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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用栽培基质生产技术领域，具

体说，涉及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

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该基质由80～90份秸秆腐

熟堆肥、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5份复合调

理剂复配而成。本发明的基质配方选材容易，生

产工艺简单，配比合理，使用方便而高效，可充分

发挥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所需的保水、透气、生

根、抗病和营养作用，且所用材料来源广泛，成本

低廉，具有很强的推广价值。采用本发明的驯化

栽培基质进行繁育的半夏组培苗生长势好，苗

壮、苗齐，根茎发达，植株健壮。采用本发明驯化

栽培基质进行半夏驯化栽培所需的炼苗时间较

短，仅需1～2个月即可移入大田栽培，且成活率

达到95％以上，使用成本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益。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8页

CN 109479671 A

2019.03.19

CN
 1
09
47
96
71
 A



1.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按质量份数计，包括80～

90份秸秆腐熟堆肥、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5份复合调理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按

质量份数计，所述无机矿物材料包括2～10份蛭石和3～8份珍珠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其特征在于，按

质量百分数计，所述复合调理剂包括20％～30％的硫磺、67％～79％过磷酸钙和1％～3％

的DA-7。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

步骤1：高温好氧发酵，按体积百分比计，将50％～70％的粉碎植物秸秆和30％～50％

酒糟泥混合，使混合物料的初始水分控制在45～55％；在所得混合物物料中添加秸秆腐熟

剂和固氮剂，经20-22天高温好氧发酵后，转入陈化车间进行二次发酵腐熟；

步骤2：二次好氧发酵，向高温好氧发酵料添加纤维素分解菌，在陈化车间采用间歇供

氧方式，好氧发酵10～15天，待水分降至25～35％，温度稳定与常温一致，得到腐熟料；

步骤3：按质量份数计，取80～90份步骤2中的腐熟料、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5份

复合调理剂混合降容重，将混合物料堆放5～7天；

步骤4：检测和包装，将步骤3的物料取样检测，符合理化指标后进行称重包装，即为制

备获得基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秸秆腐熟剂为由豆粕粉填充载体、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黑曲霉

和酿酒酵母配成的发酵剂，所述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黑曲霉有效活

菌数为2亿/克、酿酒酵母有效活菌数为1亿/克；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秸秆腐熟剂的添加量

为秸秆酒糟泥混合物料的1％。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固氮剂为由过磷酸钙、氢氧化镁和黄腐酸钾配制而成的复合剂，

其质量百分比为：过磷酸钙37.5％、氢氧化镁20％、黄腐酸钾42.5％；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

固氮剂的添加量为秸秆酒糟泥混合物料的2％。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高温好氧发酵的条件为：升温阶段控制2～3天、温度45～50℃，高温

阶段维持10～15天、温度55～70℃，降温阶段维持2～3天、温度40～45℃，冷却阶段控制1～

2天，期间翻堆4～5次。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纤维素分解菌为绿色木霉，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绿色木霉的添加

量为高温好氧发酵料的1％。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按质量份数计，所述步骤3中无机矿物材料包括2～10份蛭石和3～8份珍珠岩。

10.根据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按质量百分数计，所述复合调理剂包括20％～30％的硫磺、67％～79％过磷酸钙和

1％～3％的D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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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用栽培基质生产技术领域，具体说，涉及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

率的驯化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半夏为天南星科半夏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块茎入药，是中药处方中使用频率较

高、应用广泛、疗效确切的重要中药材，在558种中药材处方中，半夏列为使用频率最高的30

味中药中的第22位，具有抗肿瘤、抗心律失常、抗早孕等重要药理作用。随着对半夏药用功

效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破坏性采挖半夏野生资源，不仅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还导致野生资源已近枯竭、市场价格连年攀升。为解决半夏的供需矛盾，开展人工栽培

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人工栽培一般采用小块茎和珠芽作为无性繁殖，但由于用种量大，繁殖

系数低、成本过高，限制了半夏的大田栽培生产。

[0003] 用组培方法繁育半夏种苗已成为规模化生产的重要手段，同时有报道表明组培半

夏与野生半夏质量上没有本质差别，甚至组培苗的生物碱含量高于野生半夏，符合商品半

夏要求，故用组培苗为种，进行规模化栽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相关的愈伤组织诱导技

术、脱毒处理技术等日益成熟。但是，组培苗在炼苗、驯化栽培环节，目前还没有统一的驯化

栽培基质。由于栽培基质选择不当或者配方不科学，半夏组培苗在驯化炼苗过程中，生长状

态不好，成活率较低，这大大限制了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规模化生产应用。因此，对于半夏组

培苗驯化阶段生长基质的研究迫在眉睫。

[0004] 目前生产上一般采用河沙或者采用现有技术中其它组培苗驯化基质。现有技术中

的驯化基质的组分大多数由腐殖土、草木灰、细沙、珍珠岩、多菌灵等混合而成。由于腐殖土

存在采挖难、采挖费人工、采挖破坏生态环境和受季节天气影响，加上基质养分不稳定、容

易带病菌等问题，不适合栽培基质的工业化、标准化生产；其次，采用这些驯化基质进行炼

苗栽培，须移栽2-3个月方可进行大田栽培，驯化时间较长。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

栽培基质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驯化栽培基质选材容易、成本低廉、生产工艺简单，采用

本发明的驯化栽培基质进行繁育的半夏组培苗生长势好，苗壮、苗齐，根茎发达，植株健壮；

采用本发明的驯化栽培基质进行半夏驯化栽培所需的炼苗时间短、成活率更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按重量

份数计，包括80～90份秸秆腐熟堆肥、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5份复合调理剂。

[0008] 进一步地，按质量份数计，所述无机矿物材料包括2～10份蛭石和3～8份珍珠岩。

[0009] 进一步地，按质量百分数计，所述复合调理剂包括20％～30％的硫磺、67％～79％

过磷酸钙和1％～3％的D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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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出上述提高半夏组培苗成活率的驯化栽培基质的制备

方法，包括：

[0011] 步骤1：高温好氧发酵，按体积百分比计，将50％～70％的粉碎植物秸秆和30％～

50％酒糟泥混合，使混合物料的初始水分控制在45～55％；在所得混合物物料中添加秸秆

腐熟剂和固氮剂，经20-22天高温好氧发酵后，转入陈化车间进行二次发酵腐熟；

[0012] 步骤2：二次好氧发酵，向高温好氧发酵料添加纤维素分解菌，在陈化车间采用间

歇供氧方式，好氧发酵10～15天，待水分降至25～35％，温度稳定与常温一致，得到腐熟料；

[0013] 步骤3：按质量份数计，取80～90份步骤2中的腐熟料、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

5份复合调理剂混合降容重，将混合物料堆放5～7天；

[0014] 步骤4：检测和包装，将步骤3的物料取样检测，符合理化指标后进行称重包装，即

为制备获得基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的秸秆腐熟剂为由豆粕粉填充载体、解纤维枯草芽孢杆

菌、黑曲霉和酿酒酵母配成的发酵剂，所述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黑曲

霉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酿酒酵母有效活菌数为1亿/克；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秸秆腐熟剂

的添加量为秸秆酒糟泥混合物料的1％。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的固氮剂为由过磷酸钙、氢氧化镁和黄腐酸钾配制而成的

复合剂，其质量百分比为：过磷酸钙37.5％、氢氧化镁20％、黄腐酸钾42.5％；按质量百分比

计，所述固氮剂的添加量为秸秆酒糟泥混合物料的2％。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高温好氧发酵的条件为：升温阶段控制2～3天、温度45～

50℃，高温阶段维持10～15天、温度55～70℃，降温阶段维持2～3天、温度40～45℃，冷却阶

段控制1～2天，期间翻堆4～5次。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纤维素分解菌为绿色木霉，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绿色木

霉的添加量为高温好氧发酵料的1％。

[0019] 进一步地，按质量份数计，所述步骤3中无机矿物材料包括2～10份蛭石和3～8份

珍珠岩。

[0020] 进一步地，按质量百分数计，所述复合调理剂包括20％～30％的硫磺、67％～79％

过磷酸钙和1％～3％的DA-7。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本发明的基质制备方法所采用的原料来源广泛，秸秆类为农作物茎秆、蔬菜尾

菜、食用菌菌渣和果壳等废弃物，酒糟为酒精厂或白酒厂酿酒后的糟泥，这些原料都属于植

物源类，不含有害物质，作为半夏驯化栽培的基料，同源性好，养分均衡、效果稳定。

[0023] (2)本发明的驯化栽培基质，以有机原料和无机材料复配而成，保水保肥性好，营

养全面，能满足组培苗生长60天的营养需求。同时基质容重小，比传统营养土或以河沙、腐

殖土为原料的基质的容重轻30％以上，减少运输和人工成本10％以上。

[0024] (3)利用植物秸秆和酒糟泥制备半夏驯化栽培基质，不仅解决了腐殖土取土难、浪

费生态资源以及农业废弃生物质丢弃或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

利用。同时，开展栽培基质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有利于促进高效农业的可持续生产，推动中

药材生产全程标准化，减少劳动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0025] (4)利用高温好氧发酵工艺进行标准化生产，发酵腐熟后基质原料理化性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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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熟度基本一致，所形成的腐殖质(DOM)含量高于自然环境中的腐殖土并且不含病菌和其

他杂质，安全性高。

[0026] (5)利用硫磺和过磷酸钙对基质进行调理，不仅提供半夏苗期生长所需要的磷、

钙、硫和镁等营养元素，还具有综合调酸功效，确保了半夏栽培基质的pH值的稳定性，同时

还具有杀灭病菌的作用，促进半夏苗期的健康生长。

[0027] (6)基质复合调理剂中的DA-7(胺新脂)属于植物生长刺激素类的物质，具有促进

伤口愈合和新根生长的作用，在基质中的其它营养物质共同作用下，能提高半夏组培苗的

抗逆性和适应性，促进组培苗新根快发，显著提高半夏组培苗的秧苗素质，成苗率达到95％

以上，苗齐苗壮。同时缩短炼苗期，比传统的基质(河沙)缩短10-15天。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展示一下实例来具体说明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且不应解释为限制本发明的范

围。对本发明公开的内容可以同时从材料、方法和反应条件进行改进，所有这些改进，均应

落入本发明的的精神和范围之内。

[0029] 一、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基质制备

[0030] 本发明的驯化栽培基质包括80～90份秸秆腐熟堆肥、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

5份复合调理剂，具体制备方法主要包括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基质的有机原料发酵和添加

无机矿物材料及调理剂。

[0031] 1、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基质的有机原料发酵

[0032] 实验基质为本发明的以植物秸秆和酒糟泥为有机原料进行堆肥发酵生产的半夏

驯化栽培基质，有机物料的养分、水分和碳氮比对堆肥发酵腐熟的影响至关重要，微生物分

解有机物料适宜的碳氮比为25左右，正常发酵时间为30天左右。试验中所选取的原料，经多

次检测其理化性状指标后求平均值结果表明，作物秸秆的碳氮比较高，大约在40-60之间

(见表1)；酒糟泥是指乙醇发酵后沉淀下来的活性糟泥，主要成分是经过数代发酵后不能再

利用的废弃酵母泥和糟渣，含粗蛋白29.97％，其重金属低于国家标准(见表2)，传统的处理

方法是填埋或地表堆积，污染环境，利用其有效养分高、碳氮比低的特点，将两者进行混合

调整，以适应堆肥发酵所需的碳源和氮源。

[0033] 表1原料理化性状指标

[0034]

[0035] 表2酒精糟泥无害化指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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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数据来源：湖北省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检测报告

[0038] (1)高温好氧发酵

[0039] 将植物秸秆粉碎成1-5cm的段状，按体积百分比计，将50％-70％的植物秸秆和

30％-50％酒(精)糟泥混合，使混合物料的初始水分控制在45～55％；在所得混合物物料中

按质量比通过电脑计量皮带秤添加秸秆腐熟剂和的固氮剂，然后在太阳能堆肥快速升温装

置中进行高温好氧发酵，翻堆4-5次，经20-22天后，转入陈化车间进行二次发酵腐熟。该步

骤中太阳能堆肥快速升温装置为实用新型专利产品(专利号为ZL  201220164303.3)，高温

好氧发酵的条件为：升温阶段控制2-3天、温度45-50℃，高温阶段维持10-15天、温度55-70

℃，降温阶段维持2-3天、温度40-45℃，冷却阶段控制1-2天，期间需要利用翻堆机翻堆4-5

次。

[0040] 其中秸秆主要是水稻秸秆、玉米秸秆和小麦秸秆，以生物质为主，C/N比约40，酒糟

主要是白酒厂或者酒精(乙醇)厂酿造白酒或者酒精(乙醇)发酵分离后的废弃酵母、糟泥，

以蛋白质为主，少量的有机质，水分60％左右，C/N比约15，通过混合后，物料C/N比为25左

右，符合堆肥发酵的C/N比。

[0041] 本发明的秸秆腐熟剂为由豆粕粉、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黑曲霉和酿酒酵母配成

的发酵剂，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黑曲霉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酿酒酵

母有效活菌数为1亿/克；秸秆腐熟剂的添加量为秸秆酒糟泥混合物料的1％；其中以豆粕粉

为营养载体，作为菌群的初始氮源和碳源，促进发酵菌群快速繁殖产酶，利用太阳能升温发

酵装置达到快速升温，缩短发酵时间，通过20-22天的好氧发酵，完成秸秆有机料的糖分解

和纤维素、半纤维素的分解。

[0042] 大多数堆肥企业为了减少发酵翻堆过程中堆体的氨氮损失，一般都以磷酸和氢氧

化镁为固氮剂添加到发酵物料中，通过发酵反应在堆体中形成类似于磷酸镁铵(鸟粪石)结

晶的方式来固氮，但在反应过程中常常因为物料中的水分和组分影响，容易引起絮凝现象，

所形成的磷酸镁铵的量和成分及品质都不能稳定，因此，固氮效果也不稳定。本发明的固氮

剂为由过磷酸钙、氢氧化镁和黄腐酸钾配制而成的复合剂，其质量百分比为：过磷酸钙

37.5％、氢氧化镁20％、黄腐酸钾42.5％；固氮剂的添加量为秸秆酒糟泥混合物料的2％；利

用黄腐酸具有抗絮凝和生物络合的特点，在发酵过程中能促进磷酸镁铵(鸟粪石)结晶反应

的形成，不仅固氮效果稳定、总氮损失控制量显著，同时所形成的鸟粪石结晶中还富含钙、

钾、硅，品质显著高于传统的固氮剂所形成的结晶。

[0043] (2)二次好氧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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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将高温好氧发酵的有机料添加纤维素分解菌，在陈化车间采用间歇供氧方式，好

氧发酵10-15天，期间翻堆2-3次，待水分降至25～35％，温度稳定与常温一致，得到腐熟料。

其中纤维素分解菌为绿色木霉，按质量百分比计，绿色木霉的添加量为高温好氧发酵料的

1％，其作用是在二次发酵过程中，通过供氧和翻堆，分解物料中的半纤维素和半木质素，发

酵完成后，物料腐熟度达到95％以上。

[0045] 2、添加无机矿物材料和调理剂

[0046] 按质量份数计，取80～90份步骤2中的腐熟料、5～18份无机矿物材料和1～5份复

合调理剂混合降容重，将混合物料堆放5～7天。

[0047] 其中调理剂为由10％-30％的硫磺、67％-79％的过磷酸钙和1％-3％的DA-7组成

的复合调理剂。由于半夏怕干旱、忌高温、畏强光，适合在湿润肥沃和pH  6-7的微酸性的沙

质土壤中生长，组培苗在驯化栽培阶段，主要是防病害、促生根。有机料通过堆肥发酵后，腐

熟基料呈碱性，pH都在7.0以上，必须要对基料进行调理，使栽培基质pH控制在6.5左右。复

合调理剂中的硫磺和过磷酸钙，不仅可以降低基质的pH，使其稳定在6.5左右，稳定时长达

50天左右。同时，过磷酸钙可以补充半夏苗期生长所需要的速效磷、硫磺可以杀灭土壤病

菌，起到防病效果；复合调理剂中的DA-7(胺新脂)属于植物生长刺激素类的物质，具有促进

伤口愈合和新根生长的作用，在基质中的其它营养物质共同作用下，能提高半夏组培苗的

抗逆性和适应性，促进组培苗新根快发，显著提高半夏组培苗的秧苗素质，成苗率达到95％

以上，苗齐苗壮。同时缩短炼苗期，比传统的基质(河沙)缩短10-15天。

[0048] 无机材料为包括2～10份蛭石和3～8份珍珠岩的混合无机材料，主要起降低基质

容重和保水透气的作用。蛭石为2mm左右的粒径，珍珠岩为3-5mm左右的粒径，要求无粉尘，

无杂质，粒径不得过大，否则容易漂浮，混合后的基质容重为400g/L-600g/L。

[0049] 3、检测和包装

[0050] 将上述添加了无机矿物材料和调理剂的发酵物料取样检测，符合理化指标后进行

称重包装，即为制备获得基质。组培苗驯化栽培基质的质量标准为：总养分(N+P2O5+KO2)

3.5-4.5％，酸碱度pH5.5-7.0,电导率EC＜1.0mS/cm，容重400-600g/L，有机质≥40％。

[0051] 二、驯化栽培基质的使用方法

[0052] 将上述的方法制备的驯化栽培基质用于半夏组培苗炼苗驯化栽培，使用技术如

下：

[0053] 将分切的半夏珠芽或块茎置于瓶中在培养基上进行人工培养，当半夏组培苗长至

高度为5-8cm，且有发达的根系时(根长约1.0cm左右)，打开瓶盖，喷洒无菌水，喷洒量为每

瓶6-8ml；喷洒无菌水后，继续在培养室放置2-3天；从培养瓶中取出半夏组培苗，应特别注

意不要损伤根系，用自来水将根部冲洗干净，用柔软的小刷子轻轻刷掉根上的琼脂，越彻底

越好，要尽量不伤根；将冲洗干净的半夏组培苗放在比较干净的报纸或草纸上，待根、叶上

没有多余的水分再移栽入驯化苗床上，驯化苗床是采用本发明的驯化栽培基质进行平铺，

厚度约为5cm左右，用树枝或者竹片将基质划成一行深度大约2cm的条沟，然后将半夏组培

苗条栽于上，再划行条栽，如此反复，移栽完成后对床面用清水喷洒浇透，最后将苗床用透

光率为40-60％的遮阳网或黑白膜进行小拱棚覆盖，建成炼苗圃，也可以采用钢构塑料大棚

进行炼苗栽培。半夏组培苗炼苗控制温度为20-25℃，湿度为40-50％，经20-30d，新根就可

形成，此时即可移栽到种植田中，进行正常的田间管理，当年移栽的试管苗当年则可收获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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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千粒重约2kg。

[0054] 三、以下通过实施例1-3来进行堆肥混合发酵试验的结果分析

[0055] 实施例1

[0056] 1.基质原料：50Kg植物秸秆+50Kg酒精糟泥+1Kg发酵剂+2Kg固氮剂。

[0057] 2.高温好氧发酵时间：20天。

[0058] 3.二次腐熟发酵时间：15天。

[0059] 4.秸秆腐熟剂:豆粕粉填充载体、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黑曲

霉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酿酒酵母有效活菌数为1亿/克。

[0060] 5.固氮剂:过磷酸钙37.5％、氢氧化镁20％、黄腐酸钾42.5％。

[0061] 实施例2

[0062] 1.基质原料：60Kg植物秸秆+40Kg酒精糟泥+1Kg发酵剂+2Kg固氮剂

[0063] 2.高温好氧发酵时间：20天

[0064] 3.二次腐熟发酵时间：12天

[0065] 4.秸秆腐熟剂:豆粕粉填充载体、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黑曲

霉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酿酒酵母有效活菌数为1亿/克。

[0066] 5.固氮剂:过磷酸钙37.5％、氢氧化镁20％、黄腐酸钾42.5％。

[0067] 实施例3

[0068] 1.基质原料：70Kg植物秸秆+30Kg酒精糟泥+1Kg发酵剂+2Kg固氮剂

[0069] 2.高温好氧发酵时间：22天

[0070] 3.二次腐熟发酵时间：10天

[0071] 4.秸秆腐熟剂:豆粕粉填充载体、解纤维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黑曲

霉有效活菌数为2亿/克、酿酒酵母有效活菌数为1亿/克。

[0072] 5.固氮剂:过磷酸钙37.5％、氢氧化镁20％、黄腐酸钾42.5％。

[0073] 将实施例1-3中的配料按本发明的方法进行混合堆肥发酵，对发酵后的物料腐熟

度和理化指标进行分析，筛选出堆肥发酵最佳的物料配比，为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确定最

佳的有机基质。

[0074] 结果分析

[0075] 实验发现，3个实施例的物料均在堆放前7天温度不断升高，快速进入高温发酵阶

段，堆体的pH和EC均明显升高。堆肥发酵过程中，pH值呈现“高-低-高”的变化。前期微生物

分解含氮有机物产生氨，导致堆体前期pH值升高、但随后由于微生物代谢产生大量的有机

酸使物料pH值呈现下降趋势，发酵后期pH再升高，与大多数中温微生物死亡、腐熟物料中的

铵盐积累和有机质腐殖质化反应有关。在发酵过程中，Mg、Fe、Mn、Zn、K、Cu等金属离子活性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发酵过程中堆体的EC值会不断升高。(表3)

[0076] 表3有机物料发酵前后的养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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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由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3个实施例中的物料配方堆肥发酵后N、P、K养分增加，有机

质含量降低。堆肥发酵过程中，微生物需消耗物料中的含碳有机物为其提供能量，使得物料

有机质降低，而其中的无机养分不断积累，使养分含量相对增加。

[0079] 结论：秸秆和酒精糟泥在秸秆腐熟剂和太阳能堆肥快速升温装置的综合作用下，

能快速进入高温发酵阶段，可以加快好氧发酵进程。其中，以实施例2的发酵效果最佳，其高

温发酵时长为20天左右，比传统堆肥发酵时间缩短5天左右。

[0080] 四、以下通过实施例4-6来对驯化栽培基质理化性状的稳定性、栽培苗的农艺性状

结果分析

[0081] 实施例4：

[0082] 1.90Kg堆肥基料+2Kg蛭石+3Kg珍珠岩+5Kg调理剂

[0083] 2.复合调理剂：1Kg硫磺、3.9Kg过磷酸钙和0.1Kg的DA-7

[0084] 实施例5：

[0085] 1.  85Kg堆肥基料+7Kg蛭石+5Kg珍珠岩+3Kg调理剂

[0086] 2.复合调理剂：0.6Kg硫磺、2.34Kg过磷酸钙和0.06Kg的DA-7

[0087] 实施例6：

[0088] 1.  80Kg堆肥基料+10Kg蛭石+8Kg珍珠岩+2Kg调理剂

[0089] 2.复合调理剂：0.4Kg硫磺、1.56Kg过磷酸钙和0.04Kg的DA-7

[0090] 其中空白组基质条件：腐殖土80Kg+5Kg草木灰+5Kg河沙+5Kg珍珠岩+4.8Kg过磷酸

钙+0.2Kg多菌灵(50％粉剂)

[0091] 结果分析

[0092] 1、基质的理化性状的稳定性

[0093] 对各实施例处理育苗前后基质的理化性状进行检测，其结果如表4所示：移栽14天

后，基质养分被半夏组培苗吸收，单个养分中氮素营养吸收最多，与空白组相比较，实验组

的pH、EC变化相对稳定，各实施例与空白组无显著差异，且通过观察，试验组的出苗情况比

空白组好；同时，由于添加了无机矿物质，基质容重得到了很大的下降，比空白组降低30％

以上，在实际生产栽培中，能减少运输和人工搬运成本，降低劳动强度。

[0094] 表4不同基质理化性状的变化(移栽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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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2、不同实施例基质栽培组培苗的农艺性状理化性状

[0097] 移栽28天后，对各实施例处理的组培苗农艺性状进行调查统计，其结果如表5所

示：与空白组相比，实验组出苗快，叶龄显著大于空白组；株高显著高于空白组；百株地上部

鲜重显著高于空白组，而百株地下部鲜重于空白组无显著差异；实验组的最长根长显著空

白组；实验组炼苗成活率均大于95％，比空白组高出4-6个百分点，差异达显著水平。

[0098] 表5不同基质栽培苗的农艺性状(播种28d)

[0099]

[0100] 小结：使用本发明生产的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基质，具有原料来源广泛、生产成本

低，效果稳定，能显著提高半夏组培苗驯化栽培苗的秧苗素质，缩短炼苗期，平均炼苗成活

率达95以上。同时，基质容重小，比传统营养土或以河沙、腐殖土为原料的基质的容重轻

30％以上，减少运输和人工成本10％以上；同时，本发明的栽培基质不仅用于组培苗的驯化

栽培，而且还可应用于半夏的种子繁殖育苗和块茎切块繁殖育苗。

[010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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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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