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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卡西（Bokashi）的概念
全世界，很多农学家和园丁都在采用一种被称为博卡西（Bokashi）的土壤改良剂和
肥料。Bokashi 是一个没有最适合的英语翻译的日本词，它是由日本亚洲农村研究所
（ARI）的一个工作人员发明的。所有类型的博卡西都需要通过发酵过程来制造的。
至少有两种明显的博卡西被农学家、农民和园丁推广使用。一种我们应该称它为发
酵博卡西肥料（fermented bokashi fertilizer），另一种是厨房博卡西（kitchen
bokashi）。本文两种都会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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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刺激博卡西产品的发酵过程，但就算这些添加物难以获得，当益生菌已经有可
能在土壤和粪便里存在时也不能阻止发酵博卡西肥料的形成了。
ARI建议把干材料倾倒成一堆并用铲子使它们充分混合。它还建议混合和发酵过程都
应该在有屋顶的阴凉处，以避免强烈的阳光、雨和风。在混合的同时要加水（惨或不惨
IMO, EM and/or FPJ）为混合物提供50%的水分。可以通过抓一把湿了的材料并挤压来检
测潮湿度。如果不能挤出水分，放松后材料依然是挤压的形状，但是轻拍它又会散开，这
样就达到合适湿度了。
新鲜的博卡西肥料应该用稻秆盖住（或类似的在农村可以获得的干材料）从而保持湿
度和温度。当混合物变热（大约60摄氏度/140华氏度）时需要翻一翻，通常一天一次。要
常常检查湿度，让其保持在50%。当博卡西的温度变得稳定并与外界温度相同，并且你也
不再闻见粪便的味道时，它就可以使用了。发酵博卡西肥料干燥后可以储存六个月到一
年。
因为制成的博卡西的营养是完全浓缩的，又因为其投入例如米糠需要购买，所以ARI
建议使用博卡西肥料应该有所节制。这种博卡西应该应用于已经成活植株的根部的局部，
对于刚刚栽种的植物应该混入土壤。
ECHO亚洲只发现非常有限的关于博卡西肥料营养成分的信息，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
地区都有不同的“家庭制作”的博卡西肥料。但是，2011年，一个缅甸的发展性组织在清
迈的湄洲大学分析了他们的发酵博卡西肥料。这种特殊的博卡西肥料的成分是干鸡粪(100
千克/220 磅.), 森林土 (80 千克/176 磅.), 骨粉 (45 千克/99 磅.), 米糠 (30 千克/66 磅.), 豆饼
(30 千克/66 磅.), 鱼粉 (30 千克/66 磅.), 木柴灰 (15 千克/33 磅.), 谷壳炭 (15 千克/33 磅.), 粗
糖 (1 千克/2.2 磅.), 和木酸(4 升/1.1 美国加仑)。这种有点精致的博卡西设计包含的成分补
充了某些重要营养，例如骨粉提供磷，鱼粉和豆饼提供氮。
以下是这种博卡西的两个样本的营养分析（平均）：
pH值 - 6.82; 导电性 (EC) – 10.34 dS / m; 氮总含量 (N) - 1.93%; 磷总含量 (P) - 2.47%; 钾
总含量 (K) – 1.31%.
泰国农业商品和食物标准局已经有一个化学堆肥的标准，这个标准也适用于有机肥。
以这种正式标准的角度看，缅甸博卡西样本pH的平均值（6.82）落在可接受的5.5-8.5范围
内。但是，这批博卡西的平均导电性（EC）（10.34 dS / m）大大高于标准，商业堆肥的
EC要求是小于或等于3.5 dS / m，同样泰国自然肥料农业部的标准也是小于6 dS / m。缅甸
样本的平均氮-磷-钾分析数据是1.93-2.47-1.31，这个数据略高于泰国政府对化学堆肥的标
准，即氮的重量大于或等于总重量的1.0%，磷的重量大于或等于0.5%，和钾的重量大于
或等于0.5%。
来自缅甸的博卡西样本的主要问题是高EC性。EC测量的是介质中的盐溶液含量。大
多数肥料物质（例如硝酸盐、铵、磷酸盐、钾）构成了EC成分（Whipker and Cavins）。

有机物质，例如尿素，当他们从不可溶结构变成可溶结构后，也组成了EC成分。高EC会
造成植株长势不好，因为介质中的高浓缩盐会“烧根”。因此，对于自然肥料例如博卡西
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来说关注EC的程度是很重要的，在用于作物时用量一定要谨慎。
在柬埔寨的马德望有几公顷田地的 Beng Ngoun 提供了他使用发酵博卡西肥料的经
验。他对种植不到一个月的水稻每公顷使用了 200 千克（441 磅）博卡西。他的 600 千克
的博卡西包括 200 千克干粪，200 千克森林土，100 千克米糠，100 千克地面木炭和 5 升
（1.3 美国加仑）发酵植物汁溶液。
大约使用博卡西一个月之后，Beng Ngoun 没有立即看见采用这种自然肥料的影响，
他开始不再对他的投资能有回报抱有希望。他承认他的邻居甚至笑话他并问他“你为什么
使用这种有机肥料？”相反，邻居们的水稻田非常油绿。他们使用了化学肥料，根据
Beng Ngoun 估计他们大概每公顷用了 200-300 千克（178-267 磅/英亩）化学肥料。
后来，在他的水稻抽穗前大概两周左右，Beng Ngoun 对水稻喷洒了混着糖蜜的 FPJ
溶液，他是日出时和晚上喷的。[编者注：没其他介绍关于使用 FPJ 的比例和方法的细
节，FPJ 对作物的任何可能的相关影响都是不可知的。]几乎同时，他就开始看见水稻的
颜色由浅绿色变成了深绿色。“我非常高兴，我邻居每天都来看。现在他们问我这个有机
肥料的方法”他说。
当他收获时，Beng Ngoun 发现他的产量大大增加了。他说，“之前，我们每公顷产
1-1.5（公）吨（0.45-0.67 美国吨/英亩）。但是今年我收获了 3-4（公）吨（1.35-1.8 美国
吨/英亩）。我感谢上帝。明年我会在翻耕的时候就施这种肥料了”
厨房博卡西——应对全球食物浪费问题
联合国粮农组织有报告称每年全球提供人类消费的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大约 130
亿吨）损失了或浪费了。但是，欧洲和北美的消费者每人浪费的粮食（大约每年在 95115 千克（209-253 磅）之间）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和东南亚（每年只丢弃 6-11 千克
（1.3-24.3 磅））相比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平等。
消费者常常会购买比他们吃得下还多的食物，他们不会恰当地计划食物的购买。这种
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食物会在“保质期”过了之后被丢掉。为了应对这个问题，FAO 建
议倡导富裕国家的消费者不能随便丢弃不需要的食物。为了喂养不断增加的世界人口，减
少食物损失可能比增加食物生产更有效。
食物废弃物除了损失养育人类的潜力外，也会浪费个人、家庭和公司的财力，还会对
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垃圾堆里被丢弃的食物是苍蝇、坏气味和可能的疾病的来源。就算进
行填埋，食物废弃物都还会产生潜在温室气体甲烷。
尽管对于大多数家庭和厨房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的食物残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对
地球友好的甚至是对农业和园艺有益的使用食物残渣的方法。例如：

用合适的、无油脂的食物残渣，例如过期
的水果和蔬菜来做堆肥，这种营养丰富的
材料能被循环使用生产更多的水果和蔬
菜。但是它们可能招苍蝇、啮齿类动物和
其他害虫，也会产生坏气味。
• 蚯蚓费堆肥（使用蚯蚓降解残渣）；尽管
油脂、肉类的废弃物通常是另人讨厌的，
但这是另一种为农业和园艺生产优质土壤
改良剂的方法。
• 用合适的废弃物进行农业养殖例如饲养鸡
和猪。也可以使用废弃物作为家庭沼气系
统的原料。合适的原料有例如用水果和蔬
菜皮或者剩余烹饪过的米饭和蔬菜与水混
合研磨成汁，然后加入沼气池里（Vig, 23
页）。关于更多接受食物残渣和其他原料
的家用沼气系统的信息，如下：
 实用农村技术研究所（ARTI）网站《ARTI 沼气厂：产生食物残渣沼气的压
缩池》。 Appropriate Rural Technology Institute (ARTI) webpage - ARTI Biogas Plant: A
Compact Digester for Producing Biogas from Food Waste http://www.artiindia.org/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do_pdf=1&id=45
 小母牛国际沼气手册（PDF）。Heifer International Biogas Manual (PDF)
http://c.ymcdn.com/sites/www.echocommunity.org/resource/collection/F6FFA3BF-02EF4FE3-B180-F391C063E31A/Biogas_-_Heifer_International.pdf
 巴龙小型沼气池（来自边界绿色能源团队网站链接）Baron Small-Scale Biogas Digester
http://www.habmigern2003.info/biogas/Baron-digester/Baron-digester.htm
•

另一种处理不再食用的所有种类食物的办法是做成第二种博卡西，厨房博卡西。厨
房博卡西是一种通过在缺氧环境中发酵而成的土壤改良剂。这个发酵过程就是保持材料在
有氧环境中也存在从腐败到腐烂的过程。提供给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厨房博卡西带来的好处
有：
• 是一种简便可控的通过循环使用食物残渣（包括油脂食物、肉和脂肪）而减少家庭和
社会组织拉去填埋的废弃物的方法，同时也没有难闻的味道和垃圾。
• 成为优质土壤改良剂从而促进土壤结构和肥力，同时有益于土壤微生物生存。
要生产厨房博卡西，首先要把食物残渣收集在密封的容器中然后需要一个接种载体，
如含有发酵微生物（例如自然乳酸菌，酵母菌和光养菌）的大米或麦麸。这些微生物的
一个来源是商业生产，称为有效微生物（EM），通常有不同种类出售。没有商业来源的
微生物是 IMO-1 or -2，对它们的描述在 Berkelaar 中的文章中的作者附注中有
http://www.echonet.org/repository#938:d:Issue110Supplement.。

每铺一薄层食物残渣就均匀地撒一些接种麸皮载体，这样一层一层累起来直到容器装
满。储存在接近无氧的环境中，微生物在厨房残余物和发酵物质中发展。
如果做法正确，就不会有腐败腐烂的味道。发酵过的食物残渣可以收集储存很长时
间，在埋入土壤之前甚至可达数月之久。最后，在混入土壤几个星期之后，博卡西会变成
类土质的，提供有机物质和植物营养的物质。
在湄洲大学（Mae Jo University）,实验室分析了博卡西的氮-磷-钾含量并与其他自然
肥料和动物粪便做了比较（Silva and Uchida）：
 厨房博卡西
2.39 – 0.77 – 0.97
 蚯蚓粪
0.5 - 0.5 – 0.3
 血粉
13 – 2 – 0
 鸡粪
4.4 – 2.1 – 2.6
 牛粪
2.4 – 0.7 – 2.1
制作厨房博卡西的接种麸皮载体
经过 EM 处理的普通麸皮就是接种载体麸皮，它是用于把发酵微生物接种入食物残渣
然后制作成厨房博卡西的。以下的元素和方
法是广泛用于接种少量博卡西的：
 5 千克（11 磅）米糠
 20 毫升（1.4 汤勺）EM•1®（是一种基础
的非延展的商业 EM）或 IMO-1/IMO-2。
 20 毫升（1.35 汤勺）糖蜜
 1 升水（1.05 夸脱）
接种麸皮载体的程序如下：
1. 为了激活和延展足够量的 EM 微生物来产
生 5 千克的接种麸皮载体，需要溶解 20 毫升
糖蜜到 1 升水中（建议非氯化的水）再放 20
毫升 EM•1® 或 IMO-1/IMO-2。把这个溶液避
免阳光直射放在密封的塑料瓶中储存 5 至 7
天。排掉溢出来的气体，一天一次（如果需要
的话）。
2. 几天之后，在一个桶里把这个 EM 或 IMO1/IMO-2 的延展溶液充分混入 5 千克麸皮中。
避免加入太多液体，因为麸皮只需要 40-50%
的湿度。为了检测湿度，当加 EM 或 IMO-1 延
展液时，偶尔要把麸皮挤成个球看看。就像制
作强力博卡西肥料一样，如果不能挤出水分，
放松后材料依然是挤压的形状，但是轻拍它又会散开，这样就达到合适湿度了。所以也许
也不用把全部延展溶液都倒入 5 千克麸皮中。

3. 如果使用牢固的塑料袋发酵这些载体的话，要挤压湿麸皮以排出空气，当排完多余的空
气后系紧袋口。把这个袋子静置两个星期或更长。

4. 无氧储存两个星期或以上，载体会发出发
酵的似麦芽的味道。也可能看到一些白霉长在它上，这就表明有发酵益生菌。但是，如果
不受欢迎的黑或绿霉的比例比较大时可能是因为载体内进入太多的空气或污染物，也可能
是储存时接种麸皮太湿。如果麸皮载体上长有黑色和白色的霉就不能使用了。
5. 用手把发酵过的潮湿载体分开并摊在帆布上在太阳下晒干。每大概半小时，翻一翻接种
麸皮直到原料完全干燥。
6. 用一根擀面杖把无论大块或小块的干麸皮弄碎。
7. 把好的、干的接种麸皮储存在一个密封的塑料袋或其它密封容器中做长期保存。在干燥
且无氧的环境下，接种载体能储存一年还长。
对于社会组织和农村使用的更大量的接种载体，以上列出的原料可以按更大比例使用。此
外，也有其他种类的博卡西载体被生产和使用。在菲律宾巴拉望岛问候之家（Aloha
House）的 Keith Mikkelson 使用以下载体：
 1 袋干椰子仁。
 3 袋炭化稻壳。
 3 袋低质量米糠。
 200 毫升（6.8 美国盎司）延展 EM（EME）。EME 是一种已经激活和已延展的 EM 溶
液，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200 毫升糖蜜。
问候之家是用 1 袋干椰子仁、3 袋炭化稻壳和 3 袋低质量米糠[编者注：关于炭化稻壳
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以下关于菲律宾稻谷开放式炭化者的链接
混合好干料之后，把 EM 溶液（用 200 毫升 EME 和 200 毫升糖蜜混合 10 升/2.6 美国
加仑的水制成）浇进干料中并充分混合，达到 40-50%湿度即可。然后，发酵这些接种载
体并储存在密封的容器里（例如 PVC 桶或 20 升的塑料容器中）直到使用。
发酵食物残渣

当准备好接种载体，博卡西的生产就开始了。用一个有密封盖的塑料桶，把一层报纸
或薄纸板铺在底部帮助
吸收多余的液体（这个
步骤不是必须的）。然
后撒一把接种载体盖在
底部。
接着，把食物残渣
（还未腐败）一层一层
地放入桶内，每放一层
撒一层薄薄的接种载体
在顶部。接种载体不需
要加得太密。最小，每
1-2 英寸食物残渣放一层
麸皮。为加强环境的无
氧性，把食物残渣使劲
压进桶里以排除空气。
按以上步骤堆积直到桶
被装满。
如果这个容器不能完全密封，应该在
桶口和盖子之间再盖一层塑料袋辅助密
封。为了更少地接触空气，你应该铺另一
层塑料袋在压实的材料上，最后压一个重
物在盖子上面，例如木砧板。
为了把污染物控制在最小，你应该尝
试把液体从桶里排除。当然，一些市场上
销售的厨房博卡西桶设置了龙头可以轻松
排出“博卡西汁”，这种汁稀释后还可以
给植物提供营养。
一旦桶装满后，应该盖紧盖子保持密
封。把这个容器放在阴冷的地方发酵至少
两个星期。乳酸菌发酵过程几乎不会产生
压力因为只会产生很少的气体。当表面出
现白霉时，说明益生菌出现了。上面已经
论述，应该大多数都是灰白色，如果是黑
色和绿色的霉，说明这个发酵过程可能不
成功，材料也不能要了。在合适的环境
下，厨房博卡西可以存储数月。

尽管努力密封博卡西发酵容器，成年黑水虻经常还是会进入容器并产卵。在盖在博卡
西上的塑料布上可以发现大量椭圆、黄色或奶油色的 1 毫米左右的卵。几天之后卵就会孵
化，大量幼虫就会出现。幸运的是，无论黑水虻成虫或幼虫都不是害虫；实际上幼虫是鸡
或鱼的蛋白质的优质来源。这些幼虫也可以喂鸡和/或鱼。也可以移到堆肥/蚯蚓粪堆肥领
域，因为丰富的食物能让它们发展。在那里，可以持续获得幼虫直到最后。
把发酵厨房博卡西作为土壤改良剂
充分发酵之后，制成的博卡西应该以打洞或挖沟的形式埋在园子里，据表面至少 1520 厘米（6-8 英寸）并要避免田鼠或其他动物捣乱。和土壤混合将帮助加速博卡西的最终
分解过程。
黑水虻可能会在土壤里打洞
进入博卡西并在里面产卵，几天
就可以看见它的幼虫了。同样，
不用担心。当然，如果博卡西在
土壤里完全分解之前被侵扰，它
会发出难闻的味道。
几个星期之后（根据环
境），发酵厨房博卡西将已经变
成一种分解了的类土的物质。当
分解过程完全完成，之前的食物
残渣就不应该有什么不好的味道
了。
一旦与土壤合为一体，厨
房博卡西将增加营养物质和益
生微生物，并帮助促进土壤结
构。蚯蚓、节肢动物和其他小
型生物等——土壤健康的指示
者将在分解了的博卡西里茁壮
生长，这对植物也是有益的。
结论
发酵博卡西肥料和厨房博
卡西的制作过程都相对简单而
且有多种好处。两种博卡西的
使用已经在日本和世界上广泛
传播。尽管成分和方法不一
样，但着两种博卡西都能立即
制作并使用在小型农场或农户的农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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