施例1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制备得到的，原料

包括：30份畜禽粪便、20份食用菌废料、30份烟沫，20份腐殖酸和0.2份生物功能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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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其中，畜禽粪便采用鸡粪和猪粪的混合物，鸡粪和猪粪的混合质量比为3-6﹕1。食

用菌废料采用经过一次微生物分解后的剩余物料，具体采用食用菌菇类废料。生物功能菌

采用侧胞芽孢杆菌。采用的烟沫中含有机质83.3％，含黄腐酸32.3％，含氮磷钾7.0％，均为

质量百分数。

[0034] 本发明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一、按上述用量比例称取各原料：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腐殖酸和生物

功能菌；然后将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和腐殖酸混合，搅拌均匀，得混合物料；

[0036] 步骤二、将混合物料高温发酵8h，得一次发酵产物；再将一次发酵产物进行二次增

氧发酵148h，得二次发酵产物；

[0037] 步骤三、将二次发酵产物过孔径为4mm的往复震动筛筛分得颗粒有机肥，然后再加

入生物功能菌，得包裹生物功能菌的颗粒有机肥；即得猕猴桃专用有机肥。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实施例2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的重量比例不同，其

他均相同。具体地，本实施例2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包括：35份畜禽粪便、18份食

用菌废料、27份烟沫，20份腐殖酸和0.2份生物功能菌。

[0040]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相同。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实施例3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的重量比例不同，其

他均相同。具体地，本实施例3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包括：45份畜禽粪便、25份食

用菌废料、27份烟沫，18份腐殖酸和0.6份生物功能菌。

[0043]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相同。

[0044] 实施例4

[0045] 本实施例4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的重量比例不同，其

他均相同。具体地，本实施例4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包括：25份畜禽粪便、18份食

用菌废料、25份烟沫，15份腐殖酸和0.11份生物功能菌。

[0046]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相同。

[0047] 实施例5

[0048] 本实施例5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的重量比例不同，其

他均相同。具体地，本实施例4的新型猕猴桃专用有机肥的原料包括：30份畜禽粪便、20份食

用菌废料、30份烟沫，20份腐殖酸、0.2份生物功能菌、10份发酵的松针和10份发酵的艾草植

物。

[0049] 制备方法为：利用畜禽粪便、食用菌废料、烟沫，腐殖酸和生物功能菌制备包裹生

物功能菌的颗粒有机肥的操作与实施例1相同。然后向包裹生物功能菌的颗粒有机肥中加

入粘合剂，在颗粒有机肥表面上形成一层粘合剂膜，然后再加入发酵的松针粉和发酵的艾

草植物粉混合的混合粉末，得到表面包裹混合粉末的颗粒有机肥。控制粘合剂的加入量是

颗粒有机肥质量的1％-5％。粘结剂采用本领域常规采用的粘合剂即可。

[0050] 本发明对上述实施例1至5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施用至猕猴桃树，研究其对猕猴桃

产量的影响。

[0051] 试验方法：选择6块土壤肥力基本相同的种植猕猴桃的地作为试验田1-6号。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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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每块试验田上的猕猴桃树的生长年份相同。

[0052] 施用方法：将实施例1至5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作为秋施基肥分别施用在试验田1-

5号上。在猕猴桃落叶前进行施肥，施肥量为每亩施用1600kg。试验田6号上不施用猕猴桃专

用有机肥。在进入开花期后，按照本领域的常规施肥方式进行施肥，保证每块试验田上的施

肥方式及用量相同。

[0053] 每块试验田的猕猴桃亩产量如下表所示。

[0054]

试验田 1 2 3 4 5 6

亩产量/kg 1590 1560 1580 1500 1650 1200

[0055] 可见，在猕猴桃落叶前使用本发明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后，猕猴桃的亩产量明显

提高。可见，本发明的猕猴桃专用有机肥可以提高树体中贮藏营养水平，有利于猕猴桃落叶

前后和翌年开花前一段时间的花芽分化，有利于萌芽和新梢生长，开花质量好，又有利于授

粉和坐果，进而提高了猕猴桃的产量。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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