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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

法技术领域，该栽培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1)

深施穴施基肥、2)小群体大个体栽种。深施穴施

基肥，具体为，在垄墒过程完成后，按照塘距0.8

～1m的距离打塘，塘深15‑20cm，在塘的底部施以

基肥：将基肥与土混匀后灌入塘中，然后盖土。小

群体大个体栽种，具体为，在塘距0.8～1m的基础

上，设置1.2～1.8m的行距，每667m2栽400～800

株工业大麻。本发明的方法步骤运用在工业大麻

种植上，具有可操作性强、效果好、适应性广、成

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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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栽培方法为四改栽培方法，包括：

1）改全层施基肥、撒施追肥为深施穴施肥料，即深施穴施基肥；

2）改常规露地条播为地膜覆盖穴播；

3）改种子直播为迷你营养袋育苗移栽；

4）改亩栽3000‑5000株为400‑800株，即小群体大个体栽种；

所述的深施穴施基肥，具体为，在垄墒过程完成后，按照塘距0.8~1m的距离打塘，塘深

10~15cm，在塘内施以基肥，将基肥与土混匀后再盖3cm厚的土；

所述的地膜覆盖穴播，具体为，选用1.2m宽的黑色地膜铺设，边缘处压紧压实；

所述的迷你营养袋育苗移栽，具体为，在移栽期前20‑25天，使用200孔育苗盘或上口直

径5~7cm的迷你营养袋加烟草育苗基质或蔬菜育苗基质育苗；待麻苗长至15cm高度时，选择

大田土壤湿润时，带土/基质取苗，撕掉营养袋，移栽入塘，浇透定根水；

所述的小群体大个体栽种，具体为，在塘距0.8~1m的基础上，设置1.2~1 .8m的行距，每

667m2栽400~800株工业大麻；

该栽培方法还包括砍雄麻，具体为，雄麻为工业大麻的雄性植株；8月中旬开始，雄麻陆

续现蕾，在能够辨认雄麻时，即雄麻开花前，立即将雄麻砍掉，应砍干净；

该栽培方法还包括雌麻的收获时期，雌麻为工业大麻的雌性植株；具体为，雌麻必须在

麻籽灌浆充实前收获，即雌麻的麻籽变硬前；若雄麻砍收干净，则让雌麻继续生长6~8周后

再收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栽培方法还包括

追肥步骤，该追肥次数设置有3次，第1次在工业大麻苗高50~60cm时；第2次在工业大麻苗高

100~150cm时；第3次在砍雄麻后进行；追肥方式为，以尿素为主，第1次每塘10g，第2次和第3

次每塘15g，绕麻苗环状施肥，与土混匀并盖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栽培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整地：深耕30cm，做到土壤松、碎、平，无杂草、石块；

（2）垄墒：垄距1.2~1.8m，垄高15~20cm，垄面宽60cm，垄面平整；

（3）深施穴施基肥：使用高氮低磷中低钾如N:  P2O5:  K2O=20:6:10的长效复合肥做基

肥，每塘30~40g，与土混匀后再盖3cm厚的土；

（4）盖膜；

（5）育苗：每孔播种2粒，保持基质湿润；如发现麻苗叶色偏黄，叶面喷施尿素，浓度为重

量比0.4%；

（6）移栽：4月下旬至5月，麻苗长至15cm高度时，选择大田土壤湿润时，取苗带土/基质，

撕掉营养袋后移栽；在下透雨前移栽，移栽时少破地膜，移栽后浇足定根水；

（7）小群体大个体栽种；

（8）查苗补缺：移栽后10天，检查移栽苗成活率，发现死苗、病苗及时使用备用苗重新移

栽，浇足定根水；

（9）追肥：生长期追肥3 次，以尿素为主，第1次每塘10g，第2次和第3次每塘15g，绕麻苗

环状施肥与土混匀并盖土；第1次在苗高50~60cm时进行，第2次在苗高100~150cm时进行，第

3次在砍雄麻后进行；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012788 B

2



（10）病虫防治：育苗圃和移栽初期注意地下害虫危害幼苗，清晨时人工捕捉或药剂毒

杀；生长期注意跳甲、螟虫的危害；雨季要检视田间，及时清沟排水，防止渍水涝害；

（11）砍雄麻：花叶收集晒干保存；

（12）花叶收获时期：雄麻在现蕾后开花前砍收；

（13）花叶收获方法：将主花序及分枝砍下，扎把晾晒，及时收集花叶；

（14）花叶标准：a、无杂质，即无花叶以外的异物；b、含水量10%以下；c、气味颜色正常，

无霉变、腐烂、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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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花叶型工业大麻栽培方法技术领域，属于特殊农作物生产方法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大麻的应用涉及医药、美容、保健、食品、纺织、生物工程材料、造纸、军需及其

它轻工业领域，近年来尤其是以提取大麻二酚(CBD)为目的的花叶型工业大麻发展非常迅

猛。大麻二酚具有抗炎、镇痛、抗忧虑、抗痉挛、抗肿瘤等多种功能，在医药、美容、保健等多

个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花叶型工业大麻是大麻二酚提取的原料作物，它对环境的适应

性较强，是荒坡地开发利用的优选作物，尤其在我国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精准扶

贫等方面体现出独特优势。为适应CBD开发快速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尤其是以云南为

代表的一些省区，花叶型工业大麻(CBD原料)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发展时间短、技术

积累不足，大多沿用传统的大麻栽培方法，致使花叶产量、质量不高而且不稳定，生产成本

高，严重影响种植者效益和积极性，原料供应不足也间接影响大麻二酚加工企业效益，不利

产业发展。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高产优质、高效可行的花叶型工业大麻栽培方法对于

突破产业的原料生产瓶颈、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0003] 本发明基于多年的反复试验和示范应用结果，提供的花叶型工业大麻栽培方法，

引入全新理念改变了传统种植技术模式，能有效解决目前花叶型工业大麻种植技术难题，

经文献检索，未见与本发明相同的公开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解决花叶型工业大麻种植技术难题，提供一种可操作性强、效果

好、适应性广、成本低的花叶型工业大麻栽培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法，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1)深施

穴施基肥、2)小群体大个体栽种。该两部分内容应当同时满足，以保证后期工业大麻的高产

高效种植的技术目的。

[0007] 进一步为，本发明所述的步骤1)深施穴施基肥，具体为，在垄墒过程完成后，按照

塘距0.8～1m的距离打塘，塘深10～15cm，在塘内施以基肥，将基肥与土混匀后再盖3cm厚的

土。进一步为，本发明所述的步骤2)小群体大个体栽种，具体为，在塘距0.8～1m的基础上，

设置1.2～1.8m的行距，每667m2栽400～800株工业大麻。

[0008] 进一步为，本发明该栽培方法还包括地膜覆盖步骤，具体为，选用1.2m宽的黑色地

膜铺设，边缘处压紧压实。

[0009]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育苗移栽步骤，具体为，在移栽期前20‑25天，

使用200孔育苗盘或上口直径5～7cm的迷你营养袋加烟草育苗基质或蔬菜育苗基质育苗；

待麻苗长至15cm高度时，选择大田土壤湿润时，带土/基质取苗，撕掉营养袋，移栽如塘，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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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定根水。

[0010]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砍雄麻步骤，具体为，雄麻为工业大麻的雄性

植株；8月中旬开始，雄麻陆续现蕾，在能够辨认雄麻时立即将雄麻砍掉，应砍干净。雄麻花

叶可以收集晒干保存；砍雄麻务必做到及时(一定要在雄麻开花前)、彻底、干净，因此需要

多次田间检视，及时发现，及时砍雄麻；

[0011]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追肥步骤，该追肥次数设置有3次，第1次在工

业大麻苗高50～60cm时；第2次在工业大麻苗高100～150cm时；第3次在砍雄麻后进行；追肥

方式为，以尿素为主，第1次每塘10g，第2次和第3次每塘15g，绕麻苗环状施肥，与土混匀并

盖土。

[0012]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雌麻的收获时期，雌麻为工业大麻的雌性植

株；具体为，雌麻必须在麻籽灌浆充实前收获，即雌麻的麻籽变硬前；若雄麻砍收干净，则让

雌麻继续生长6～8周后再收获。

[0013] 本发明的栽培方法的详细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整地：深耕30cm，做到土壤松、

碎、平，无杂草、石块等；

[0014] (2)垄墒：垄距1.2～1.8m，垄高10～15cm，垄面宽60cm，垄面平整；

[0015] (3)深施穴施基肥：使用高氮低磷中低钾如N:P2O5:K2O＝20:6:10的长效复合肥做

基肥，按塘距0.8～1m打塘，塘深10～15cm，在塘底部施基肥，每塘30～40g，与土混匀后再盖

3cm厚的土；

[0016] 地膜覆盖和育苗移栽：

[0017] (4)盖膜：选用1.2m宽的黑色地膜，铺平压实，防止大风吹开地膜；

[0018] (5)育苗：在移栽期前20‑25天，使用200孔育苗盘或上口直径5～7cm的迷你营养袋

加烟草育苗基质或蔬菜育苗基质育苗，每孔播种2粒，保持基质湿润，在保护地育苗可消除

灾害天气的影响；如发现麻苗叶色偏黄，叶面喷施尿素，浓度为重量比0.4％；

[0019] (6)移栽：4月下旬至5月，麻苗长至15cm高度时，选择大田土壤湿润时，取苗带土

(基质)，撕掉营养袋后移栽，若能看准天气，在下透雨前移栽效果更好，移栽时尽量少破地

膜，移栽后浇足定根水；

[0020] (7)小群体大个体栽种：移栽密度：行距(墒距)1.2～1.8m，塘距0.8～1m，每667m2

栽400～800株；

[0021] (8)查苗补缺：移栽后10天，检查移栽苗成活率，发现死苗、病苗应及时使用备用苗

重新移栽，浇足定根水；

[0022] (9)追肥：生长期追肥3次，以尿素为主，第1次每塘10g，第2次和第3次每塘15g，绕

麻苗环状施肥与土混匀并盖土；第1次在苗高50～60cm时进行，第2次在苗高100～150cm时

进行，第3次在砍雄麻后进行；

[0023] (10)病虫防治：育苗圃和移栽初期应注意地下害虫：地蚕(地老虎)等危害幼苗，可

清晨人工捕捉或药剂毒杀；生长期注意跳甲、螟虫等危害；雨季要注意检视田间，及时清沟

排水，防止渍水涝害，并可减少病害发生；

[0024] (11)砍雄麻：8月中旬开始，雄麻陆续现蕾，在能够辨认雄麻时及时砍掉雄麻，花叶

可以收集晒干保存；砍雄麻务必做到及时(一定要在雄麻开花前)、彻底、干净，因此需要多

次田间检视，及时发现，及时砍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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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2)花叶收获时期：雄麻在现蕾后开花前砍收；雌麻必须在麻籽灌浆充实(麻籽变

硬)前收获；如果雄麻砍收彻底(干净)，雌麻没有授粉(种子不会发育)，则让雌麻继续生长6

～8周后再收获；

[0026] (13)花叶收获方法：将主花序及分枝砍下，扎把晾晒，及时收集花叶，防止雨淋，防

止霉变；

[0027] (14)花叶标准：无杂质，即无花叶以外的异物，如麻枝梗、麻籽、薄膜、泥土、树叶、

杂草、石子等，含水量10％以下，气味颜色正常，无霉变、腐烂、异味。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经生产上反复试用的结果表明：引入全新理念，突破

工业大麻的传统栽培方法模式，适应花叶型工业大麻生产的特殊需要，创立花叶型工业大

麻的“四改”栽培方法，即改全层施基肥、撒施追肥为深施穴施肥料；改常规露地条播为地膜

覆盖穴播；改种子直播为迷你营养袋育苗移栽；改亩栽3000‑5000株(大群体小个体)为400‑

800株(小群体大个体)，能很好地解决大面积花叶型工业大麻的高产高效种植难题。应用本

发明方法栽培花叶型工业大麻，还能提高肥料效率、减少施肥、避免或减少播种期干旱影

响、无需使用人工或化学除草，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产品安全性和环境安全

性。

[0029] 经本发明“四改”栽培技术使用后的突出技术效果：

[0030] (1)因深施穴施肥料结合盖膜减少雨水冲刷造成的肥水流失和提高肥效，用肥量

比传统做法至少减少20％；

[0031] (2)因盖膜抑制杂草滋生，每亩地减少中耕除草用工至少4个工日，折合人民币400

元(100元/工日)；

[0032] (3)由直播改为迷你营养袋育苗移栽，加上高密度改低密度，每亩的用种量由500g

减少到50g，种子费用减少到原来的1/10(花叶用种子最少200元/kg，高的到达1000元/kg)；

[0033] (4)密度降低，砍雄株用工每亩减少1‑2个工日，这个100‑200元；

[0034] (5)盖膜栽培加上减施肥料，肥水流失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生态效益显著。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仅一步解释与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做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7] 一种花叶型工业大麻的栽培方法，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1)深施

穴施基肥、2)小群体大个体栽种。该两部分内容应当同时满足，以保证后期工业大麻的高产

高效种植的技术目的。

[0038] 进一步为，本发明所述的步骤1)深施穴施基肥，具体为，在垄墒过程完成后，按照

塘距0.8～1m的距离打塘，塘深10～15cm，在塘内施以基肥，将基肥与土混匀后再盖3cm厚的

土。

[0039] 进一步为，本发明所述的步骤2)小群体大个体栽种，具体为，在塘距0.8～1m的基

础上，设置1.2～1.8m的行距，每667m2栽400～800株工业大麻。

[0040] 进一步为，本发明该栽培方法还包括地膜覆盖步骤，具体为，选用1.2m宽的黑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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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铺设，边缘处压紧压实。

[0041]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育苗移栽步骤，具体为，在移栽期前20‑25天，

使用200孔育苗盘或上口直径5～7cm的迷你营养袋加烟草育苗基质或蔬菜育苗基质育苗；

待麻苗长至15cm高度时，选择大田土壤湿润时，带土/基质取苗，撕掉营养袋，移栽如塘，浇

透定根水。

[0042]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砍雄麻步骤，具体为，雄麻为工业大麻的雄性

植株；8月中旬开始，雄麻陆续现蕾，在能够辨认雄麻时立即将雄麻砍掉，应砍干净。雄麻花

叶可以收集晒干保存；砍雄麻务必做到及时(一定要在雄麻开花前)、彻底、干净，因此需要

多次田间检视，及时发现，及时砍雄麻；

[0043]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追肥步骤，该追肥次数设置有3次，第1次在工

业大麻苗高50～60cm时；第2次在工业大麻苗高100～150cm时；第3次在砍雄麻后进行；追肥

方式为，以尿素为主，第1次每塘10g，第2次和第3次每塘15g，绕麻苗环状施肥，与土混匀并

盖土。

[0044] 进一步为，本发明的栽培方法还包括雌麻的收获时期，雌麻为工业大麻的雌性植

株；具体为，雌麻必须在麻籽灌浆充实前收获，即雌麻的麻籽变硬前；若雄麻砍收干净，则让

雌麻继续生长6～8周后再收获。

[0045] 本发明的栽培方法的详细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整地：深耕30cm，做到土壤松、

碎、平，无杂草、石块等；

[0046] (2)垄墒：垄距1.2～1.8m，垄高10～15cm，垄面宽60cm，垄面平整；

[0047] (3)深施穴施基肥：使用高氮低磷中低钾如N:P2O5:K2O＝20:6:10的长效复合肥做

基肥，按塘距0.8～1m打塘，塘深10～15cm，在塘底部施基肥，每塘30～40g，与土混匀后再盖

3cm厚的土；

[0048] 地膜覆盖和育苗移栽：

[0049] (4)盖膜：选用1.2m宽的黑色地膜，铺平压实，防止大风吹开地膜；

[0050] (5)育苗：在移栽期前20‑25天，使用200孔育苗盘或上口直径5～7cm的迷你营养袋

加烟草育苗基质或蔬菜育苗基质育苗，每孔播种2粒，保持基质湿润，在保护地育苗可消除

灾害天气的影响；如发现麻苗叶色偏黄，叶面喷施尿素，浓度为重量比0.4％；

[0051] (6)移栽：4月下旬至5月，麻苗长至15cm高度时，选择大田土壤湿润时，取苗带土

(基质)，撕掉营养袋后移栽，若能看准天气，在下透雨前移栽效果更好，移栽时尽量少破地

膜，移栽后浇足定根水；

[0052] (7)小群体大个体栽种：移栽密度：行距(墒距)1.2～1.8m，塘距0.8～1m，每667m2

栽400～800株；

[0053] (8)查苗补缺：移栽后10天，检查移栽苗成活率，发现死苗、病苗应及时使用备用苗

重新移栽，浇足定根水；

[0054] (9)追肥：生长期追肥3次，以尿素为主，第1次每塘10g，第2次和第3次每塘15g，绕

麻苗环状施肥与土混匀并盖土；第1次在苗高50～60cm时进行，第2次在苗高100～150cm时

进行，第3次在砍雄麻后进行；

[0055] (10)病虫防治：育苗圃和移栽初期应注意地下害虫：地蚕(地老虎)等危害幼苗，可

清晨人工捕捉或药剂毒杀；生长期注意跳甲、螟虫等危害；雨季要注意检视田间，及时清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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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防止渍水涝害，并可减少病害发生；

[0056] (11)砍雄麻：8月中旬开始，雄麻陆续现蕾，在能够辨认雄麻时及时砍掉雄麻，花叶

可以收集晒干保存；砍雄麻务必做到及时(一定要在雄麻开花前)、彻底、干净，因此需要多

次田间检视，及时发现，及时砍雄麻；

[0057] (12)花叶收获时期：雄麻在现蕾后开花前砍收；雌麻必须在麻籽灌浆充实(麻籽变

硬)前收获；如果雄麻砍收彻底(干净)，雌麻没有授粉(种子不会发育)，则让雌麻继续生长6

～8周后再收获；

[0058] (13)花叶收获方法：将主花序及分枝砍下，扎把晾晒，及时收集花叶，防止雨淋，防

止霉变；

[0059] (14)花叶标准：无杂质，即无花叶以外的异物，如麻枝梗、麻籽、薄膜、泥土、树叶、

杂草、石子等，含水量10％以下，气味颜色正常，无霉变、腐烂、异味。

[0060]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为解释本发明技术方案使用。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

依此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请公开的原则范

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步

骤内容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但这些修改不能超出本发明的技术保护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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