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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投入品创新与丰产型有机农法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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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 3 年的试验发现袁微生物肥可以完全替代化肥袁形成基于有益微生物分解尧拮抗功能的土壤生物肥力和生物抗病虫能力袁
取得正常产量袁保障作物健康袁提升产品品质曰臭氧水可以替代许多化学农药袁形成基于臭氧超强氧化功能的空气净化能力和防治病虫害
能力袁解决一些农作物病虫害问题遥以有机农业为目标袁将微生物肥和臭氧水技术融合配套袁深入开展方案设计与技术创新袁形成一些主要
作物丰产型有机农法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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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Input and Establishment of High-yield Organic Farm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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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ree years of experiment袁it忆 s found that microbial fertilizer can completely replace chemical fertilizer to form soil biological
fertility and biological resistance to pests and diseases袁and achieve normal yield袁ensure crop health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Based on the super
oxidation function of ozone袁ozone water can replace many chemical pesticides to solve some problems of the crop袁such as air purification袁control
disease and insect pest.Aiming at organic agriculture袁microbial fertilizer and ozone water techniques were integrated to carried out scheme desig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epth袁and some high-yield organic farming methods for important crops were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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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法源远流长袁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美好
生活目标袁是世界后现代农业的必然发展方向[1]遥中国有机

机肥袁更不同于化肥袁其创新点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院一是
微生物肥是活性微生物制品袁包含的功能微生物是这种肥料

农法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袁传统有机农法要求有机物质尧

的技术核心袁功能微生物主要包括营养菌和拮抗菌曰二是腐

有机能量自我循环袁在生产技术上存在许多局限性 遥目前袁

熟有机质主要作为微生物的载体袁不同于普通有机肥曰三是

我国有许多有机农法实践者因技术操作难尧产量不够尧市场

添加的矿物质元素或化学合成肥料只是配角袁不同于化肥遥

认可度不高等问题而将有机农业定位为野情怀农业冶遥

基于功能微生物的生物肥具有土壤生物肥力和生物抗病

[2]

经初步研究发现袁基于功能微生物的微生物肥袁具有土
壤生物肥力和生物抗病虫能力袁能为有机农业提供优良动
力曰基于臭氧超强氧化功能的臭氧水具有空气净化能力和
病虫害触杀能力袁能为有机农业提供优良环境遥由此袁有机
农业发展可以进入功能微生物和臭氧水驱动的丰产时代遥

虫能力袁为有机农业提供了优良动力遥

深入研发的有机复合微生物肥氮尧磷尧钾含量为 8%尧有

机质 40%尧有效活菌 0.4 亿个/g袁符合叶复合微生物肥料曳渊NY/

T 798要2015冤标准袁其氮尧磷尧钾和中微量元素都来源于腐熟

有机肥尧氨基酸和天然矿物袁符合有机农业投入品的要求遥

1 微生物肥和臭氧水创新

1.2 臭氧水

品要要
要微生物肥和臭氧水遥

放出的自由基氧具有超强氧化性袁能够强烈破坏细胞膜尧快

近年来袁临海市同时出现了 2 个极好的有机农业投入

1.1 微生物肥

2014 年开始袁浙江省中秋微生物复合肥有限公司将中

臭氧又称为超氧尧活氧袁是氧气的同素异形体遥臭氧释
速杀灭微生物和小昆虫[3]遥与农药不同的是袁臭氧具有无残
留尧广谱尧快速的特点袁是优良的灭害剂遥

2015 年开始袁浙江省台州市龙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掌握

国微生物资深学者吉士生教授发明的微生物肥引入临海遥

吉士生教授拥有国家发明专利野微生物复合肥料的调理剂
及其制法与用途冶渊专利号院ZL97107242.6冤袁该技术将发酵腐
熟的羊粪肥尧多种矿物质和几种功能微生物复合加工成为
微生物肥料遥

按叶微生物肥料术语曳渊NY/T 1113要2006冤表述袁微生物

肥料是指含有特定微生物活体的制品袁主要包括生物有机

肥渊目的微生物与有机物料复合而成的活菌制品冤尧复合微
生物肥渊目的微生物与营养物质复合而成的活菌制品冤和微
生物接种剂渊目的微生物经浓缩或经载体吸附而制成的活

菌制品冤三大类遥微生物肥渊主要指前 2 类冤不同于普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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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臭氧与水混合核心技术袁研发成功移动式臭氧水喷雾机袁
产品通过了国家电机及机械零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测试

渊编号 009152040042冤遥野一种臭氧和水的混合喷雾装置冶获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渊专利号院ZL2016 2 1485099.X冤遥这种喷
雾机喷施的臭氧水臭氧浓度 0.8 mg/L袁保持时间 20 min遥臭
氧水比臭氧气体具有更高的活力袁对作物和环境也更加安
全袁可在开放环境中使用遥有着空气净化能力和病虫害触
杀能力的臭氧水为有机农业提供了优良环境遥
2 微生物肥和臭氧水应用技术初步试验

2.1

微生物肥试验

2016 年 8 月袁在浙江省临海市德撑富粮食专业合作社

西兰花基地渊上盘镇横岐路村冤开展了肥料试验遥结果表明袁
施用微生物肥料的小区在单位产量基本不减少的情况下袁

苏英京等院有机农业投入品创新与丰产型有机农法创建
花球品质特好袁清炒后比较润糯尧鲜嫩袁将西兰花的口感提

态袁缺乏系统性的技术支撑体系遥例如生产企业对微生物肥

高到一个新水平遥由此看到了微生物肥料的应用前景广阔遥

定位存在误区袁认为其不能完全代替化肥曰农民对微生物肥

2016 年后袁陆续引进不同企业的微生物肥料袁并在不同

认识不足袁认为其是一般有机肥曰农技推广人员对微生物肥

作物开展一系列应用技术试验示范遥2017 年在大棚草莓尧大

把握不准袁市场上各种微生物肥料鱼龙混杂袁效果难以稳定

棚红茄和西兰花尧水稻等作物上开展微生物肥料试验示范曰

发挥遥同时袁由于农产品目标设计和市场开发跟不上袁缺乏

2018 年在大棚西瓜尧大棚甜瓜尧大棚草莓和西兰花尧水稻等
作物上开展微生物肥料试验示范遥

2018 年临海市侬耕家庭农场大棚西瓜渊品种 84-24冤微

生物肥试验发现袁施用有机复合微生物肥的西瓜不但能保
持正常产量尧提高抗病性袁而且品质特优尧果品鲜甜爽嫩尧清

实现优质优价的途径袁一般农民难以接受微生物肥的较高
成本遥国内生物肥料生产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袁微生物肥料
产品还处于初级试验阶段袁生产经营举步维艰遥在这个新的
历史机遇面前袁如何将微生物肥和臭氧水 2 个投入品顺利
转化为有机农业生产力袁是农技推广者的神圣职责遥

凉多汁尧味正气新尧生津止渴遥2018 年临海市德撑富粮食专

笔者以有机农业为设计目标袁将有机复合微生物肥和臭

业合作社有机西兰花渊品种炎秀冤试验取得了核心技术上的

氧水融合配套袁深入开展方案设计与技术创新袁综合考虑六

突破袁施用有机复合微生物肥的西兰花不但能保持正常产

大环境因子渊土壤尧空气尧水尧光照尧温度尧季节冤和六大投入

量尧提高抗病性袁而且产品口感品质特优袁具有润糯尧鲜嫩尧

品渊种子种苗尧微生物肥尧臭氧水尧生物或植物农药尧设施尧设

香醇的特性袁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高遥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备冤袁形成一些重要农作物丰产型有机农法方案遥

及加工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渊杭州冤检测袁施用
有机复合微生物肥的西兰花鲜花球 茁 胡萝卜素含量达到
698 滋g/100 g袁较普通西兰花增加 106.5%曰干花球萝卜硫苷
含量达 17.63 滋mol/g袁较对照增加 14%遥2018 年台州市龙昌

以大棚草莓丰产型有机农法为例袁一次性施用 8%有

机复合微生物肥 6 000 kg/hm2 作基肥袁即可满足草莓整个生

产季节对肥料的需求袁形成正常产量袁保障产品品质曰同时
可以解决草莓枯萎病尧黄萎病尧根腐病尧青枯病等土传病害

核心技术上的突破袁施用有机复合微生物肥的草莓不但能

问题遥用 0.8 mg/L 臭氧水可以防治草莓灰霉病尧菌核病和二

保持正常产量尧提高抗病性袁而且产品品质特优袁果形端正尧

防虫网阻隔曰蝼蛄尧杂草等可在夏季通过淹水闷棚来防治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棚有机草莓渊品种红颊冤试验也取得了

色泽艳丽尧种毛完整袁果肉鲜甜多汁尧生津止渴尧回味清新遥

经过 3 年的初步试验发现袁微生物肥可以完全替代化

肥袁充分满足农作物对矿物营养需求袁获得正常产量曰能够
解决土壤板结和土传病害等问题袁实现土壤可持续利用曰能
够保障作物健康袁提升产品品质袁具有替代化肥尧增益土壤尧
护根抗病尧丰产优质的优点遥
2.2

臭氧水应用试验

2016 年 12 月初袁龙昌公司以购买产值的方式在邵家渡

枧桥董村租用一个大棚草莓开展臭氧水防治病虫害应用试
验遥经过 4 个月试验袁在草莓病虫害防治上获取了基本完整
数据袁发现臭氧水能控制草莓灰霉病尧菌核病和二斑叶螨尧

蚜虫等主要病虫害遥臭氧水代替农药防治作物病虫害技术
取得重要突破遥2017 年袁继续在大棚草莓上开展臭氧水防治

病虫害应用试验袁建立 1.3 hm2 臭氧草莓示范基地袁示范基
地草莓灰霉病尧菌核病尧白粉病和二斑叶螨尧蚜虫等病虫害

都被控制在很低水平遥2018 年袁进一步在西瓜尧甜瓜等大棚
栽培的作物上开展臭氧水防治病虫害试验袁发现臭氧水可
以有效控制瓜类作物叶枯病尧灰霉病尧菌核病尧疫病尧细菌性

斑叶螨尧蚜虫等主要病虫害曰斜纹夜蛾等较大的害虫可利用
11 月盖黑色地膜控制中后期杂草曰蓟马尧白粉虱可利用相应

的生物或植物农药加以控制遥

以大棚西瓜丰产型有机农法主要投入品为例袁一次性

使用 8%有机复合微生物肥 3 750 kg/hm2 作基肥袁即可满足
西瓜第一批果对肥料的需求袁形成正常产量袁保障产品品质曰
同时可以防治枯萎病遥用 0.8 mg/L 臭氧水可以防治叶枯病尧

灰霉病尧菌核病尧疫病尧细菌性角斑病尧病毒病和红蜘蛛尧蚜
虫等病虫害曰斜纹夜蛾等较大的害虫可利用防虫网阻隔曰瓜
蓟马尧白粉虱可利用相应的生物或植物农药加以控制遥
该技术体系除了高品质尧可持续等有机农业基本属性
外袁还具备与使用化肥一样的丰产性与便利性袁可以进行商
品化运作遥丰产型有机农法可以解决传统有机农业的低效
率尧低产量和现代石油农业的不安全尧低品质问题袁实现农
业生产高产尧优质的有机统一[4-5]曰可以实现土地资源和投入
品的可持续利用袁形成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模式曰可以整体实
现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袁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袁
有利于提升国民身体素质曰可以通过农产品的个性化设计袁

叶斑病尧病毒病和红蜘蛛尧蚜虫等主要病虫害遥经过 3 年的

实施品牌营销袁实现差异化发展曰有利于建设新型职业农民

中传播的病害和部分小型虫害袁解决农作物的许多病虫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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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试验发现袁臭氧水可以替代许多化学农药袁杀灭空气
题袁具有替代农药尧防治病虫尧清洁环境尧绿色安全的优势遥
3 丰产型有机农法创建
微生物肥和臭氧水颠覆了当今农业生产对化肥尧农药的
大量使用袁可以实现对化肥尧农药的替代袁并且能在多种作
物上进行整体替代袁达到有机农业不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尧
农药尧生长调节剂的基本要求遥尽管微生物肥有如此强大的
功能袁但目前国内微生物肥料科研尧生产与推广处于割裂状

队伍袁实现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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