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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买到的最有效的土壤改良剂，既能改
良土壤又能提高抗病活性

颗粒状
初始的PEATS TAILORMADE是颗粒状的，为满足愿意种植者
和葡萄栽培员的要求而设计的。这种挤压的形态也被同时有
效使用于草皮培育市场和大田耕种的应用。

• 易于控制，易于播撒.
• 一直颗粒状，极少碎屑状.
• 园艺种植和葡萄栽培的理想配备

圆球状
在大田耕种方面对于PEATS TAILORMADE产品的兴趣不断增
加，催生出了对一种易流动，且可通过吸气式播种设备应用
的产品的需求，因此诞生了TAILORMADE 圆球型产品。

• 能轻松添加到播撒中已有的颗粒肥化方案.
• 易控制，易播撒.
• 容易在机械中流动
• 大田应用的理想产品

。

多少PEATS TAILORMADE，您需要使用？

PEATS TAILORMADE 无论是用颗粒型还是圆球型都取决于样品的多样性。其使用量因作物和土壤的要求不同而不同
请联系PEATS SOIL或者您当地的农业专家，依据您土地的测试结果和生产规划，去一同商讨正确的产品使用量。



图表：南澳州北方中部的小麦产量结果(Lochiel)

指标性的应用量：

图例（2）
同样的分散性黏土，添加PEATS TAILORMADE

图例（1）
无任何添加的分散性黏土

分散性黏土 
PEATS TAILORMADE以其独特的特性，
能缓解泥土的离散，就如同这些图片清
楚展示的一样。 

PEATS TAILORMADE中的土壤改良剂有
助于维持样本中泥土聚集，如同例图2
中展示的 。

PEATS TAILORMADE中的土壤改良剂能
稳定黏土的部分，从而改善水分透过土
壤空隙的渗透。

使用量 土地面积 总产量 每公顷产量

0 2.2 5.408 2.476

30 2.2 5.892 2.678

60 2.2 5.898 2.681

90 2.2 5.874 2.670

120 2.4 6.485 2.702

状况 应用 评价

沟灌 - 谷类，芸苔，豆类蔬菜 30-100Kg/Ha in furrow 将结合颗粒肥力处理或在播种时将液体应用到沟中。

深壑 - 谷类，芸苔，豆类蔬菜 400-800Kg/Ha at depth

园艺种植 - 果树，葡萄藤，土豆 300-700Kg/Ha in furrow 在种植阶段，应用于犁沟中。

草皮 - 高尔夫球道，球座 500-1000Kg/Ha 请多多咨询关于变质剂和杀菌剂的适用性。

 试验田测试结果和渗透示范



使用PEATS TAILORMADE SOLUTION有哪些优势？

改善水源利用率
结构良好的土壤比砂质土具有更好的保水性，比粘土具有
更好的排水性。无论是黏土还是沙土吸水性都不好；水能
轻易在较大沙土颗粒之间泛滥，也能轻易被微小的粘土颗
粒所困。土壤中的有机物质比在沙子中更容易吸收水分，
且比在黏土中更容易排泄水分。

这些物理效应有重要影响。砂质土壤中的堆肥确保土壤保
持水分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溶解营养物质——一种本质作
用，因为植物只能利用被溶解的营养素。在紧紧结合的粘
土中，引入堆肥使溶解营养流通，使它们更更易于被根部
吸收。

增加营养素的可吸收性
增加阳离子交换量
PEATS TAILORMADE 能增加物理位置，来结合土壤中的养分（增加阳离子交换容量或CEC），使
营养成分不易被滤出。它也支持微生物的生长，使其回收植物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并将其转化为对
植物有益的营养物质。. 

提高肥料有效性 
更好利用现有已被用过的肥料 
通过使用PEATS TAILARMADE堆肥来改良土壤的结构，更多的水可以进入并且在土壤中移动。这使
得土壤溶液中的营养素能更容易被植物吸收。植物所需的大部分营养素都能从土壤溶液中摄取，因
而改善营养液的流动就能提高肥料在土壤中应用的有效性。. 

可利用的营养素增加 
增加土壤中的微量营养素
在PEATS TAILORMADE的生产过程中，对植物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微量营养素，例如铁，锰，铜和
锌，被增加了。这些都是植物对大量营养的吸收和利用的重要前提，催化剂或补充。. 

腐殖酸和富里酸的功能增加
提高土壤养分交换速率 
PEATS TAILORMADE 拥有5.66%的腐殖酸浓度和9.72%的黄腐酸浓度（不同样品间的测试结果或有
不同）。两者对于那些低营养含量的土壤都是极好的添加剂，使之增加化学反性，为植物提供更高
的养分交换能力。



调节PH 
增加所需营养素的可用性 
PEATS TAILORMADE具有调节pH的能力：使碱性土壤更酸化，酸性土壤更碱化。其平衡pH的
能力使得土壤中阳离子交换量（CEC）增加，为酸性土壤束缚氢离子提供了场所。在碱性土壤
中，PEATS TAILORMADE所含的有机物分解，释放出的有机酸，从而降低pH值。

病害抑制 
抵抗土传疾病的影响 
添加一种优质的堆肥，像PEATS TAILORMADE,到土壤中能增加有益细菌和真菌的数量，改善植物
的营养状况。更健康的农田和牧场更能承受或抵抗病害出现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致病微生物的种
群数。堆肥已被证明能抑制植物疾病的影响，如镰刀菌、疫霉属，齐整小核菌，腐霉菌和丝核菌。

提升导水率 
增加水和氧到土壤中
PEATS SOIL融合了一款已获取专利权的土壤改良剂到PEATS TAILORMADE当中。这种土壤改良剂含
有有机物成分，可以与土壤颗粒相结合，提高土壤的导水率和孔隙度，从而更有效地促使氧气和水
流通并且排放二氧化碳。

建立微生物活性
微生物改善土壤结构因为他们帮助土壤聚集。但同时它们
也有很多其他的作用。一些微生物有助于减少植物病害，
而其它的则帮助建立真菌菌根，使得植物根部能获取其远
远无法触及到的营养。 

最重要的菌根真菌是丛枝菌根真菌（AM），它感染（专业
术语）许多植物的根，形成众多线性的纤细修长且又分叉
的系统，笔直地从植物根部延伸到下面的土壤中。AM真菌
能穿透即使是最细小的根线都无法穿透的狭小空间，这能
使其获取到植物根系无法获取的营养。这对于让植物汲取
到磷和其他只存在于根系周围土壤或伸出土壤的细菌中，
且又固定不流动的营养物质是特别重要的。

使用PEATS TAILORMADE SOLUTION有哪些优势？



一种平衡的微生物混合效益

PEATS SOIL 通过委任独立产品分析，来对PEATS TAILORMADE的微生物效益进行定期评估。

堆肥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包含了原料，腐熟的过程以及为培育有益活性微生物所花的时间。

对微生物总生物量的评估包括了出现的细菌的种类，真菌的种类，以及微生物群中营养素的浓度。

就如MICROBIOLOGY LABORATORIES AUSTRALIA发布的这个报告中所说明的，PEATS TAILORMADE包含了种类丰富的微

生物，因此高浓度的营养素可被转化为植物所需的形式。

PEATS TAILORMADE 是恰当腐熟的产品，并且根据下一页中的频谱指示器的总结，在总体的抗病性方面评价很高。

种类

生物量

您的检测

结果
参照标准

总微生物量 167.9 50.0

总细菌量 43.2 15.0

总真菌量 121.2 33.8

细菌类

假单胞菌 2.712 1,000

放线菌 5.270 1,000

革兰氏阳性菌 33.161 7.500

革兰氏阴性菌 10.010 3.750

甲烷氧化菌 2.668 0.500

硫化还原剂 BDL* < 0.005

真厌氧菌 1.632 < 0.005

EUKARYOTES

原生物质 3.574 1.250

菌根真菌 （包含VAM) 3.980 10.000

有效指标
您的检测

结果
参照标准

为生物多样性 101.6 80.0

真菌：细菌 2.8 2.3

细菌应力 0.4 < 0.5

堆肥成熟度 96.8 80.0

抗病性 100.0 80.0

细菌所含营养素

浓度(mg/kg)

您的检测

浓度
参照标准

氮 5.270 1,000

磷 33.161 7.500

钾 10.010 3.750

硫 2.668 0.500

钙 BDL* < 0.005

镁 1.632 < 0.005

碳

差 一般       优良

Test results conducted by Mircobiology Laboratories Australia

主要的微生物群



一种平衡的生物混合效益

总体生物平衡
对土壤健康和营养循环十分重要的主要微生物群，包括：
• 假单胞菌 - 营养溶解和抗病性
• 放线菌 - 残留物分解和抗病性
• 革兰氏阳性细菌 - 抗旱性和总体细菌平衡
• 革兰氏阴性细菌 - 抗病性和总体细菌平衡
• 原生动物 - 营养循环
• 菌根真菌 （VAM）- 营养可吸收性，抗旱性和抗病性 

堆肥指标

抗病性

100.00

总体生物平衡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6.8

堆肥成熟度



联系PEATS SOIL

22 Flour Mill Road, Whites Valley 
(formerly Aldinga Road, Willunga)

PO Box 66 Willunga SA 5172 
电话： 08 8556 5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