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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本发

明包括以下步骤：(1)选址建棚；(2)种子消毒；

(3)播种育苗；(4)施肥铺滴灌带；(5)定植；(6)吊

蔓；(7)肥水管理；(8)病虫害防治；(9)采收。本发

明的繁殖方法能够降低洞庭湖区詹豇215繁殖过

程中常见病害发生率，同时提高种子的产量和质

量，进而满足该地区的用种需要，具有极大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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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址建棚：选择背风向阳，近三年内未种植过豆科作物的地块，搭建南北延伸方向

的塑料大棚或连栋温室，棚顶覆盖大棚膜，裙部安装防虫网；

(2)种子消毒：先将种子晾晒1-5d，再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

(3)播种育苗：2月中旬至4月上旬电热育苗，整理苗床并铺设电热线，所述电热线铺成

回针型，功率50-200W/m2；将营养土装入穴盘，浇足水分，每穴播种2-6粒，盖土1-3cm；播种

后控制温度白天20-35℃，夜间10-20℃，苗床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所述营养土由泥炭、

猪粪渣、煤渣、菜枯饼和磷肥按体积比2-6:1-5:1-3:0.5-1.3:0.1-0.5均匀混合而成；

(4)施肥铺滴灌带：定植前3-20d翻耕田块，结合翻耕每公顷施入腐熟有机肥1500-

6000kg，充分耙匀；再沿大棚延长方向作畦、整平，沿栽培畦延长方向铺设滴灌管或滴灌带，

并与供水管道相通；畦上覆盖银黑双面地膜，四周压严；

(5)定植：第一对初生叶平展时选择晴天定植，定植时，在栽培畦上打穴，将秧苗带土移

入穴中，覆土，随即浇入少量清水；

(6)吊蔓：当苗高达到10-80cm时吊绳引蔓，吊绳的上方用横杆固定，下方系在藤蔓基

部，将藤蔓引向支架，使蔓顶紧靠支架，引蔓的同时剪除多余的侧蔓；

(7)肥水管理：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当底荚长度达到5-30cm时开始追肥，每公顷追

施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30-225kg，通过滴灌管或滴灌带施入，以后每隔5-20d追施一次，

连续施用2-6次，每次用量同前；

(8)病虫害防治：综合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所述物理方法为：在大棚

内悬挂粘虫板，每公顷挂90-450张；在作物周边悬挂银灰膜条避蚜；利用频振式杀虫灯、黑

光灯诱杀豆荚螟成虫；

(9)采收：当豆荚干枯发黄、不易折断时采收，采后晾晒3-30d，直至干枯发脆，再脱粒清

选，装袋密封，贴标保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中大棚膜的厚度为0.6-0.12mm，所述防虫网为20-1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中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用量为种子重量的0.2-0.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3)营养土中的磷肥为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中翻耕的深度为10-35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的腐熟有机肥中N+P2O5+K2O≥6％，有机质≥4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中的作畦具体为：将田块作成畦宽0.6-1.8m，沟宽0.2-0.6m，长度5-60m的畦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5)中定植时行距40-120cm，穴距15-60cm，每穴栽2-6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7)中的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中含总氮19.0％，水溶性磷6.0％，水溶性钾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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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0.45％，硼0.20％，铁0.06％，锌0.07％、钼0.05％。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011147 A

3



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豇豆又名豆角，属于豆科豇豆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是一种重要蔬菜。全世界豇豆

播种面积1000多万hm2，我国是豇豆的主产国家之一，年播种面积37万hm2左右。“詹豇215”是

常德市蔬菜研究所选育的一个深受农民欢迎的优质丰产的鲜食加工兼用型的豇豆优良品

种，种皮为白色，其生长习性为蔓生，花瓣白色，豆荚白绿色，荚长80cm左右，适于鲜食和加

工。2014年通过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登记，登记编号：XPD020-2014。

[0003] 但是，“詹豇215”在洞庭湖区常规繁殖方式下，不易获得优质种子，而且产量较低。

由于湖庭湖区的地下水位高，土壤湿度大，加上夏季暴雨天气频繁，田间易发生枯萎病、煤

霉病、白粉病，而且豇豆荚螟为害也严重，影响种子产量；此外，在种荚收获季节，雨天多，种

荚不易晒干，导致种子霉烂，甚至在荚内提早发芽，影响种子质量。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种子

生产部门将种子繁殖基地安排在我国的西北部地区，利用当地的干旱或半干旱自然条件，

以获得符合生产需要的种子。但是，在西北地区繁种，不仅种子的运输成本大，而且对繁殖

过程的质量监管存在诸多不便，无法满足豇豆生产的用种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

方法，能够解决詹豇215在洞庭湖区繁殖过程中易发病、产量低、种子质量差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选址建棚：选择背风向阳，近三年内未种植过豆科作物的地块，搭建南北延伸

方向的塑料大棚或连栋温室，棚顶覆盖大棚膜，裙部安装防虫网；

[0008] (2)种子消毒：先将种子晾晒1-5d，再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种；

[0009] (3)播种育苗：2月中旬至4月上旬电热育苗，整理苗床并铺设电热线，所述电热线

铺成回针型，功率50-200W/m2；将营养土装入穴盘，浇足水分，每穴播种2-6粒，盖土1-3cm；

播种后控制温度白天20-35℃，夜间10-20℃，苗床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所述营养土由泥

炭、猪粪渣、煤渣、菜枯饼和磷肥按体积比2-6:1-5:1-3:0.5-1.3:0.1-0.5均匀混合而成；

[0010] (4)施肥铺滴灌带：定植前3-20d翻耕田块，结合翻耕每公顷施入腐熟有机肥1500-

6000kg，充分耙匀；再沿大棚延长方向作畦、整平，沿栽培畦延长方向铺设滴灌管或滴灌带，

并与供水管道相通；畦上覆盖银黑双面地膜，四周压严；

[0011] (5)定植：第一对初生叶平展时选择晴天定植，定植时，在栽培畦上打穴，将秧苗带

土移入穴中，覆土，随即浇入少量清水；

[0012] (6)吊蔓：当苗高达到10-80cm时吊绳引蔓，吊绳的上方用横杆固定，下方系在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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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将藤蔓引向支架，使蔓顶紧靠支架，引蔓的同时剪除多余的侧蔓；

[0013] (7)肥水管理：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当底荚长度达到5-30cm时开始追肥，每公

顷追施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30-225kg，通过滴灌管或滴灌带施入，以后每隔5-20d追施一

次，连续施用2-6次，每次用量同前；

[0014] (8)病虫害防治：综合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所述物理方法为：在

大棚内悬挂粘虫板，每公顷挂90-450张；在作物周边悬挂银灰膜条避蚜；用频振式杀虫灯、

黑光灯诱杀豆荚螟成虫；

[0015] (9)采收：当豆荚干枯发黄、不易折断时采收，采后晾晒3-30d，直至干枯发脆，再脱

粒清选，装袋密封，贴标保存。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大棚膜的厚度为0.6-0.12mm，所述防虫网为20-100目。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用量为种子重量的0 .2-

0.8％。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营养土中的磷肥为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翻耕的深度为10-35cm。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的腐熟有机肥中N+P2O5+K2O≥6％，有机质≥45％。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的作畦具体为：将田块作成畦宽0.6-1 .8m，沟宽0.2-

0.6m，长度5-60m的畦面。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5)中定植时行距40-120cm，穴距15-60cm，每穴栽2-6株。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7)中的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中含总氮19.0％，水溶性磷

6.0％，水溶性钾25.0％，镁0.45％，硼0.20％，铁0.06％，锌0.07％、钼0.05％。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所用的营养土采用特殊配方，既保持良好的理化性能，又有丰富的营养

成分。以泥炭为主料，使营养土具有良好的营养性、吸水性和透气性；加入的猪粪除了提供

氮磷钾及腐植质等养分外，还有疏松土壤作用，且肥力柔和而有后劲，肥力平稳；加入的煤

渣含有大量铁、钙等矿质营养元素，其中铁是叶绿素合成过程中的必需元素，是光合作用中

各种酶的重要成份，钙对植物细胞膜具有保护作用，有利于抑制真菌侵染，减少发病；加入

的菜枯饼含有大量有机质和氮磷钾，尤其含磷量高于其它饼肥；加入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进一步增加营养土的含磷量。磷能够促进植物体内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增强作物的抗逆性

和环境适应性。

[0026] (2)本发明所用的腐熟有机肥以鸡粪、生物菌为原料，利用高温保氮技术发酵而

成，含有大量有机质及植物必需的其它营养元素。在追肥中使用的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

除含有基本营养元素外，还含有镁、硼、铁、锌、钼等多种微量元素，其中镁是叶绿素的重要

组分，而且能激活磷酸转移酶的活性，同时也是某些脱氢酶和羧化酶的活化剂；硼能够促进

碳水化合物的运转，并促进生殖器官的发育；锌能够促进蛋白质及生长素的合成，而且是许

多酶的重要组分；钼是硝酸还原酶的组分，还能促进作物固氮。因此本发明技术方案提出的

平衡施用多养分肥料优于常规的化学肥料，能使作物生长更健壮、更持久。

[0027] (3)本发明采用银黑双色地膜栽培，不仅能够防止杂草，而且能使田间湿度相对稳

定，减少根部病害；本发明中采用滴灌技术，而非传统的大水漫灌，减少了枯萎病的发生；大

棚的裙部安装了防虫网，棚顶安装的避雨塑料薄膜，阻止了外来病虫害的侵入；加上在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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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悬挂粘虫板，在作物周边悬挂银灰膜条避蚜，利用频振式杀虫灯、黑光灯诱杀豆荚螟等成

虫等措施，将病虫害的发生降到了最低程度。

[0028] (4)实行避雨栽培，保证了种子质量。由于大棚膜的避雨作用，使老熟的种荚容易

晒干，避免了烂种现象发生，而且无豆荚螟为害，种子产量高。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种子

单产可提高16.7-35.7％，种子发芽率可提高6-10个百分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

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

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

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以下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大棚膜为厚度为0.6-0.12mm的PVC塑料大棚膜；防虫网为

20-100目的尼龙防虫网；育苗穴盘为50-162孔的标准塑料穴盘；营养土成分中，泥炭为东北

出产的优质泥炭，猪粪渣为发酵6个月以上的粪渣，煤渣为蜂窝煤彻底燃烧后粉碎过筛的细

渣，菜枯饼为发酵60天以上的腐熟饼肥；有机肥为“湘佳”有机肥；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为

“黄博二号”肥料，购于辽宁省朝阳瑞普作物营养有限公司；其他所使用的材料也均可自常

规途径购买得到。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选址建棚：选择背风向阳，近三年内未种植过豆科作物的地块，搭建南北延伸

方向的塑料大棚或连栋温室，棚顶覆盖厚度为0.6-0.12mm的大棚膜，裙部安装20-100目的

防虫网；

[0034] (2)种子消毒：先将种子晾晒1d，再用种子重量0.8％的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

种；

[0035] (3)播种育苗：2月中旬至4月上旬电热育苗，整理苗床并铺设电热线，所述电热线

铺成回针型，功率50W/m2；将营养土装入穴盘，浇足水分，每穴播种2粒，盖土3cm；播种后控

制温度白天20-35℃，夜间10-20℃，苗床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所述营养土由泥炭、猪粪

渣、煤渣、菜枯饼和磷肥按体积比4:5:1:0.5:-0.5均匀混合而成；所述营养土中的磷肥为过

磷酸钙；

[0036] (4)施肥铺滴灌带：定植前3-20d翻耕田块，翻耕的深度为10cm，结合翻耕每公顷施

入腐熟有机肥1500kg，充分耙匀，所述腐熟有机肥中N+P2O5+K2O≥6％，有机质≥45％；再沿

大棚延长方向作畦、整平，将田块作成畦宽0.6m，沟宽0.2m，长度5-60m的畦面，沿栽培畦延

长方向铺设滴灌管或滴灌带，并与供水管道相通；畦上覆盖银黑双面地膜，四周压严；

[0037] (5)定植：第一对初生叶平展时选择晴天定植，定植时，在栽培畦上打穴，将秧苗带

土移入穴中，覆土，随即浇入少量清水；定植时行距40cm，穴距15cm，每穴栽2株；

[0038] (6)吊蔓：当苗高达到10-80cm时吊绳引蔓，吊绳的上方用横杆固定，下方系在藤蔓

基部，将藤蔓引向支架，使蔓顶紧靠支架，引蔓的同时剪除多余的侧蔓；

[0039] (7)肥水管理：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当底荚长度达到5-30cm时开始追肥，每公

顷追施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30kg，通过滴灌管或滴灌带施入，以后每隔5d追施一次，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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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6次，每次用量同前；所述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中含总氮19.0％，水溶性磷6.0％，水

溶性钾25.0％，镁0.45％，硼0.20％，铁0.06％，锌0.07％、钼0.05％；

[0040] (8)病虫害防治：综合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所述物理方法为：在

大棚内悬挂粘虫板，每公顷挂90张；在作物周边悬挂银灰膜条避蚜；用频振式杀虫灯、黑光

灯诱杀豆荚螟成虫；

[0041] (9)采收：当豆荚干枯发黄、不易折断时采收，采后晾晒3-30d，直至干枯发脆，再脱

粒清选，装袋密封，贴标保存。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选址建棚：选择背风向阳，近三年内未种植过豆科作物的地块，搭建南北延伸

方向的塑料大棚或连栋温室，棚顶覆盖厚度为0.6-0.12mm的大棚膜，裙部安装20-100目的

防虫网；

[0045] (2)种子消毒：先将种子晾晒3d，再用种子重量0.5％的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

种；

[0046] (3)播种育苗：2月中旬至4月上旬电热育苗，整理苗床并铺设电热线，所述电热线

铺成回针型，功率100W/m2；将营养土装入穴盘，浇足水分，每穴播种4粒，盖土2cm；播种后控

制温度白天20-35℃，夜间10-20℃，苗床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所述营养土由泥炭、猪粪

渣、煤渣、菜枯饼和磷肥按体积比6:3:2:0.9:0.3均匀混合而成；所述营养土中的磷肥为钙

镁磷肥；

[0047] (4)施肥铺滴灌带：定植前3-20d翻耕田块，翻耕的深度为20cm，结合翻耕每公顷施

入腐熟有机肥3000kg，充分耙匀，所述腐熟有机肥中N+P2O5+K2O≥6％，有机质≥45％；再沿

大棚延长方向作畦、整平，将田块作成畦宽1.2m，沟宽0.4m，长度5-60m的畦面，沿栽培畦延

长方向铺设滴灌管或滴灌带，并与供水管道相通；畦上覆盖银黑双面地膜，四周压严；

[0048] (5)定植：第一对初生叶平展时选择晴天定植，定植时，在栽培畦上打穴，将秧苗带

土移入穴中，覆土，随即浇入少量清水；定植时行距80cm，穴距30cm，每穴栽4株；

[0049] (6)吊蔓：当苗高达到10-80cm时吊绳引蔓，吊绳的上方用横杆固定，下方系在藤蔓

基部，将藤蔓引向支架，使蔓顶紧靠支架，引蔓的同时剪除多余的侧蔓；

[0050] (7)肥水管理：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当底荚长度达到5-30cm时开始追肥，每公

顷追施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150kg，通过滴灌管或滴灌带施入，以后每隔10d追施一次，连

续施用4次，每次用量同前；所述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中含总氮19.0％，水溶性磷6.0％，

水溶性钾25.0％，镁0.45％，硼0.20％，铁0.06％，锌0.07％、钼0.05％；

[0051] (8)病虫害防治：综合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所述物理方法为：在

大棚内悬挂粘虫板，每公顷挂375张；在作物周边悬挂银灰膜条避蚜；用频振式杀虫灯、黑光

灯诱杀豆荚螟成虫；

[0052] (9)采收：当豆荚干枯发黄、不易折断时采收，采后晾晒3-30d，直至干枯发脆，再脱

粒清选，装袋密封，贴标保存。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洞庭湖区白籽豇豆詹豇215的繁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选址建棚：选择背风向阳，近三年内未种植过豆科作物的地块，搭建南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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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塑料大棚或连栋温室，棚顶覆盖厚度为0.6-0.12mm的大棚膜，裙部安装20-100目的

防虫网；

[0056] (2)种子消毒：先将种子晾晒5d，再用种子重量0.2％的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拌

种；

[0057] (3)播种育苗：2月中旬至4月上旬电热育苗，整理苗床并铺设电热线，所述电热线

铺成回针型，功率200W/m2；将营养土装入穴盘，浇足水分，每穴播种6粒，盖土1cm；播种后控

制温度白天20-35℃，夜间10-20℃，苗床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所述营养土由泥炭、猪粪

渣、煤渣、菜枯饼和磷肥按体积比2:1:3:1.3:0.1均匀混合而成；所述营养土中的磷肥为过

磷酸钙；

[0058] (4)施肥铺滴灌带：定植前3-20d翻耕田块，翻耕的深度为35cm，结合翻耕每公顷施

入腐熟有机肥6000kg，充分耙匀，所述腐熟有机肥中N+P2O5+K2O≥6％，有机质≥45％；再沿

大棚延长方向作畦、整平，将田块作成畦宽1.8m，沟宽0.6m，长度5-60m的畦面，沿栽培畦延

长方向铺设滴灌管或滴灌带，并与供水管道相通；畦上覆盖银黑双面地膜，四周压严；

[0059] (5)定植：第一对初生叶平展时选择晴天定植，定植时，在栽培畦上打穴，将秧苗带

土移入穴中，覆土，随即浇入少量清水；定植时行距120cm，穴距60cm，每穴栽6株；

[0060] (6)吊蔓：当苗高达到10-80cm时吊绳引蔓，吊绳的上方用横杆固定，下方系在藤蔓

基部，将藤蔓引向支架，使蔓顶紧靠支架，引蔓的同时剪除多余的侧蔓；

[0061] (7)肥水管理：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状态，当底荚长度达到5-30cm时开始追肥，每公

顷追施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225kg，通过滴灌管或滴灌带施入，以后每隔20d追施一次，连

续施用2次，每次用量同前；所述高氮高钾型滴灌专用肥中含总氮19.0％，水溶性磷6.0％，

水溶性钾25.0％，镁0.45％，硼0.20％，铁0.06％，锌0.07％、钼0.05％；

[0062] (8)病虫害防治：综合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进行病虫害防治；所述物理方法为：在

大棚内悬挂粘虫板，每公顷挂450张；在作物周边悬挂银灰膜条避蚜；用频振式杀虫灯、黑光

灯诱杀豆荚螟成虫；

[0063] (9)采收：当豆荚干枯发黄、不易折断时采收，采后晾晒3-30d，直至干枯发脆，再脱

粒清选，装袋密封，贴标保存。

[0064] 对比例为詹豇215常规繁殖方法，于4月2日播种，按常规方式整地、播种、施肥、打

药，当豆荚干枯发黄、不易折断时采收种荚，采后晾晒，直至干枯发脆，再脱粒清选，装袋密

封，贴标保存。

[0065] 实施例1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东江乡进行，实施例2在常德市鼎城区进行，实施

例3和对比例在常德市武陵区芦山乡进行。经过一季繁殖后统计詹豇215常见病害发生率及

种子的产质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6] 表1不同繁殖方法下詹豇215常见病害发生率和种子产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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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由表1数据可知，与对比例的詹豇215常规繁殖方法相比，采用本发明繁殖方法的

实施例1-3中枯萎病死株率显著降低，平均仅为0.15％；煤霉病发生程度轻，白粉病未发生，

而对比例发病情况严重；种子产量平均为53.7kg/亩，与对比例相比产量增幅平均提高了

27.8％；种子发芽率平均为95.3％，与对比例相比发芽率增幅平均提高了8.3个百分点。说

明本发明的繁殖方法能够降低洞庭湖区詹豇215繁殖过程中常见病害发生率，同时提高种

子的产量和质量，进而满足该地区的用种需要，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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