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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 Simpfendörfer

秘书长

这是生物动力德米特国际联盟自2020年新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出版物。成立联盟的动力之一，是

通过激励和展示优秀实践案例，来促进和支持生物动力工作品质的提升。这本手册即是首个范

例。生物动力农业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运用宇宙影响力创建农场有机体，从而疗愈土地；二

是为人类的精神发展提供食物。生物动力制剂是实现此双重目标的核心要素。

这一点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当制作制剂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原料来自自有农场时，实现了农场个性的表达；农夫们共同制

作制剂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可以用心且精准地制作给土地的良药。

本手册旨在激发所有这些层面的工作，非常感谢Anne和Rolf实现了这一目标。

Christoph Simpfendörfer,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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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and Rolf Bucher
德米特咨询师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实践生物动力农业，每年制作制剂，参加了

许多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农夫会议，和其他农夫一起学习和讨论鲁道夫·施

泰纳的《农业课程》，且每年都参加在瑞士多纳赫举办的国际生物动力农

业大会。

自2012年起，我们作为独立咨询师，开始了在全球教授生物动力农业入门

课程或开展工作坊，主要是在印度或非洲，如肯尼亚或津巴布韦。我们也

结识了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农夫，包括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纳米比

亚、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由此，我们对制剂的认知和视角发生了改

变，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没有任何生物动力基础，没有邻近的志趣相

投的同事，没有机会参加国家性相关会议，没有咨询师可询问，也没有国

家性生物动力协会的情形下，如何启动生物动力工作？一位农夫，或更准

确地说，一群农夫要如何才能了解和实践生物动力？

我们这本手册提供了可实操上手的方案，并配有图片，尤其希望能对

初学者提供帮助。逐步说明了方法和实操，并包括了替代方法。然

而，我们仍想强调，探寻适合自己的方式十分重要。制作制剂是与自

有农场建立深层连接，并找到途径打造一个健康农场的绝佳方式。

Anne and Rolf Bucher,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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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作

制作牛角粪肥制剂，需要新鲜的、形态良好、没有

干草的来自哺乳期母牛的牛粪团。如果没有足够的

哺乳期母牛的粪团，也可使用小母牛的。最好的牛

粪来自在户外草地上放牧的母牛，或饲喂苜蓿加干

草和稻草混合物的母牛。不可以使用过稀的牛粪。

必须清除牛粪中的干草或其他植物残渣。

母牛角

只能使用无任何损伤且形态良好的牛角。牛角尽可

能取自自有农场的母牛。母牛至少已产犊过一次。

牛角里有一个骨质内核，要去掉此核，可将牛角放

在有光照的安全位置，或在堆肥里静置一小段时

间。5至7天后，骨核便会自动从牛角里脱落。产过

犊过的母牛角可从其生育环轻易辨别出来。公牛角

上没有这样的生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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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时间

在北半球的制作时间是9月底至10月底。南半球是

在3月至4月间，有时也在5月份。

填充母牛角

将牛粪填塞入牛角中，可用双手，或借助勺子或刮

勺等。此处要注意，牛粪必须要塞至牛角的顶端位

置。为了避免出现空隙，可在坚固材质上或石头

上，轻敲牛角尖。塞得过满或过少的牛角都不利于

牛粪的转化。对于数量巨大的牛粪，可使用灌肠

机。此处牛粪是被挤压进牛角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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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填埋坑

牛角粪填充完毕后，最好立刻埋入已准备好的坑

内。在田地里、草地上或菜园里，应该很容易找到

合适的位置。选择位置时，要确保避开树木或灌木

的根部区域，因为根会直接生长到牛角中。湿地也

应当避免。

埋放牛角粪肥

填埋坑的深度取决于土壤的质量。如果土壤肥沃，

富含有机质，填埋坑需要50-60厘米深。如果下层

土过于壤土，可先铺一层20厘米厚的优质表土。对

于潮湿且不透水的壤土和降雨多的地区，建议将填

埋坑排干。在极端的重壤土或石质土或降雨较多的

地区，填埋坑也可以挖得浅一些。

牛角间需要有2指宽的间隙，开口端朝下，以防

止水分渗入。每个牛角都要有土壤包围。如有必

要的话，牛角可摆放2-3层，每层之间需有土壤

填充。

然后，再覆盖一层30-40厘米厚的土壤填满坑。只

要所有的牛角都有优良的土壤包围，对于牛角的数

量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在气候炎热的国家，建议再覆盖一层覆盖物。土壤

需保持湿润。

填埋坑应有清晰的标记，最好用四个粗木桩或更大

块的石头。万一这些标记物被移动，绘制地图或拍

照留存也会很有帮助。填埋的牛角数量也应当标记

出来。

如果农夫持续地关注填埋坑，并不时地到地查

看，能促进农夫与制剂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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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牛角粪肥

在北半球地区，牛角在地下要埋放半年之久，直至

来年4月左右。在南半球，牛角通常在4个月之后，

即8、9月间，便可取出来。在取出所有牛角之前，

需要先检查几个牛角粪肥的质量。牛角粪肥应当是

深褐色的、均质的，并有一股好闻的腐殖土或森林

土壤的气味。

如果牛角粪肥仍然潮湿或发绿，或带有牛粪的味

道，则需要在土壤中放置稍微久一些。取出牛角

后，需要小心地清理它们。在石头上轻敲牛角，里

面的牛角粪肥通常可以轻松地取出。相比潮湿的牛

角粪肥，干爽的更易取出。如有必要，勺子、刮勺

或一段铁丝可以帮助取出牛角尖里的制剂。牛角粪

肥需收集在干净的、没有任何土壤的容器内，并轻

轻地将它们揉碎。

在此过程中，细致的处理非常关键。蚯蚓需要移

出。挖出的牛角数量应与埋入时的数量一致。给取

出的牛角粪肥称重，是此项工作最后一步。

不同大小的牛角，所能获得的牛角粪肥的重量也有

所不同，但平均每个牛角可获得60-150克的牛角

粪肥是合理的，单个牛角最多可获得300克牛角粪

肥。

在取出做好的牛角粪肥之后，清理好的牛角最好存

放在牛圈里。在北半球，牛角可反复使用3到5次。

在炎热的和热带的国家，牛角破损地较快，因此不

能反复使用这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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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生物动力制剂是具有活性的物质，因此必须小心地

存放和处理。保存不好会影响品质。细致保存的制

剂可持续好些年，并且品质随着年份增加而提升。

牛角粪肥应存放在陶罐、上釉的土陶器，瓷器或玻

璃容器中，并将其置于黑暗凉爽的地方。容器不得

密闭。

牛角粪肥应始终保持湿度恒定。因此需要定期监

测，尤其在存放初期非常关键。过于干燥的牛角粪

肥可适当湿润。如果牛角粪肥极其潮湿，可从容器

中取出，短暂地进行干燥，但不能放在直射光照下

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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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作

500P是由澳大利亚的艾利克斯.波多林斯基(Alex

Podolinsky)研制而成。特别是将堆肥制剂和牛角

粪肥一起施用在大面积土地上，能起到良好效果。

制作500P，需要以下材料：熟化至少3个月的牛

角粪肥和堆肥制剂。

配方：60千克牛角粪肥，7套(每套2克)堆肥制剂

(502-506)，35毫升(7 x 5毫升)的缬草制剂。

首先，将40千克的牛角粪肥装在陶罐或瓷罐中。

戳出5个围成圈的小洞(约5厘米深)，圆心处再戳

一个洞。将502至506分别放置在外圈的5个洞

里，并将搅拌过的缬草制剂倒入中间的洞里。

然后再将20千克的牛角粪肥倒入其中。最后，将

剩下的缬草制剂均匀地洒在牛角粪肥的表面。

这样处理过的牛角粪肥，必须再经过3个月的腐熟

后才能使用。存放时，应当放在木盒中，并置于凉

爽、干燥、荫蔽的地方。盒子四周需用泥炭或椰纤

维填塞。更多信息，请查看“制剂的保存”一节。

和牛角粪肥 一样，500P需要搅拌1个小时之后才能

使用。500P应当在播种前或在收获季后立即喷

洒。喷洒时，土壤应当是湿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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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作

常精细研磨过的晶体石英(二氧化硅/ SiO₂)是制作

牛角硅肥料制剂的必备原料。为此，可以使用水晶

或纯石英岩。 晶体不应包含其他矿物质。

未有损伤且形态良好的母牛角也是此制剂的必备

原料。用于制作牛角硅肥的牛角应当是新的或仅

用于制作过此种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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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磨出非常精细的石英粉，有几个必须的步骤。大

块的石英要先用重锤砸碎至足够小，以便能用坚固的

铁质研钵进一步碾细。有些人也使用切割过的圆柱型

煤气罐当研磨工具。

有些石英碎片非常锐利：需要戴上护目镜。研磨过

程还会产生微细的粉尘，因此还建议戴上保护性的

口罩。研钵可用一块棉布覆盖住。当使用铁制研进

行研磨时，可能有细小的铁粉残留。要获得纯净的

石英粉，可用强力磁铁将铁粉吸附清除。

研磨之后，石英粉需过筛。粗粒的石英粉还需进一

步研磨，更精细些的也要研磨至呈面粉的质感。传

统石磨、花岗岩石板或玻璃盘(8毫米厚或更厚)可用

于这个过程。注意，用玻璃盘研磨时，可能会污染

石英粉，因此花岗岩石板是更好的选择。石英必须

研磨得足够细小，要达到其粉末可用细密织造的棉

布来过筛的程度。要检查研磨的精细程度，可将粉

末放于牙齿间来测试，如果嚼着还有嘎吱声，则说

明粉末还不够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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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母牛角

将石英粉与洁净的水混合，形成浓稠膏状质感后，

再填塞进母牛角中。牛角需直立摆放。牛角内应避

免出现空隙。一些农夫将较稀质感的石英糊倒入牛

角中，还有些农夫喜欢更浓稠的质感，并用勺子将

其填塞进牛角中。填塞完后，任何多余的水分都会

析出至表面。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或一两

天，这取决于石英糊的粘稠度。多余的水分必须倒

掉，并用石英糊继续填满牛角。在填埋前，石英糊

应具有坚实的稠度。

埋放牛角硅肥

在北半球，牛角硅肥是在3月至4月间制作的，并在

土中埋放半年左右至9月到10月间。在南半球，牛

角硅肥是从9月至10月间一直埋放至来年的3至4

月。

新鲜制作好的牛角硅肥放入填埋坑时，要将开口处

朝下。一些农夫用陶土封住开口处。每个牛角必须

有土壤包围。填埋坑周围要避免任何植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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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牛角硅肥
大约6个月后，便可将牛角硅肥挖出来。需要先

从外部清理牛角。任何位于开口附近的真菌或土

壤都应刮干净，以免取出牛角硅肥时被污染。在

石头上轻敲牛角，里面的牛角硅肥通常可以轻松

地取出来。

不同大小的牛角，获得的牛角硅肥的重量也会有所

不同，但平均每个牛角获得150-250克的牛角硅肥

是合理的，一个大牛角甚至可获得600-700克牛角

硅肥。

保存
牛角硅肥可装在干净透明的玻璃罐中，并放在光线

明亮的地方，以便吸收早晨的阳光。或者，在需要

用时才将其从牛角中取出。牛角需放在明亮、阳光

充足的地方。牛角硅肥绝不应该存放在黑暗中。

只要保持牛角硅肥制剂的干爽，那么它可以使用

很多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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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和喷洒牛角粪肥和牛角硅肥制剂

牛角粪肥和牛角硅肥，这两款土地喷洒型制剂，必

须用水稀释，再有节奏地搅拌一个小时才能使用。

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搅拌，并以不同的方法喷洒。它

们具有补充和增强彼此的效果，因此必须将它们视

作一个整体。这两款制剂是生物动力农业的基石。

有多种多样的搅拌和喷洒方式存在。最恰当的方式

取决于相关的土地面积、气候条件，所需时间，工

人数量等。理想的情况是，这两款制剂都有专属的

用于搅拌的容器和喷洒装备。

搅拌位置

推荐：在户外设置一处永久的搅拌位置。需满足以

下条件：所选位置应位于中心，但足够安静且受到

保护。有直接的水源也十分关键。如果所选之处拖

拉机能通行，并能放置大型水桶，也将十分有益。

将此地设计成一个有树木、灌木和鲜花装点的美丽

区域，可增添一种美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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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质量

只有干净的水可用于搅拌。雨水或泉水是很好的选

择，饮用水或干净的井水也可以使用。水温应当是

微热的。如果有需要，应当将水加热至37℃左右。

手动搅拌的容器

用于搅拌的容器必须是干净的，未被污染过的，

且最好仅仅用于制剂搅拌。理想的容器是木质

的、不锈钢的、陶土/瓷器的，或铜质的。如果

没有以上容器，塑料桶也可以。请注意：塑料微

粒迟早会因搅拌的刮擦而进水里，但即使这样，

也最好使用塑料棒进行搅拌，而非根本不搅拌。

从长远来考虑，应当将塑料材质的容器尽早换成

更合适材质的。

每个容器的高度必须大于其直径。搅拌棒的形状应

是圆柱形或微微的圆锥形。要实现更有活力的搅

拌，需要准备大型容器。要搅拌出良好的旋涡，容

器的容量应当是水体积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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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方法

这两款土地喷洒型制剂均可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搅

拌。对于小体量的制剂液，可用手进行搅拌。有

些农夫使用搅拌刷或搅拌棒这样的工具。如果工

具是悬挂起来的，它需要能移动。使用一个木制

手搅棒，手感会很舒适。一块木头或灌木枝也可

用来作搅拌刷。要确保搅拌刷能轻易移动，从而

简化清洁过程。对于小体量制剂液(最多50升)的

搅拌，一个简单的棍子或小搅拌刷便足够了。想

要机械化的搅拌，专门设计的机器和搅拌棒已被

研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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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动力化

搅拌先从圆桶边缘缓慢但有力的运动开始，直到

逐渐提速至形成漩涡。漩涡应当触及到容器底

部。然后，搅拌过程突然停止，水变成混沌状

态，立刻反方向搅拌至新漩涡形成。漩涡的形成

必须强健有力，从而让水和制剂能充分混合并充

满空气。

所有这一切也有赖于在搅拌者与搅拌过程间，建立

起全面而密切的连接。在整整一个小时内，要有节

奏、不间断地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创建或打破

漩涡。这种搅拌方法既可以在小桶中也可以在大桶

中进行。只要有好的搅拌设备，即使很大体量，比

如150-180升，也可以一个人毫无难度地在一小时

内完成。在搅拌完成后，应立即喷洒制剂。

搅拌制剂时，群体式的共同工作是生物动力的主

旨之一。因此，不同小组的每个组员各有一个

桶，一起来搅拌牛角粪肥或牛角硅肥，是非常棒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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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和喷洒牛角粪肥(500)

用量：每公顷土地使用100克溶于25-50升的水中。

牛角粪肥制剂作用于土壤和植物根部的生长，改

善微生物生存环境，促进腐殖质的形成。随着土

壤结构的改良，土壤能更容易吸收和保持水分及

营养物质。

牛角粪肥每年应至少使用2次，在生长季初期和

结束时。最好喷洒在湿润的土壤上，或在降雨前

使用。牛角粪肥也可在下雨时或下雨后喷洒。请

注意：足够的土壤湿润度非常关键。

搅拌之后，牛角粪肥应直接喷洒在裸土上。对于

草甸或牧场来说，应在植物生长季开始前，和第

一次割草之后进行喷洒。如果要对土壤进行覆

盖，则要在覆盖前喷洒。

搅拌开始前，需将制剂溶于水中，然后不间断、

有力地搅拌一个小时。理想的情况是，在一个稍

阴的天气下，下午晚些时候或夜幕降临前进行搅

拌和喷洒。

在大面积湿润的土地上，牛角粪肥制剂液应以小水

滴的形式尽可能均匀地喷洒。操作方式多种多样。

在小型地块上，通常是用水桶和手刷来进行。灌木

枝或树枝截成合适的大小。手动或电动的背负式喷

洒器需在低压下运行(最大0.5-1巴)。在大面积土地

上，拖拉机或安装有配件的机器都可以使用。事先

需仔细过滤制剂液，以免造成喷嘴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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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和喷洒牛角硅肥(501)

Q用量：每公顷土地使用4g溶于25-50升水中。

作为牛角粪肥的最佳搭档，牛角硅肥可以补充牛角粪

肥的效果。该制剂是在植物每年的生长季期间使用数

次。它能促进植物的新陈代谢和营养吸收，也能增强

植物的抗性，从而提升植株的健康。

相较之下，牛角粪肥的潜在应用较易描述。但提到

牛角硅肥时，则有一定难度。依照不同的使用时

期，牛角硅肥可刺激植株的生长和促进它们的成

熟。在植物最旺盛的生长期喷洒，能达到最佳效

果。

对于谷物，可在分檗期，或茎干拔节和出穗时喷

洒。果树最好在它们的叶子完全长成之后，以及

育果期和成熟期时再次使用。通常而言，牛角硅

肥能提升粮食、豆类和水果的可储存性，且能改

良它们的口感。

不要喷洒幼苗或正在扎根的移栽植物。避免在干

旱时节喷洒。

牛角硅肥的搅拌应在干燥的晴天里，太阳即将升起

或刚刚升起时进行。植物不能是湿润或带有露水

的。牛角硅肥千万不能在降雨前后喷洒。与牛角粪

肥类似，牛角硅肥也要搅拌整一个小时。漩涡的形

成，对牛角硅肥和水的混合及动力化具有重要意

义。501制剂在搅拌后小心地过滤，并立刻喷洒在

植物上。使用时，必须仔细确保喷洒出的液体，尽

可能如雾气般细密。

小型地块上，牛角硅肥可用背负式喷雾器来喷洒，但至

少要达到2-3巴(或更高)的气压。不能使用刷子或灌木枝

来喷洒牛角硅。当使用背负式喷雾器时，长喷头应高高

地成呈半拱形地前后运动，以确保细雾状的制剂能喷洒

得足够均匀。

为了使喷洒覆盖更大区域，可给喷头加装一个延长

管。在果园里，电动背负式喷洒器非常好用。对于

更大的地块，安装了特殊配件的机器能覆盖约10米

或更大面积。当下，不便于通行的土地，可借助无

人机来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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蓍草制剂(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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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蓍草(Achillea millefolium)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可长

至60厘米高。它源自欧洲，如今遍布全球。蓍草能

适应极广范围的气候条件，在草甸、牧场、干草地

或农场都有它的身影。它的花呈白色，有时会带点

粉色，其茎干坚硬且是纤维化的。个体植株间通常

由地下根茎连接在一起。快速延展的根茎能达30厘

米长。

育苗

最简单的育苗方式是使用其根茎。用种子育苗也是

可行的。种子需要阳光才能出苗。轻轻洒些土壤，

但不要完全覆盖住种子。发芽周期：7-12天。

种植

成行地种植根茎，并用2-3厘米厚的土壤覆盖，间

距为20-30厘米。每行植株的间距应在20-30厘米

宽，每处2-3条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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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

相较于洋甘菊和蒲公英来说，蓍草的采收可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应当在晴天的早晨采收花朵。每个花

头直径大概在6-10厘米左右，包含有约100个或更

多的细小花朵。蓍草应当在其盛花期采收。茎干和

叶子需要清除掉。采收之后，应将植物修剪至地表

高度。

有几种采收方式供选择。有些农夫喜欢用小剪刀直

接从花朵下方剪下，这样便没有任何茎干。另一种

方式是采收整个花头，之后再小心地剪掉茎干。
干燥时，必须避免阳光直射。干燥率为4:1。储存

时，可用玻璃罐或纸袋存放。干燥的花朵不应残留

任何水分。建议不时检查采收原料的状况和质量。

无论选择哪种容器存放，原料都应远离动物或避免

霉菌的产生。

动物材料

蓍草应填充在马鹿(Cervus elaphus)的雄鹿膀胱

中。一般来讲，干燥的雄鹿膀胱可从国家性的生物

动力协会或咨询师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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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鹿膀胱

如果有新鲜的花朵可用，必须放得稍微萎蔫一些再

使用，以免悬挂晒干时萎缩太多。如果使用干花，

填充前需要用温热的蓍草叶茶将其润湿。所有润湿

的花朵应充分混合，植物原料不应处在滴水状态。

为了使干的雄鹿膀胱恢复柔韧性，必须将其浸泡在

温水中。几分钟之后，便会变得柔韧可填充了。

要将花朵填充进去，需要用剪刀或锋利的小刀切开

一个约两指宽的开口。开口尺寸应仅能装一个漏斗

的大小。开口可在浸泡之前或之后制作。

借助漏斗，填充会变得很容易且快速。漏斗需有5

厘米长，其开口大小为4-5厘米宽。用手将花朵均

匀地填充进去。一个填充得很到位的鹿膀胱，应当

能展现出其原本自然的形态。填充完毕后，用细绳

封口，四周用绳子缠绕成网状，以确保能安全地悬

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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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完成的鹿膀胱需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悬挂几个

月；例如，在北半球，挂在建筑物朝南一侧的屋檐

下；在南半球，则在朝北的屋檐下。鹿膀胱也可以

挂在鸟笼里，以保护它免受动物的伤害。如果几个

鹿膀胱被挂在一起，不能互相接触，以免导致发

霉。在埋进土壤之前，这些鹿膀胱应当已露天悬挂

至少三个月。将鹿膀胱置于露天悬挂的正确时间取

决于用的是鲜花还是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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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放蓍草制剂

在北半球，埋放鹿膀胱和牛角粪肥，或其他堆肥制

剂，如洋甘菊、蒲公英和橡树皮，是在同一个时

期，也就是9月末至10月间。在南半球，相对应地

则是在3-4月间。

由于在露天悬挂几个月之后，鹿膀胱变得非常干

燥，埋放前必须将其在盛水的桶中浸润，以便让蓍

草花得到很好的湿润。

接下来的一步有多种处理方式。一些农夫直接将鹿

膀胱放入填埋坑中。另一些，尤其是在热带或干旱

国家和地区的农夫，喜欢将其放入未上釉的土陶罐

中再埋放。这样能更好地抵御动物的侵扰。还有些

农夫将罐中的鹿膀胱用肥沃的土壤包围起来，或者

仅将鹿膀胱塞入罐中。一个罐子可以全部被鹿膀胱

塞满。

有些农夫埋放时，罐子开口朝上，用一片瓷砖或平

板石头压口。另一些人则将罐子放置在瓷砖或平板

石头上，开口朝下。还有些人直接将鹿膀胱放在坑

内，并在其周围洒上几铲子的沙，然后在上面放些

树枝，方便以后更好找到。

填埋坑要有30-50厘米深。坑的深度同样取决于土

壤的质量。鹿膀胱或塞满鹿膀胱的罐子四周应有肥

沃的土壤。填埋处也应当明显标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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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取蓍草制剂

在北半球，3-4月间将鹿膀胱从坑里取出来。在南

半球，则通常在9-10月间。鹿膀胱需要非常轻柔细

致地从土中或罐子里取出。它们异常脆弱。鹿膀胱

的表皮通常仅残留下斑驳的几块，而花朵则仍保持

其圆形或椭圆的形状。通常情况下，还能辨别出花

头的结构。外围的土壤也需要极其小心地去掉。一

旦清理干净土壤，就可以打开鹿膀胱了。

一个塞满湿润蓍草花的鹿膀胱，平均重量大约在900-

1200克左右，这取决于鹿膀胱的大小。一个刚刚从地

下取出的鹿膀胱，平均重量在500-600克左右。

最后，可用肥沃的土壤填满整个埋放坑。如果所选位置

很方便，来年可接着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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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甘菊制剂(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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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洋甘菊(Chamomilla recutita)源自中东，如今已遍

布全球，甚至在炎热或热带地区也有出现。洋甘菊

通常作为药用植物来栽培。

洋甘菊是一年生植物，有直立且十分茂密的茎干，

能长至60厘米高。黄色的花头通常被一圈白色的花

冠包围。这种植物拥有纤细的、分叉的浅根。作为

一种先锋植物，洋甘菊对土壤几乎没有任何要求，

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壤中都能良好生长，甚至更喜欢

压实的土壤。高氮环境会使它徒长枝叶，而减少花

朵的形成。洋甘菊喜欢全日照的环境，不耐荫蔽。

洋甘菊的特点

真正的洋甘菊(Chamomilla recutita)同其他洋甘菊

品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中空的花朵基座，

而其他品种都是实心的。

育苗

洋甘菊只能通过播种来育苗，通常是在育苗盘中进

行。当花朵需求量很大时，可直接撒播在苗床上。

千万不要用泥土覆盖种子，因为它们需要光来出

苗。在15-20℃的气温下，通常4-6天后即能发

芽。育苗5-6个星期之后，便可移栽幼苗，每个苗

穴3-5棵苗。种植建议：成行种植，植株间距在10-

15厘米，每行间距25厘米。过宽的植株间距会降低

开花率。

洋甘菊有很强的自播种倾向。 这些幼小植物很容

易直接移植到苗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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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

洋甘菊的花期约有4-6 个星期。随着已盛开的花朵

日益成熟，新的花朵也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当花朵

上所有的花瓣都舒展开时，便可以进行采收。采收

应在晴天的早晨进行。选择好最佳采收时间十分关

键。如果采收得过早，后续花量将会变少。如果采

收得过晚，花头则可能会散落。采收的花朵上应尽

可能没有茎，如果茎所占比例过高，则必须去除

掉。另一种采收方式是用花梳来收集。

如果不需要使用新鲜花朵，可以先干燥它们。干燥

率为6:1。储存时，干燥的花朵可存于玻璃容器或纸

袋中。即使特别用心保存，一年之后它们的质量也

会降低很多。因此建议每年都种植和收集。

动物材料：母牛小肠

此处，使用母牛小肠作为动物原料，且最好来自

自有农场的母牛。制作制剂时，新鲜小肠不一定

总是备有，因此干燥过的小肠也可以使用。在这

两种情况下，新鲜小肠都应清空并用水洗干净。

小肠的干燥

待小肠处理干净后，可将其切分成1米长的小段。

然后将一端系紧，用气泵注满空气，再扎紧另一

头，悬挂起来干燥，以避开动物的侵扰。干燥的

小肠放入温水中便可再次恢复其柔韧性。几分钟

之后，小肠便柔软得可用于填充。

储存时，干燥的小肠必须放入容器中，以防蛾子或

其他动物的破坏。我们始终建议在存放后，不时地

检查小肠的质量。用于制作制剂的动物材料一定不

要存放在深冻冰柜或冰箱里。

不同的时间和方式可用来填充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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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小肠

用于填充洋甘菊的小肠，每段长度应在30-50厘米

左右。填充前，应将一端先系紧。填充之后，另一

端可打结扎紧。

如果有新鲜的花朵可用，必须先放萎蔫一些后再使

用，以防止填充后的小肠萎缩太多。如果使用干

花，填充前需用温热的洋甘菊叶茶将其润湿。所有

润湿的花朵应充分地混合。

至此，花朵便可用手或漏斗灌入小肠中。借助漏

斗，填充会变得很容易且快速。漏斗需有5厘米

长，其开口大小为4-5厘米宽。漏斗也可使用PET

塑料瓶来制作，将其瓶颈端剪切下来。

用手将花朵均匀地灌入小肠中。必须仔细操作，

以保证花朵均质分布，并紧紧地填充在小肠里。

和蓍草制剂类似，需将小肠悬挂在阳光充足的地

方，至少3个月之后才能埋入土里。对于将其悬

挂在空气中是时间，这取决于使用的是干花还是

新鲜花朵。

或者，小肠也可以在填充完之后，即刻埋入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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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放洋甘菊制剂

在北半球，埋放洋甘菊制剂和牛角粪肥，或其他堆

肥制剂，如蓍草、蒲公英和橡树皮，是在同一个时

期，也就是9月末至10月间。在南半球，相对应地

则是在3-4月间。

由于几个月之后，小肠在空气中变得非常干燥，埋

放前必须将其在盛水的桶中浸泡，以便让洋甘菊变

得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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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取洋甘菊制剂

在北半球，通常在3-4月间将母牛小肠从坑里取出

来。在南半球，则通常在9-10月间。小肠需要非常

轻柔地从土中或罐子里取出。通常这层动物外皮还

是完好的。要小心地清理掉外层泥土，以免和制剂

混合在一起。然后，可以将外皮小心切开，取出里

面的制剂。视转化程度而定，洋甘菊的结构和颜色

或仍可见。通常这个制剂带有微弱的洋甘菊花香，

偶尔还有些微酸的气味，但很快会消散。如果制剂

过于潮湿，可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干燥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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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荨麻(Urtica dioica)是一种多年生植物，源自欧

洲，北美和亚洲，并已引入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种

植。如果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它能生活在高温之

下。该植物直立生长，能长至150厘米高，具有结

实的、纤维化的茎。荨麻是雌雄异株植物。它那白

绿色的花朵通常小而不起眼。荨麻属之所以较为人

知，是因为其带刺的绒毛能引起皮肤瘙痒和疼痛。

由于其广泛延展的根茎，荨麻能在很大区域内生存

着。作为一种喜氮植物，它在厚重、肥沃、含氮高

的土壤中能繁茂生长，且喜欢全日照环境。

在东非，本土荨麻(Urtica massaica，左下图)被用

来制作制剂。在北印度，也用本土荨麻(Urtica

parviflora，右下图)来制作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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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

由于荨麻在全世界广泛分布，因此在许多地方并

没有种植的必要。如果需要种植荨麻，可以轻松

地用根茎来种植(10-15厘米长)。用种子育苗也是

可行的。

种植：成行地种植根茎，并用5厘米的土壤覆盖。

行间距为25-30厘米。每行植株间的距离为20-30

厘米，每个苗穴种植3个根茎。

播种：用育苗盆来播种。表层撒上少量土，但不要

覆盖住种子。大约5-12天后出苗。其出苗率非常

低，平均约50-60%。

采收

建议戴上保护性的手套。荨麻最好在晴天早晨，其

开花季开始前采收。该植物从下端逐渐往上开花。

剪刀、镰刀或长柄镰刀都可用来采割。

荨麻可从枯黄或有斑点的叶片之上开始采割。过粗

的茎干较难分解，因此建议采下叶子及仅适用上段

较柔软的部分。或者，只采收上端30-40厘米的部

分，并即刻将残余植株割掉。

如果新鲜荨麻不可以使用，可以先干燥储存。干燥

率为6:1。

将荨麻割至地表高度后，能很快又茂盛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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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在早晨采收的荨麻，可放置于半荫蔽环境下，枯萎

至下午。如果使用干燥的荨麻，需在埋放前用温热

的荨麻叶茶将其濡湿。

制作荨麻制剂，不需要使用任何动物材料。

一些农夫将荨麻放在木质水果框中。水果框需要用

粗麻布袋或麻布包裹起来，并将其用一层薄薄的泥

炭土与土壤隔开。其他农夫喜欢将荨麻装在未上釉

的土陶罐或陶管中。

无论选择哪种容器，荨麻都应当均匀地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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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放荨麻制剂

有些农夫埋放时，罐子开口朝上，用一片瓷砖或平

板石头压口。另一些人则将罐子放置在瓷砖或平板

石头上，开口朝下。陶管的开口很容易用陶制盘或

类似的材料的封住。

不同于其他制剂，荨麻制剂需要在土壤里埋放整整

一年。当计划制作量时，需要考虑到一年之后，仅

有很少量的物质残留。

挖取荨麻制剂

12个月之后，制作好的荨麻制剂便可挖取出来。此

时，荨麻残留下的物质已非常少。此处也同样要仔

细处理，确保制剂中不掺杂进土壤或泥炭土。该制

剂呈深黑色，残留的茎干仍可见。在将制剂装进容

器前，可将其中的茎干处理成更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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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大约有400-500种落叶乔木或常绿乔木归于栎属。

它们广泛分布在欧洲、美洲北部和中部、欧亚大陆

的大部分地区、中国、东南亚、地中海的部分地

区，也包括北非。栎属植物也被引进其他国家和地

区，比如澳大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

欧洲白栎(Quercus robur，中文俗名也叫夏栎)喜

欢生长在肥沃、营养丰富、水分充足的黏土中。当

树龄较小时，可接受半荫蔽的环境，随着树龄增

长，则需要充足的阳光。橡树能长至35米高。它们

是长寿型的树木，能活几百年之久。

在北美，常使用本土的白栎(Quercus alba)。在北

印度，则常使用本土品种(Quercus dilatata)。

育苗

在北半球，成熟的橡子会在10月掉落。最好在这个

时节收集和种植橡子。在播种后大约4-6星期之后

发芽。

译者注：中国的栎属品种，北方常见的有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 、 槲 树 (Quercus dentata) 、 蒙 古 栎 (Quercus

mongolica)和辽东栎(Quercus wutaishanica)等，南方有枹栎

(Quercus serrata)等。栓皮栎木材常用于制作酒塞，其中蒙古栎

和辽东栎与国外品种最为相似，但也有待于检测这些树皮的成

分，比如单宁含量，以及和国外品种做对比。中国自然标本馆

(www.cfh.ac.cn)是国内检索植物及确定植物汉语名称的权威网

站。在植物标本库里，这几种橡树都有众多详细图片，可供大家

分辨认识。

http://www.cfh.ac.cn/Spdb/10965.sp
http://www.cfh.ac.cn/Spdb/10965.sp
http://www.cfh.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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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橡树皮

制作制剂505需用到橡树皮。所选橡树不应过

老。有几种方式来收集橡树皮。

最常见的方式是从活树上直接取树皮。橡树树干的

直径应至少有25-50厘米。在取树皮之前，应当用

铁丝刷彻底地清洁树干，清除地衣或青苔。

一块干净的布可环绕在清理过的树干上，以便收集树

皮。借助双柄刀或木挫刀，小心地收集树皮外层。注

意不要刮取太多，以致于伤害到树木。

使用精细的磨碎器或一把粗锉刀，可收集到很细腻

的最外层树皮，再用布收好。另一种可行的方式是

用双柄刀从树皮上直接刮下薄薄的一层。然后再用

铁质研钵或咖啡研磨器将其再磨成粉末。

另一种做法是从树龄较老的树上锯下一段直径为

15-25厘米的枝条。树皮可稍后再刮下来。此处，

同样需要先用铁丝刷清洁枝条。再用木锉刀或粗锉

刀将树皮收集在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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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材料：家畜头骨

橡树皮是填充在一种家畜的头骨（骨质容器）中。

母牛、马、绵羊或山羊的头骨都可以。母牛头骨平

均能装250克的橡树皮，绵羊或山羊平均装90克，

这完全取决于动物体型大小。如果可能的话，头骨

最好来自于自有农场的动物。

有两种选择来使用头骨。要么用新鲜屠宰的头骨，

并立刻装入橡树皮，要么在填充前先清洗一遍。

如果使用新鲜头骨，需将颅腔内清空。这一步可借

助于小型工具和清水。

要清除头骨上的肉，先在堆肥中放置几天，要避开

流浪狗或老鼠的侵扰。堆肥里的生物活性能确保头

骨在很短时间内便被清理干净。又或者，新鲜的头

骨放在装有木屑和堆肥的塑料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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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头骨

在北半球，9-10月间将橡树皮填充进头骨中。在

南半球，则相应地是在3-4月间。

填充之前，需用水将细致研磨过的橡树皮润湿。通

过枕骨上的孔，可用手或漏斗将橡树皮灌入颅腔

中。必须避免空腔。最后用一小块骨头封住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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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放头骨

填充完成后，需将头骨埋入土中。有几种方法已被

验证是有效的。头骨可放置在木桶之中。如果没有

木桶，塑料桶也是可行的。容器的底端要有一个可

封口的排水口。雨水槽很适合作为入水口。

T桶内装上一些半腐烂、稀泥般的植物材料和一些

泥土。腐烂的植物材料要完全包裹住整个头骨。一

些沉重的石头可放在最上面。

接下来的几个月，桶内需有水规律地流入和流出。

雨水是最佳选择。

把头骨放置在一个特别创建的水流之处也是可行

的。必须保证水能规律地流入和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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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取橡树皮制剂

在北半球，通常在3-4月将头骨从桶中取出，南半

球则是在9-10月左右。在取出里面的橡树皮制剂之

前，头骨上的泥土必须完全清理干净。借助于铁

丝、长钉子或其他小型工具，很容易将制剂从颅腔

内取出。

或者，可以锯开头骨。使用锯子时，需小心地清理

掉产生的细小锯末。

制剂应当是棕红色的，且足够的湿润。

在大多数地区，动物头骨都很容易获得，因此每年

都可以使用新头骨。如果这难以办到，仔细清洁过

的头骨可保存至第二年使用。但是，头骨不能保存

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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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一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具有粗壮、不分枝的主根。它有一丛玫瑰型的

基底叶子，光滑、中空的茎，有一个单生的金黄色

头状花序，花朵仅包含舌状花。此植物的所有组成

部分都含有一种牛奶般的汁液。

蒲公英喜阳，能在各种土壤中生存，但最喜欢黏

土。富氮的草甸或牧场也是它们所喜爱的。

它们原本广泛分布在温带气候地区，现在全球不同

气候带都有它们的身影。只要土壤足够湿润，它们

甚至可以生活在热带。

育苗

最简单快速的育苗方式是使用根茎切块。根茎切块

需至少有铅笔粗，大约5-10厘米长。切块可放在种

植沟中，覆盖5厘米厚的土壤。植物和行间距均在

20-25厘米左右。蒲公英也可以用种子培育。发芽

时间约7-10天。播种时仅需覆盖些微土壤，并轻轻

按压。蒲公英能非常活跃地自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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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
当清晨的阳光照射下来时，蒲公英的花朵便开始

绽放。随着温度上升，光线变强，越来越多的花

朵迎光怒放。晴天里，花朵在中午时很可能就闭

合了。

由于绽放的花朵会很快结籽，因此有些原则需严格

遵守。用于制作制剂的，只有采收“中心还未打开”

的蒲公英花朵。最佳时机是在花朵刚绽放时，也就

是说它们还未绽放完全时。

气候和温度的不同，开花时间也会不同。在炎热暴

晒的日子，上午早些时候，大约8:30-9:30之间便

要采收。到了中午时分，花朵已经开始闭合。在其

他地区，可在上午10：00左右进行。

如果采收得太晚，花朵已完全绽放，它们将开始长

出白色蓬松的籽头。这并不适用于制剂制作。即使

在干燥阶段，太晚采收的花头也可能开始结籽。

大多数情况下，制作制剂要用干燥的花朵。为此，需要

将它们摊开在通风的地方阴干。干燥时翻动它们也是有

必要的。干燥率为5:1。

新鲜采收、微微干燥的花朵，可立即用来做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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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材料

动物材料最好来自自有农场。制作蒲公英制剂有两

个选择。第一种是所谓的大网膜 (Omentum

majus)。大网膜包围着内脏。它有类似围裙状的结

构，从胃部悬垂下来。去掉脂肪较多的部分。脂肪

厚的位置会给制剂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不能使用(左

下图)。

使 用 包 围 着 小 肠 的 肠 系 膜 (Peritoneum

intermedium and P. viscerale)是另一个选择。附

着在小肠的肠系膜是双层腹膜。将其从小肠位置分

成两半。将腹膜分开，可将小肠拉扯出来。

两人一组来处理会容易很多：一人握着腹膜端，一

人小心地将小肠拉出来。现在，你就有了用来填充

蒲公英的“口袋”了。

干燥动物材料

25 x 25厘米或35 x 35厘米的大网膜需在空气中干

燥几天。肠系膜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的干

燥，必须用新鲜的细枝条撑开成易于后期填充的口

袋状，且要阴干。其他关于干燥和储存的建议，请

参考“蓍草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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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动物材料

如上面所讲，新鲜的或干燥的蒲公英花和动物材料

都可以使用。如果用新鲜的花，需些微枯萎后，再

填充在动物材料中。如果使用干花，需要事先用温

热的蒲公英叶茶来润湿。要确保它们没有浸湿。润

湿的花朵应充分地混合。

填充大网膜

新鲜略枯的花朵，或湿润的花朵应压紧成球状，再

用一块大网膜包裹起来。用绳子将包裹好的花球捆

扎好。包裹的大网膜应只有一层，否则过厚会延缓

里面花朵的转化。

填充肠系膜

肠系膜很容易填充，将花压紧成球状后，装入肠系

膜口袋里即可，整个花球如被一层皮肤包裹。

如要即刻将其埋入地里，因为有膜包裹住内部材

料，则不需要干燥的过程。如果要将花球悬挂一

段时间，必须用绳子四面捆扎，以确保能稳妥地

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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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蓍草和洋甘菊制剂一样，蒲公英制剂也要悬

挂在有阳光的地方。要防止动物的侵扰，并在空

中悬挂至少3个月，才埋入土中。

或者，大网膜和肠系膜可在埋放时才填充。

埋放蒲公英制剂

在北半球，埋放蒲公英制剂和牛角粪肥，或其他

堆肥制剂，如蓍草、洋甘菊和橡树皮，是在同一

个时期，也就是9月末至10月间。在南半球，相

对应地则是在3-4月间。

由于几个月之后，大网膜或肠系膜在空气中变得

非常干燥，埋放前必须将其在盛水的桶中浸泡，

以便让蒲公英变得湿润。

蒲公英花球可直接放入挖好的填埋坑中，或放入

未上釉的陶罐并封口。坑中应填满肥沃的土壤，

并做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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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取蒲公英制剂

在北半球，3-4月间将制剂从坑里取出来。在南

半球，则通常在9-10月间。

制剂需要非常轻柔地从土中或罐子里取出。要小

心地清理掉外层泥土，以免和制剂混合在一起。

通常这层动物外皮还是完好的。然后，可以将外

皮小心切开，取出里面的制剂。花朵的黄色仍然

可见。如果使用了脂肪较多的部位，蒲公英的转

化率将没有那么好。有时制剂会散发出一股酸酸

的气味，但很快会消散。如果制剂过于潮湿，可

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干燥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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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缬草(Valeriana officinalis)源自欧洲和亚洲，生长

在全日照和半荫环境中，最常出现在溪流边、潮湿

的草甸上和森林边缘。

在欧洲，缬草的开花季是在夏天的6月至7月间。它

是典型的长日照植物，也就是说每天需要长时间的

日照(14个小时或更多)和短暂的黑暗才能开花。短

日照能促进枝叶的生长，但会推迟花期。在日照较

短的地区，如赤道边，缬草枝叶长得很繁茂，但不

会开花。

缬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能长至100-160厘米高。

它的白色或粉色、馨香的花朵要到第二年才开放。

在第二年的营养生长期，每棵植物都会长出好几个

根茎。新植株会从这些根茎中冒出来，而枯萎的植

株便会死去。

育苗

缬草通常是播种培育。种子需要阳光才能发芽。播

种后撒一层薄土，但不要完全覆盖种子。发芽期为

7-12天。种子仅能存储很短一段时间。一年之后种

子发芽率通常低于5%。为了育苗，也可使用根茎。

种植

缬草几乎能在所有类型的土壤中生存。然而，由于

它的根茎很浅，且喜欢湿润的环境，因此需要仔细

挑选栽种位置。

起初，幼苗生长十分缓慢。10个星期之后，待根茎

发展得更丰富健壮，才能移植。植株间距为

40CM，每排每穴仅种单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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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

采收需在晴天的早晨。最好是当所有花朵都绽放

后才收集。采收的花朵要尽可能没有任何枝干，

可直接用手采或借助剪刀。如果采下太多枝干，

可之后再清除。如果仅需要使用花瓣，可现场把

花瓣捋下来。

花朵的干燥

如有必要，需要将花朵进行干燥处理。干燥率为

6:1。如果将其放在黑暗、凉爽的地方，可存储一

年。一年之后，花朵质量会下降很快。

制作缬草制剂

缬草制剂的制作有多种方式。为了能更长时间地保

存制剂，使用干净的工具和器具，极其仔细地处

理，非常关键。灌装好的瓶子应尽可能少地接触空

气，以免造成氧化和引起微生物滋长。

不同方式会制作出不同的色彩和芳香浓度。无论使

用何种方式，干净利落的处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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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

新鲜采收的缬草花用研钵或杵捣碎。植物浆装在

一个大大的干净玻璃容器中。称量后，将两倍重

的水加入其中，也就是说，每100克缬草花浆需

要200克的水。然后将罐子密封并放在明亮的地

方，但不要让阳光直射。日出和日落时分，缓慢

轻柔地搅拌一分钟。搅拌之后，再将罐子密封。

罐子的大小要能适合搅拌操作。3.5天之后，用一

块干净的布过滤出缬草汁。在接下来的3.5天里，

日出和日落时分要缓慢旋转容器一分钟。第7天

这个过程结束时，便可以装瓶存储了。

第二种方式

如果没有新鲜的缬草花可用，也可使用干花来做制

剂。混合比率为10克干花用100克的水。干花捣成

细腻的粉末，和水混合后，倒入玻璃瓶中。然后在

明亮的、非直射光的地方放置7天。日出和日落

时，缓慢地旋转瓶子。7天之后，用干净的布过滤

出缬草汁，这种棕绿色的液体便可装瓶储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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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式

依照波多林斯基研发的方式，仅使用花瓣，而非

整朵花。将瓶子的1/3都装满花瓣，然后用雨水

或干净的水与其充分混合。为了让产生的气体可

以排出，不能将瓶子盖得过于严实。瓶子应悬挂

于树上，在半荫蔽的地方悬挂10-14天。之后，

便可以将液体过滤，并灌瓶储存。

第四种方式

采收之后，立刻压榨花朵，并挤出新鲜汁液。切碎

机可用于切碎花朵。使用小型的机械榨汁器或果汁

机来榨汁。所得汁液最好用干净布过滤后再灌瓶。

保存

最好用棕色瓶来存放缬草制剂。瓶子应放在黑暗凉

爽的地方。用泥炭或椰纤维来做隔离是没有必要

的。在灌瓶后的第一个星期，发酵会产生气体，必

须排放掉，所以最初瓶子不能盖得过紧。在存储的

第一个月，需要不时地对其进行排气处理。当气体

不再产生后，必须将瓶子拧紧。

存储期间，制剂表面会生成一层酵母。可以很容易

将其去除掉。如有必要，可再用细筛过滤一遍。

如果制作得好，且存储得当，缬草汁能存放许多

年。每年都需要检查它们一次。变味的液体可倒在

堆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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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制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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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堆肥

堆肥制剂包括蓍草制剂、洋甘菊制剂、荨麻制剂、

橡树皮制剂、蒲公英制剂和液体的缬草制剂，是用

于肥堆，牛粪堆，液粪或家畜家禽的厚垫草堆。

每种制剂都有其独特的效果，能在堆肥过程中或

之后在土壤里发挥其效用。堆肥制剂不只作用于

堆肥上，还作用于被施肥的土壤和生长在堆肥上

的植物。

当选择合适的位置时，要考虑不同的层面。选择的

区域应当稍微抬高以避开雨洪。半荫环境是最理想

的。直接将堆肥堆设在树下是危险的，因为树根会

生长进堆肥里，并消耗其中的营养。如果可能的

话，堆肥也不能放在水泥地面上。

堆肥可采用许多不同方式来构建。一个肥堆，可以

是很长时间慢慢积累起来的，也可以是所有材料一

次性码齐，并在一个专门的堆肥日里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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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刚好有。所以需要花

很长时间慢慢积攒和堆放。所有植物材料、动物

粪便、木屑和农场其他的有机废料都是适用的。

需要小心确保堆肥维持良好的湿度。堆肥永远都

不能过干或过湿。要实现所有材料的良好转化，

各材料恰当的配比很关键。一旦肥堆或粪团达到

最佳分量和高度，就可以进行堆肥和覆盖了。



65堆肥制剂的应用

放入堆肥制剂

对于1.5-2米宽，1.5米高及5-10米长的堆肥，一

套堆肥制剂(每种2克和5毫升的缬草汁)便足够

了。使用一根削尖的木棍，按有规律的间隔，在

堆肥堆中斜戳出大约50厘米深的洞。对于小型堆

肥，洞与洞的间距应该在0.5-1米左右，对于更长

些的堆肥或干草堆，可采用1.5M-2.5米的间隔。

这些洞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要么在肥堆的两

侧，要么在其顶端。参考图示。

502 蓍草制剂

503 洋甘菊制剂

504 荨麻制剂

505 橡树皮制剂

506 蒲公英制剂

507 缬草制剂

502 505

503 506

504

502 504 506

503 505 507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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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堆肥制剂的用量大小正好可用拇指、食指和

中指捏住，即大约为半茶匙。需用质量上乘的土

壤或堆肥包裹，搓成丸子再丢进洞里。然后再用

泥土或堆肥将洞填实封住，这样制剂便能和整个

肥堆更紧密连接，并且没留下任何空隙。5毫升

的缬草汁用3-5升的温水搅拌10-15分钟。部分液

体倒入专门为它准备的洞中，当所有洞都填实

后，剩下的缬草汁均匀地洒在整个肥堆上。有些

农夫喜欢将所有缬草汁直接洒在肥堆上，而非部

分放入专属洞中。喷洒时，最好用一个水桶和手

刷，或借助于背负式喷洒器。最后，肥堆可以用

草料，干草，叶子或其他有机材料覆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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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带或热带气候地区，采用了不同的堆肥方式。

植物原料和动物材料是在不同时间分别收集的，然

后在一个特定日子集中在一起。不同植物材料、动

物粪团、灰烬、矿石粉或凿井粉，石灰粉等分别放

入堆肥的不同层里。通常动物粪便事先在盆中或桶

中和水搅拌成稀泥状，再洒在肥堆里。

当肥堆做到一半高度时，“制剂球”便放于之上。继

续叠加堆肥材料，直至最合适的高度。最后，将搅

拌好的缬草汁洒在堆肥上，再用有机材料覆盖住整

个肥堆。

如果有必要，需要翻动肥堆，并再次加入制剂。

在温暖的地区，第一次翻堆及添加制剂可在4-6

个星期后进行。3个月后，堆肥便可使用了。在

其他地区，则需要更长时间。

厚垫草堆、液体粪肥或混合粪肥泥浆的

制剂使用

如果用制剂处理厚垫草堆，能给它们的发酵过程

带来良好的影响。除此之外，还能减少难闻的气

味。同长肥堆一样，也可以间隔3-4个星期来使

用一次。

堆肥制剂也可用于液体肥或植物茶中。一种可行

方式是将每种制剂做成土球，再放置在粪坑里。

或者，也可以将制剂502-506分别包在一小块布

中，然后系在一个木十字架上，最后系上小石头将

其沉下去。

用前述的方式搅拌缬草汁，然后直接倒入粪池或粪

肥泥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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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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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制剂

生物动力制剂是具有活性的物质。要获得极佳品质

的制剂，需要上好的植物原料和动物器官，确保完

整充分的制作过程和优质的埋放和存储条件。

为了保持制剂的效果，必须细致入微地用心保存，

否则它们的效果将会大大降低。

保存期间，制剂也会有所变化。因此，建议定期

进行检查，尤其在挖取出来之后的前几个星期。

它们的湿度、气味和质感是其质量的重要指标。

过于干燥的制剂，可用干净的水湿润，过湿的则

可以放在阴凉处干燥一段时间。粗陋的保存对其

效果有极大的损害。

有些制剂是无味的，有些带有微弱的气味。它们

的色彩也各不相同。牛角粪肥通常都是深黑的，

其他堆肥制剂主要是褐色的，橡树皮制剂带一点

红色。若有几只小虫子，也无关紧要。用手把它

们捉出来，并放入肥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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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剂应保持微微湿润的状态，也可以将其转变

成胶质状。这类制剂的质感是柔软且可塑形的，有

很大的储水能力。然而，这一方式需要一些经验，

且更加细致，尤其在挖取出来后的前几天。

存放位置
安静、凉爽和整洁的地方是适于储存的。不建议使

用放置机器或设备的空间。

有时，也可修建专属的储存空间。

牛角粪肥(500)和堆肥制剂(502-506)

的保存
这些制剂需放在黑暗凉爽的地方。每种制剂都要分

别存放，且四周都有泥炭土或椰纤维。瓷器、土陶

器、上釉陶罐或玻璃容器都可以。未上釉的陶罐会

吸收制剂中的水分，因此不建议使用。容器的大小

和数量取决于你的制剂的需求。小容器的开口应当

是方便取出制剂的大小。

不要将罐子完全密闭，制剂需要能够“呼吸”。罐子

上使用的标签，应当即使几个月之后，仍然清晰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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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容器都是存放在木箱中。在里面，每个

罐子必须全方位，包括下面和顶部都有一层约10厘

米厚的泥炭土(泥煤苔，泥炭藓)或椰纤维。这两种

填充材料都耐存放且具隔离性，并经实践验证有

效。混合使用这两者也是可行的。泥炭土和椰纤维

需保持干燥。湿润的泥炭土可在阳光下干燥几天。

湿润材料会使木箱受潮，也影响其绝缘性。

注意，制剂千万不能与泥炭土或椰纤维有直接接

触，或误碰到一起。

在有白蚁出没的地方，木箱必须用砖砌箱或石板

箱代替。放置其中的陶土容器也要全方位用椰纤

维包裹隔离。将装有制剂的玻璃容器放入这些陶

罐中。

不论使用何种方式储存，都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

制剂必须始终全方位的、有同等的保护和隔离，尤

其是覆盖容器顶部的位置。由于使用的原因，罐子

上面中心部位通常没有多少泥炭土覆盖，这与确保

制剂品质的最佳储存原则是相违背的，因此必须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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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箱示例

储存箱的大小取决于制剂的多少和储存罐的大小。

箱子应当足够存放1个或多个容器。双层箱子，两

层之间有10厘米的空间是最理想的。空隙处填满干

燥的泥炭土或椰纤维，以确保制剂所有方位都是隔

绝状态。箱子的盖子也必须是双层的，且同样需要

填满泥炭土或椰纤维。这样的箱子非常适合分开存

放制剂或更大量的牛角粪肥。

或者，箱子里可设置专门存放堆肥制剂的小隔箱。

小隔箱的大小同样取决于制剂的多少，但必须与箱

子的尺子相匹配。此处，每种制剂也要分开存放。

当然，不同“年份”的同品种制剂可以装在同一隔箱

内。

请注意：每个隔箱都需要全方位置于泥炭土或椰

纤维中，也就是说，底部、四个侧面和顶部。

可以轻松地使用槽舌和槽板来组装一个木箱。

请注意：一段时间之后，木箱和盖子间的泥炭土和

椰纤维会落到侧面，形成空隙，使得隔绝不完整。

因此，需要定期查看隔离状态，有必要的话，再进

行填充。

妥善保存购买的制剂也非常重要。要么买回时立刻

使用，或者存放在制剂盒内，并装在合适的箱子

里。如果无法妥善保存购买的制剂，也决不能放置

在存储箱之外超过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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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硅肥(501)的保存

牛角硅肥可以装在干净透明的玻璃容器里，并存放

在明亮干燥的地方。让其在窗台上享受早晨的阳光

是非常好的选择。强烈的午间直射光需要避免。可

以让牛角硅肥一直保存在牛角中，直至使用时才取

出。装有制剂的牛角也应当放在明亮阳光充足的地

方。

请注意：牛角硅肥决不能放在黑暗的地方。只要制

剂保存在干燥明亮的地方，可以使用很多年。

缬草制剂(507)的保存

新鲜制剂需要装瓶。瓶子应存放在黑暗凉爽的地

方。在装瓶后的前几个星期，会有发酵的气体产

生，必须释放掉，所以起初不能盖得太紧。或者存

储初期，可以定期给瓶子放气。当不再产生气体

时，要拧紧瓶盖。如果使用的发酵专用瓶盖，则气

体可以自动排出，且不用担心空气的进入。

每年需要检查库存质量一次。

存放期间，液体上层可能形成一层酵母菌。可以轻

松地去除它们。如果有必要，应当用干净、细密的

筛子重新过滤制剂。

如果制作良好，且储存得当，缬草制剂可存放很长

一段时间，且能经年保持缬草花朵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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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或Fladen的保存

制作好的CPP制剂可立刻使用，或存放在黑暗凉

爽的地方。大型的陶壶或罐子尤其适合它。存放

期间，应密切关注，保持制剂稳定的湿润度。如

果可能的话，应在6个月内使用完制剂。

留下记录

不论你是否面临要做转换计划和申请认证过程所要

求的文件记录，都建议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关于你的

所有制剂的重要信息，比如制剂的来源、采收时

间、制作时间、分量和质量、埋放坑的位置，挖取

时间，存放、天气条件和特别的观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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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荆制剂(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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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问荆 (Equisetum arvense)是一种不开花的植物，

通过孢子繁殖。木贼属可适应很广范围的气候和土

壤条件，但更喜欢湿润、压实的土壤。该植物会生

长出很深的、一大丛的根茎系统，可纵向、横向伸

展达好几米远。由于它们能从这些根茎上迅速繁殖

出来，因此很难让它们圈囿在一处生长。

在欧洲和北美，营养良好、带有孢子的茎干在3-4

月间生长，接着长出绿色、不能繁殖的茎干。绿色

茎干能长至20-50厘米。

问荆(Equisetum arvense)决不能同其他木贼属的

植物混淆，别的品种并不适合做制剂。犬问荆

(Equisetum palustre)甚至有毒，它通过自己中空

的茎干伪装起来。

------

译者注：我们常说的木贼，其拉丁文名为Equisetum

hyemale。上文中提到的两种木贼属植物与常说的木贼，在

植物标本库里都有众多详细图片，可供大家分辨认识。

采收

绿色茎干可用剪刀或小到从地面上部分直接切下。

新鲜的即可用，但通常都需要经过干燥。干燥时，

将它们铺开在荫蔽的地方。干燥之后，问荆应还是

绿色的。干燥率为5：1。干燥的问荆可保存一年，

之后便会失去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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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荆茶的制作和使用

作为一种防护制剂，问荆的特点具有较高的硅含

量，因此特别适于预防真菌类疾病。当喷洒时，土

壤应该是湿润的。通常是在种植前进行喷洒。在欧

洲和北美，是于11月-3月间在裸土上喷洒的。

在1公顷的土地上，需要100克的干问荆或500克的

新鲜问荆。只要植物是干燥的，可切碎成小块。在

使用前，切碎的小块还可继续磨制成细腻的粉末。

100克干燥的问荆需在4升干净的水中浸泡一天。第

二天，煮开之后，盖上盖子再小火焖煮60分钟。问

荆茶必须放置降温。在喷洒前，过滤出汁液，并加

水稀释。好的稀释比率为1份问荆茶加入9份的水。

混合后可搅拌20分钟再喷洒。

背负式的喷洒器较为合适。更大面积上，是用拖拉

机牵引的喷洒器来进行的。建议连续喷洒三天。

除此之外，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在柔弱植物的生长

初期，也可用问荆茶喷洒。还可以加在果树的树糊

中，参见“CPP的应用”一节。

替代植物：木麻黄，吹哨的松树

木麻黄(Casuarina equisetifolia，中文俗名也叫木

贼麻黄)是一种常绿树木，能长至10-25米高。它原

本的栖息地从东南也一直延伸至澳洲。这个品种已

被引入美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木麻黄可作为问荆

的一种替代植物。

将1千克干燥的木麻黄针叶加入10升的干净水中，

并煮1个小时。然后用50克的木麻黄汁液与10升水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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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制剂或弗拉登制剂

这款制剂是由一位生物动力运动先锋—马克思·卡

尔·施瓦茨(Max Karl Schwarz)于上世纪30年代研

发的。其他的改进来自于玛利亚·图恩(Maria Thun)

和彼得·普罗克特(Peter Proctor)。今日，这款制

剂被称作CPP或弗拉登，在温带及热带国家的生物

动力农夫中尤为流行。

该制剂能促进土壤中、堆肥里和粪肥中的有机质转

化为腐殖质。它能改良土壤活性，改善土壤结构和

保水能力，尤其能提升微生物的活跃性。在帮助植

物获得营养和提升其抵御病虫害方面，细菌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

制作CPP的配方十分丰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方

式。该制剂以其简单的制作过程和多种用途而著

称，在堆肥制剂不够的国家尤为有益。接下来的文

字仅描述的温带和热带气候国家的CPP制作。在温

暖的地区，全年都可制作CPP。

材料

除了母牛粪，磨碎的蛋壳、玄武岩粉和堆肥制剂

(502-507)，都是制作CPP需要的材料。理想的

情形是，生物动力农场是一个闭环的农场有机

体，因此母牛粪最好来自于自有农场，如果可

能，蛋壳也最好来自自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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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CPP坑

选择CPP坑的地点时，有些重要标准需遵守。土壤

应透气良好，所处位置是荫蔽的。含水量过高的土

壤，或强降雨时会有径流产生的不透水壤土，都不

合适。建造一个简易的顶棚是有必要的。当选择位

置时，确保避开树木或灌木的根茎生长区，它们能

延伸很长到坑中和粪肥里去。

CPP坑的尺寸为90 x 60 x 30厘米，或者3 x 2 x 1

英尺。其数量没有限制，但是每排之间应留有足够

空间以便通行。实践表明，砖块是建造此坑的绝佳

材料。不能使用水泥块。在有白蚁的国家，木质材

料根本不用考虑。挖出坑后，四面需砌一圈砖。坑

的底部仍为土壤。

CPP的配方

根据彼得·普罗克特(印度)的CPP配方：60千克的

母牛粪，200克干燥细致研磨的鸡蛋壳和300克玄

武岩，以及3份502-507制剂。如果没有玄武岩，

可用花岗岩粉或凿井粉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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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CPP

首先，清除掉新鲜牛粪中的干草。它们应当有很好

的质感。如果牛粪太干，要用一些水来湿润。然后

将蛋壳粉和玄武岩粉撒在牛粪上。母牛粪、蛋壳和

玄武岩需要有力地混合及动力化至少20分钟，以确

保充分溶进空气。一些农夫喜欢搅拌1小时。在动

力化期间，气味和质感都发生了变化。可使用铁

锹、双手，甚至双脚来搅拌。

CPP的配方还有无数的可能性。在一些地方，加

入了木屑，还有些农夫加入了乳清，另一些人则更

喜欢糖浆或棕榈糖。

装填CPP坑

为了避免砖块吸收牛粪中的水，装填之前，需用水

将砖块充分湿润。牛粪均匀地填入坑内至15厘米

深。表面平展，但不能过于压实。如果高于15厘

米，牛粪的分解过程会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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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的制作

在牛粪表面戳出6个大约7厘米深的孔，每个孔对应

于502-507中的一种制剂。每种502-506制剂使

用1茶匙，缬草制剂使用10-15毫升。缬草汁要在桶

里或瓶子里用300-350毫升的温水动力化10分钟。

一半的液体倒入最后一个洞里，其他的均匀地洒在

表面上。完成之后，用一块湿的粗麻布或麻布袋将

坑覆盖住。尤其在炎热的气候里，CPP腐熟的过程

期间要不断的检查它的湿润度。

一个月之后，可翻搅粪肥，并充分混合。然后可每

隔2-4个星期进行一次搅拌。

3-4个月之后，CPP便做好了。牛粪变成了一种腐

殖质般的深色的芳香物质。做好的CPP可立刻使

用，或存放在黑暗凉爽的地方。大型陶瓶或陶罐尤

其适于保存它。存放期间，要小心确保制剂始终保

持一定的湿度。如果可能的话，制剂应在6个月内

用完。

在印度，每60千克的牛粪可制作出30-35千克的

CPP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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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的应用

农业上，CPP有许多不同的应用方式。

在用于土壤和植物前，应当将其泡在水中几个小

时。与土地制剂类似(牛角粪肥和牛角硅肥)，

CPP也需要在温水中搅拌15-20分钟。在下午晚

些时候喷洒是最佳时机。喷洒CPP是呈大颗水滴

状态，可用手刷；或在较大面积土地上，使用背

负式喷洒器或拖拉机牵引的喷洒器。

无论是农业上，水果和蔬菜的栽培上，或者葡萄

种植上，CPP的运用都有无穷潜力。CPP是一种

极佳的接菌剂。在整地或收获之后，可直接喷洒

在土壤上。土壤需有足够的湿度。有节奏地连续

喷洒3天能增强CPP的效果。

当一座农场处于转化期，且生物动力堆肥不够量

时，尤其推荐使用CPP。它能比其他方式，让不同

堆肥制剂的效果更广泛地作用在整片土地上。

在放牧区和牧场，牲畜吃完草离开过后再进行喷

洒。CPP能让草皮更快地恢复。在草原或牧场收割

完干草后，也应该喷洒一次。

播种前，也有多种方式用CPP来处理种子。可仔

细地喷洒在种植沟内或直接洒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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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和堆肥中CPP的应用

播种前，种子可用CPP来浸泡。用少量水将制剂稀

释。大颗粒种子，比如玉米或豆子，应在CPP浆中

浸泡几个小时。之后，应让种子干燥一小会儿，便

立即种植。细小的种子要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将种

子与CPP混合，但这次不加水。任其混合静置1个

小时之后，再直接播种在地里。为了增强幼苗的生

命力，可将一小把CPP加在其种植土中。

土豆种子也可以用CPP处理。种植前，土豆种放在

柔软的CPP浆中。1个小时之后，便可干燥一下立

刻种植。

作为一种叶面喷洒制剂，不仅建议用CPP喷洒所有

种类的果树，茶树、咖啡树、葡萄树，及其他各类

树木都适合。在营养生长期，可以每隔14天对树叶

喷洒一次。喷洒应在下午晚些时候或傍晚早些时

候。在收获季开始前4个星期左右，要停止喷洒。

在倒入 背负式喷洒器之前，一定要将制剂细致地

过滤。

在给幼苗，树木或灌木做覆盖之前，可以用CPP喷

洒土壤。

CPP同样适用于树糊，来促进和刺激树木形成层的

生长和帮助修复剪枝伤口。针对这一用途，要将新

鲜的牛粪和泥土同等比例地混合。可加入些细沙。

然后将CPP在水中搅拌，再倒入混合物中呈糊状。

问荆茶或乳清、玄武岩粉或木屑都可作为辅材加入

其中。

使用树糊之前，地衣或苔藓必须用刷子清理掉，可

借住一把铁刷子。在干燥的晴天早晨里，直接用手

或用一把宽刷子来涂树糊，最好是在晴天完成。在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预报里要没有雨。

栽种树苗时，CPP也非常适用。将幼苗在CPP中浸

泡20-30分钟。除了CPP的效果外，根部还能自动

地吸饱水分。

在提升液体肥和制剂茶的质量上，CPP也能效力。

堆肥中也可使用CPP。1个5米长的堆肥，需用40升

水搅拌1千克 CPP。再将液体喷洒在堆肥顶部的洞

内。翻动堆肥时也可以使用CPP。或者，几铲子量

的CPP可加入堆肥里。

每隔2-3个星期，可用CPP喷洒在牛圈内，例如：

躺卧区域和行走步道里。这能保持牛圈的卫生和动

物的健康。

CPP在应用上，还有无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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