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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首先公开了一种多功能

生物有机肥，包括以下各组分：植物秸秆、高硅铁

尾矿、磷矿粉、钾肥、硫酸镁、饼粕、禽畜粪便、硼

砂、蝇蛆混合料和微生物菌剂。本发明进一步公

开了一种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

括：将植物秸秆粉碎后与其余各组分混合均匀，

堆置进行好氧发酵，挤压制粒，即得。本发明所述

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养分全面均衡，肥效高且肥

效持久，而且通用性强，适用于不同地域、不同土

壤条件下的不同作物，能够提高作物的产量或品

质，以及提高人工草地或天然退化草地的群落多

样性及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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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各组分：植物秸秆、高硅铁尾矿、磷矿

粉、钾肥、硫酸镁、饼粕、禽畜粪便、硼砂、蝇蛆混合料和微生物菌剂。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各组分的重量份为：植物秸

秆100份、高硅铁尾矿3-5份、磷矿粉5-10份、钾肥2-5份、硫酸镁5-10份、饼粕10-15份、禽畜

粪便15-20份、硼砂0.5-1份、蝇蛆混合料30-50份、微生物菌剂0.1-0.3份。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秸秆为巨菌草秸

秆；

所述高硅铁尾矿的含硅量>50％，粒度<0.2mm；

所述磷矿粉的磷含量>15％；优选的，所述磷矿粉的制备包括：将磷矿石粉碎至大于50

目，即得。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钾肥选自硫酸钾或氯化

钾，优选为硫酸钾；

所述饼粕选自菜籽粕、花生粕、大豆粕、篦蔴粕或茶籽粕，优选为菜籽粕；

所述禽畜粪便为猪粪、牛粪、羊粪、鹅粪、鸭粪、鸡粪或兔粪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按照任

意比例组成的混合物，优选为鸡粪；

所述微生物菌剂的主要成分是：酵母菌、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蝇蛆混合料的制备包

括：将含有机质的物料作为基料养殖蝇蛆，将养殖好的蝇蛆连同基料，加入鱼粉，混合均匀，

即得；

其中，所述含有机质的物料优选为餐厨垃圾；

按重量比计，所述鱼粉的加入量为3％-5％。

6.一种权利要求1至5任何一项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将植物秸秆粉碎后与其余各组分混合均匀，堆置进行好氧发酵，挤压制粒，即得。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各组分混合后的总含水量为

40％-50％；

所述好氧发酵的时间为7-9天；期间每24小时翻料一次。

8.权利要求1至5任何一项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提高作物的产量或品质中的应用。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作物包括：水稻、茶叶、烟草、葡萄、弥

猴桃、生姜、黄瓜、西红柿、辣椒或大蒜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10.权利要求1至5任何一项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提高人工草地或天然退化草地的

群落多样性或生产性能中的应用；

其中，所述生产性能包括：牧草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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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功能生物有机肥，还涉及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及

其在提高作物产量或草地生产性能等方面的应用，属于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有机肥将特定功能微生物与以无害化处理、腐熟的动植物残体(如畜禽粪便、

农作物秸秆等)为来源的有机物料进行复合，兼具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效应。生物有机肥的

营养元素齐全，生物有机肥中大量的有机质和微生物，可影响土壤微生物学特性和有机碳

及其组分，增强土壤中微生物活性，提高土壤中水溶性有机碳含量。施用生物有机肥可减少

化肥、农药的使用，增强作物抗逆性，在改善作物品质、活化土壤养分、增强微生物活性等方

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有的生物有机肥大多不太适用于不同地域、不同土壤或不同

作物，存在肥效低、通用性差等缺陷。

[0003] 因此，开发一种肥效高、肥效持久，通用性强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对于解决农业

种植中的施肥难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多功能生物有机肥，该多功能生物

有机肥的养分全面均衡，肥效高，肥效持久且通用性强；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

法；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三个技术问题是提供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提高作物产

量和品质，以及提高人工草地或天然退化草地的群落多样性或生产性能等方面的应用。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本发明首先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包括以下各组分：植物秸秆、高硅铁尾

矿、磷矿粉、钾肥、硫酸镁、饼粕、禽畜粪便、硼砂、蝇蛆混合料和微生物菌剂。

[0009] 各组分的重量份为：植物秸秆100份、高硅铁尾矿3-5份、磷矿粉5-10份、钾肥2-5

份、硫酸镁5-10份、饼粕10-15份、禽畜粪便15-20份、硼砂0.5-1份、蝇蛆混合料30-50份、微

生物菌剂0.1-0.3份。

[0010] 其中，所述植物秸秆为干燥的植物秸秆，用新鲜植物秸秆时应折干计。所述植物秸

秆可以是玉米、小麦或水稻等各种植物秸秆，优选为巨菌草秸秆。

[0011] 巨菌草是国家推广种植的草种，一次种植可收割20年，年亩产20～35吨。巨菌草的

蛋白和糖分含量非常高，植物所需的其他养分也非常全面。

[0012] 所述高硅铁尾矿的含硅量>50％，粒度<0.2mm。高硅铁尾矿是铁矿石经过筛选铁精

矿石剩下的废渣，属环境污染物，其主要成分是硅(SiO2)，有的含硅量多达75％左右(如鞍

山)，拌生元素较少；其硅含量和粒度都符合本发明要求，可直接利用。高硅铁尾矿不能直接

使用，必须经过好氧发酵的生物分解过程。硅元素是多数作物、尤其是禾本科植物不可缺少

说　明　书 1/12 页

3

CN 109627116 A

3



的元素。硅与其他元素协同作用对土壞还具有改良和修复作用。本发明所述高硅铁尾矿可

以用硅粉替代。

[0013] 磷是植物所需的大量元素之一。本发明所述磷矿粉的磷含量>15％。优选的，本发

明所述磷矿粉的制备包括：将磷矿石粉碎至大于50目，即即可直接使用。这既可降低磷元素

的成本，又节约了磷加工的资源损失，还不会给环境造成污染。

[0014] 钾是植物所需的三大元素之一。本发明所述钾肥选自硫酸钾或氯化钾，优选为硫

酸钾。

[0015] 硫酸镁(MgSO4)分食品级、饲料级和工业级，本发明优选食品级。

[0016] 饼粕主要用于补充植物蛋白。本发明所述饼粕选自菜籽粕、花生粕、大豆粕、篦蔴

粕或茶籽粕，优选为菜籽粕。

[0017] 禽畜粪便除了本身是很好的植物营养源外，主要是为了调整混合物料的炭氮比，

有利物料完成发酵。本发明所述禽畜粪便为干燥的禽畜粪便，选自猪粪、牛粪、羊粪、鹅粪、

鸭粪、鸡粪或兔粪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按照任意比例组成的混合物，优选为鸡粪。

[0018] 本发明所述硼砂为市购农用硼砂。硼是植物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本发明中除作为

养分添加外，更重要的是，它在与其它元素的协同作用下，可以激活土壤中的其它有益元

素，加快微生物的扩繁增殖和降低微生物的衰竭速度，对土壤改良、尤其对土壤有机质的增

加起着重要的作用。

[0019] 本发明所述微生物菌剂是由酵母菌、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为主要成分组成的复合

菌群；主要是由酵母菌、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为主要组成的复合菌群都能适用于本发明；本

发明所用到的复合菌群也可通过商业途径购买得到均能适用于本发明，譬如，由海南万田

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商品名称为“重组联合菌”的复合菌群。

[0020] 本发明所述蝇蛆混合料的制备包括：将含有机质的物料作为基料养殖蝇蛆，将养

殖好的蝇蛆连同基料，加入鱼粉，混合均匀，即得。其中，按重量比计，所述鱼粉的加入量为

养殖好的蝇蛆连同基料总重量的3％-5％。所述含有机质的物料优选为餐厨垃圾。经过处理

的餐厨垃圾的含水量为30％。至于餐厨垃圾的处理，属于本领域的常规工艺。

[0021] 本发明用经过处理的餐厨垃圾(含水30％)为基料，每1吨基料可以在7天内养出约

200公斤鲜蝇蛆，并可以实现工业化连续生产。经检测，养蝇蛆后的基料中，有机质含量高达

70％，并含有很多作物所需的其它营养成分，但同时还含有有害物质，不能直接用于肥料或

丢弃，必须再次经过生物发酵处理后方可利用。蝇蛆的生长周期之短、生长速度之快都为昆

虫之最，从卵到成虫只需7天，体重可增加200多倍。蝇蛆含高级蛋白高达50％以上，是昆虫

中罕见的；还富含甲壳素和抗菌肽，在医学上已得到应用。有机肥料的最大成本是植物所需

的首位大量元素-氮，即蛋白质的取得(换算系数可按6.25)。用低成本饲养蝇蛆取得蛋白质

(即氮源)，可以用较低成本生产出高档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并且，蝇蛆中的一些物质(含

不明物质)，对本发明所述生物有机肥料的多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饲养蝇蛆的基料取用范

围很广，除餐厨垃圾外，所有含有机质多的废弃物料略加调整都可以作为基料，能够达到相

同的效果。本发明在蛋白源的选择上，不仅有植物蛋白，还有足够含量的动物蛋白，包括适

量的水生动物蛋白。

[0022] 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一种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

植物秸秆粉碎后与其余各组分混合均匀，堆置进行好氧发酵，挤压制粒，即得。其中，控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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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混合后的总含水量为40％-50％；所述好氧发酵的时间为7-9天；期间每24小时翻料一

次。

[0023] 本发明所制备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总养分≥6％，有机质≥45％，有效活菌数≥

0.2亿个/克，pH值5.5-7.5，水份≤20％。

[0024] 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提高作物产量或品质中的应用。其中，

所述作物包括但不限于：水稻、茶叶、烟草、葡萄、猕猴桃、生姜、黄瓜、西红柿、辣椒或大蒜中

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0025] 在水稻种植上使用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仅施一次肥，在不增施任何化

肥的情况下，水稻增产达20％-30％，而且所产大米质量好。将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

肥作茶叶用肥，茶叶不仅质量好，而且同比增产25％左右。与常规烟草专用肥对比，在不增

加用肥成本的情况下，使用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种植的烟叶颜色油亮，厚实柔软，

叶片长，增产约30％以上。另外，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葡萄、生姜、黄瓜、西红柿、

辣椒等作物的用肥试验中，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026] 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提高人工草地或天然退化草地的群落

多样性或生产性能中的应用。其中，所述生产性能包括：牧草的产量和品质。

[0027] 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促进了草地植物群落中物种数量，尤其是可食性牧

草数量的增多，提高草地植物群落的稳定性，从而改善、减缓、阻止，甚至逆转了草地植物群

落的退化。

[0028] 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使人工草地牧草产量提高了2.5倍，牧草粗蛋白产

量和总磷产量分别提高了58.33％和71.27％(p<0.05)，显著提高了牧草品质。

[0029] 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在重度退化草地(沙化地)上的应用效果也相当显

著，其牧草产量是对照组的2.11倍；在牧草品质方面，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不但显

著提高了牧草的粗蛋白含量和粗脂肪含量，分别比对照提高62.24％和22.73％，进而提高

了牧草总蛋白产量，而且显著降低了中性洗涤纤维(NDF)和酸性洗涤纤维(ADF)的含量，提

高了牧草的适口性和消化率。

[0030] 本发明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具有以下优点：(1)肥效高，是等养分化肥的三倍以

上，使用量与化肥的用量很接近。(2)养分全面均衡，作物生长过程中完全不需要添施化肥

或其它肥料，更不需要使用“膨大剂”等激素，作物一样能获得稳产、高产。(3)肥效持久，生

长期为120天的水稻只需施一次肥；弥猴桃种植常规用肥每年施肥十几次，使用本发明所述

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只施肥三次。(4)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具有防治土壤害虫、抑制

土传疾病、大幅减少作物病虫害的功能。(5)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具有降解农残、

改良土壤、增强地力的功能。连续使用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3—5年后，土壤基本能

恢复原生态。(6)通用性极强。本发明所述多功能生物有机肥适用于不同地域、不同土壤、不

同气候条件下、不同作物的不同生长期，解决了农业种植中施肥的重大技术难题。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牧草产量的变化；每个柱状图中，左边的柱状图为施用本发明生物有机肥的

柱状图，右边的为不施肥的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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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2为牧草品质的变化；每个柱状图中，左边的柱状图为施用本发明生物有机肥的

柱状图，右边的为不施肥的柱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会随着描述而

更为清楚。但是应理解所述实施例仅是范例性的，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

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

形式进行修改或替换，但这些修改或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5] 实施例1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

[0036] 1、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配方(按重量份)：

[0037]

[0038]

[0039] 2、配方中所用原料的说明：

[0040] (1)巨菌草：巨菌草的蛋白和糖分含量都非常高，植物所需的其他养分也非常全面

(表1)。

[0041] 表1巨菌草主要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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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2)高硅铁尾矿，是铁矿石经过筛选铁精矿石剩下的废渣，属环境污染物，无放射

性污染，其主要成分是硅(SiO2)，有的含硅量多达75％左右(如鞍山)，拌生元素较少。其硅

含量和粒度都符合本发明要求，可直接利用。

[0044] (3)磷矿粉：将磷矿石经粉碎至大于50目后即可直接使用。

[0045] (4)钾肥：为硫酸钾。

[0046] (5)硫酸镁(MgSO4)：市购商品，为食品级。

[0047] (6)饼粕：主要用于补充植物蛋白，为菜籽粕。

[0048] (7)干鸡粪：这一物料除了它本身是很好的植物营养源外，主要是为了调整混合物

料的炭氮比有利物料完成发酵。

[0049] (8)硼砂：指市购农用硼砂。

[0050] (9)蝇蛆混合料：将经过处理后的餐厨垃圾作为基料养殖蝇蛆后、将养殖好的蝇蛆

连同基料一起，并加入按重量比3％的鱼粉(水生动物蛋白)混合均匀后作为原料的物料。

[0051] 餐厨垃圾的处理，已有成熟的工艺。本发明用经过处理的餐厨垃圾(含水30％)为

基料，每1吨基料可以在7天内养出约200公斤鲜蝇蛆，并可以实现工业化连续生产。经检测，

养蝇蛆后的基料中，有机质含量高达70％，并含有很多作物所需的其它营养成分，但同时又

还含有有害物质，不能直接用于肥料或丢弃，必须再次经过生物发酵处理后方可利用。

[0052] (10)微生物菌剂：由酵母菌、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为主要成分组成的复合菌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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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市购的由海南万田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联合菌”。

[0053] 3、制备工艺过程：

[0054] 将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并使其总含水量为40％，堆置好氧发酵7天(期间每24小时翻

料一次)后，经挤压制粒后定量包装，即得。检测得：总养分≥6％，有机质≥45％，有效活菌

数≥0.2亿个/克，pH值：5.5～7.5，水份≤20％。

[0055] 实施例2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

[0056] 1、多功能生物有机肥料的配方(按重量份)：

[0057]

[0058] 2、配方中所用原料的说明：

[0059] (1)钾肥为氯化钾；

[0060] (2)硫酸镁(MgSO4)：市购商品为饲料级；

[0061] (3)饼粕，为花生粕；

[0062] (4)蝇蛆混合料：将经过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含水量约30％)作为基料养殖蝇蛆后，

将养殖好的蝇蛆连同基料一起，并加入按重量比5％的鱼粉(水生动物蛋白)混合均匀后作

为原料的物料。

[0063] 配方中所用的其它原料同实施例1。

[0064] 3、制备工艺过程：

[0065] 将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并使其总含水量为50％，堆置好氧发酵9天(期间每24小时翻

料一次)后，经挤压制粒后定量包装，即得。检测得：总养分≥6％，有机质≥45％，有效活菌

数≥0.2亿个/克，pH值：5.5～7.5，水份≤20％。

[0066] 实施例3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

[0067] 1、多功能生物有机肥料的配方(按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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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2、配方中所用原料的说明：

[0070] (1)钾肥为硫酸钾；

[0071] (2)硫酸镁(MgSO4)：市购商品为工业级；

[0072] (3)饼粕为大豆粕；

[0073] (4)蝇蛆混合料：将经过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含水量约30％)作为基料养殖蝇蛆后、

将养殖好的蝇蛆连同基料一起，并加入按重量比4％的鱼粉(水生动物蛋白)混合均匀后作

为原料的物料。

[0074] 配方中所用的其它原料同实施例1。

[0075] 3、制备工艺过程：

[0076] 将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并使其总含水量为45％，堆置好氧发酵8天(期间每24小时翻

料一次)后，经挤压制粒后定量包装，即得。检测得：总养分≥6％，有机质≥45％，有效活菌

数≥0.2亿个/克，pH值：5.5～7.5，水份≤20％。

[0077] 试验例1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对人工草地和天然退化草地群落多样性和生产性能的

影响

[0078] 1、调查背景

[0079] 1.1研究区概况

[0080] 试验地1(W)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瓦切镇唐日合作社，距县城42公里。该区域

平均海拔3500m，属于大陆性高原寒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1℃，≥10℃年积温仅

865℃，极端温度范围为-33.8～23.5℃，无绝对无霜期。全年平均降雨量738mm，相对湿度

71％，土壤pH  6.6，为高山草甸土。因长期放牧或机械化操作造成该草地轻度退化，具体表

现为：植被低矮(平均高度<50cm)，可食用牧草减少，毒杂草增多。

[0081] 试验地2(R)位于若尔盖县阿西乡阿西村(天然草地-重度退化)。地处若尔盖县北

部，距县城37公里，平均海拔3515米，年平均气温-3℃，无绝对无霜期。该地域属高原寒温带

湿润季风气候，常年无夏。因当地气候等自然因素和超载过牧等人为因素，造成该地区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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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严重，具体表现为：植物盖度降低、群落数量减少、土壤沙化严重，属于重度退化草地。

[0082] 1.2供试材料与试验处理

[0083] 供试材料-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需营养组分)。于2018年5月

在草地牧草分蘖-拔节期，以4500kg/hm2(300kg/亩)的施肥量分别均匀撒施于W和R中。施肥

后，施行封育外，未做任何处理。

[0084] 1.3草地调查方法

[0085] 采用样方法进行草地群落和生产力评定，采样时间为2018年8月。在W和R试验地

中，分别随机选择2处30m×30m天然草地群落为研究样地，并分别命名为W1(施肥)和W0(不施

肥)以及R1(施肥)和R0(不施肥)，并分别在4个样地中随机选择3个0.5m×0.5m调查样方，其

基本情况见表2。

[0086] 表2样地基本情况

[0087]

[0088] 株高：在样方内，分别选取优势种牧草植株5株，测定其绝对株高(芒除外)，以cm为

单位，保留一位小数。

[0089] 盖度、密度：采用目测法，在样方内用细线分隔成10cm×10cm的方格网并置于草地

上，按不同植物植冠投影占有的方格数统计盖度。

[0090] 频度：采用直径35.6cm的样圆在调查样地内随机抛20次，统计每种植物在每个样

地中出现的次数，然后计算出每一个种在群落中的百分比。

[0091] 鲜草产量：在样方内稍高于地面刈割地上部分，用感量0.1kg的秤称其鲜重，然后

带回实验室至于105℃烘箱中杀青0.5h，以70℃恒温烘干至恒重，称其干重，保留2位小数。

[0092] 营养成分(CP、ADF、NDF)测定：刈割测产后，从每个小区随机取3～5把草样混合均

匀，取约200g剪成3cm～4cm置于烘箱中，105℃杀青30min，再调至65℃烘至恒重作为养分测

定样品。粗蛋白(CP)按照GB6432测定；酸性洗涤纤维(ADF)、中性洗涤纤维(NDF)采用范氏纤

维测定法测定。

[0093] 1.4数据处理与分析

[0094] 利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均值计算，采用SPS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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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对各样地群落的高度、密度、盖度、生物多样性指数、草地生产力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

(ANOVA)、统计分析(T检验)，使用Sigmaplot  10.0软件作图。

[0095] 草地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分析采用Margalef丰富度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

Pielou均匀度指数和Cody指数等4种指数进行分析计算，物种数目、重要值和4种多样性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

[0096] (1)物种数目：S

[0097] (2)物种重要值：P  i＝(RH+RC+RD)/3

[0098] 式中，RH为相对高度，RC为相对盖度，RD为相对频度，P  i为物种重要值。

[0099] 在人工草地中载畜量采用单位面积草地承载的羊单位(羊单位/hm2)表示。

[0100] 2、调查结果

[0101] 2.1草地群落物种组成和重要值变化

[0102] 研究表明，群落组成越丰富，则该群落就越稳定，而群落重要的值的大小则表明该

物种在群落组成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由表3可知，不同处理之间以及不同草地类型之间的

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重要值存在较大差异。在人工草地中：草地W1(施肥处理)物种数目(S)

最多，达12种，且主要以禾本科为优势种，重要值大于15的有2种，分别为禾本科的垂穗披碱

草(Elymus  nutans)重要值(Pi)为24.56和老芒麦(Elymus  sibiricus)Pi值为23.57，其重

要值之和将近该群落重要值的一半，为共优势种。而草地W0(未施肥)物种数目相对较少，为

7种，且以营养品质较差的发草(Deschampsia  caespitosa(Linn.)Beauv.)Pi值为25.41和

洽草(Koeleria  asiatica  Domin)Pi值17.72为共优势种。

[0103] 在天然草地中：草地R1(施肥)物种数目为12种，分属禾本科、菊科、豆科等，重要值

大于15的植物有2种，分别为禾本科的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Pi为16.42和仲彬草

(Grenus  Kengyilia)Pi为27.75，其中以后者为绝对优势种。而草地R0(未施肥)物种数目相

对较少，为6种，且以营养品质较差、产量低的赖草(Leymus  secalinus(Georgi)Tzvel)Pi值

为15.38和沙生苔草(Carex  praeclara  Nelmes)Pi值16.37，为共优势种。

[0104] 表3草地物种组成及其重要值(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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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0106] 2.2草地植物群落特征变化

[0107] 在植物群落调查中，物种的株高、频度、盖度等指标是显示群落特征的重要指标。

如表4所示，在人工草地中：草地W1披碱草的株高、频度和盖度分别为113 .33cm、100％和

71.33％显著(p<0.05)高于其他物种。撒施生物有机肥能显著提高群落的平均高度并且促

进了可食性牧草的生长；而对于不施肥的W0其可食性牧草不仅在物种株高、频度和盖度远

远低于W1，反而促进了诸如发草、溚草、乳白香青、水杨梅等营养价值低、牛羊不喜食的牧草

的生长。

[0108] 在天然草地中，施肥不但促进样地W1可食性牧草如披碱草、早熟禾(Poa  annua 

L.)、仲彬草等牧草种类显著(p<0.05)增多，而且还增加了其它物种的建植。其所有物种平

均盖度之和高达127％，平均频度之和705％，分别比照组(不施肥)增加118.97％和41％，差

异显著(p<0.05)；而在群体株高方面略有提高但差异不显著(p>0.05)。

[0109] 表4草地植物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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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0111]

[0112] 2.3牧草产量与载畜量变化

[0113] 牧草产量是评价草地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由图1可知，在人工草地撒施生物有机

肥能够极显著(p<0.01)的增加草地的鲜草产量和干草产量。在瓦切试验点(人工草地)，撒

施生物有机肥能使草地鲜草产量和干草产量分别高达3326.2kg/亩和950.34kg/亩，是对照

组的2.5倍；在若尔盖的阿西乡沙化地(天然草地-重度退化)，撒施生物有机肥也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其处理组的鲜草产量和干草产量较照组增加111.17％。

[0114] 2.4牧草营养品质的变化

[0115] 由图2可知，生物有机肥能够提高牧草营养品质。在瓦切试验点(人工草地)，处理

组的粗蛋白含量(14.57g/100g)和总磷含量(2.1g/kg)比对照组提高了58.33％和71.27％，

差异显著(p<0.05)；粗脂肪含量比对照组提高5.82％，但差异不显著(p>0.05)。

[0116] 在若尔盖的阿西乡沙化地试验点，与对照相比，生物有机肥显著提高了牧草的粗

蛋白含量(15.9g/100g)和粗脂肪含量(27g/100g)，分别比对照高62.24％和22.73％；显著

降低了中性洗涤纤维(48 .7％)和酸性洗涤纤维(35 .2％)的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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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4％和19.96％，提高了牧草品质。

[0117] 试验例2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用于水稻种植

[0118] 在四川省西昌市用肥试验中，700亩水稻使用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多功能生物有

机肥，仅施一次肥，每亩约100公斤，在不增施任何化肥的情况下，普遍增产20％—30％，不

少农户由亩产1500斤左右增产到每亩2000多斤，所产大米质量好，价格高，实现了利润翻

番。

[0119] 试验例3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用于茶叶种植

[0120] 在四川省旺苍县米苍山茶叶集团作茶叶用肥对比试验，使用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

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的200亩茶叶，不仅质量好，而且同比增产25％左右。

[0121] 试验例4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用于烟草种植

[0122] 云南烟草研究院和四川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使用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多功

能生物有机肥与常规烟草专用肥作对比，在不增加用肥成本的情况下，使用本发明多功能

生物有机肥种植的烟叶同比颜色油亮，厚实柔软，叶片长，增产约30％以上。

[0123] 试验例5多功能生物有机肥用于大蒜种植

[0124] 2015年冬，四川省什邡市湔氐镇1.5万亩大蒜出现病害：蒜苗萎缩，越长越小，有的

叶枯根腐，各种农药救治无效。使用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每亩用量40

公斤，兑水溶解稀释浇施后10天左右，大蒜重长新根新叶，大蒜得到了很好的救治。

[0125] 试验例6多功能生物有机肥应用于果园

[0126] 海南万田源实业有限公司在文昌市东路镇的200亩果园中连续使用本发明实施例

2制备的多功能生物有机肥三年多，土壤中久已不见的蚯蚓大量繁殖，青蛙、蟋蟀随处可见，

土质松软，土壤各项理化指达到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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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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