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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包括步

骤：1)驯化混种蚯蚓；2)种植地整理：将驯化的混

种蚯蚓撒到大棚泥土上；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

份为粗盐2‑3份、蒜蓉1‑2份、苦楝树叶汁2‑3份和

水100‑120份的混合液中浸泡8‑10分钟，取出晾

干；4)将红薯种苗栽插；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

肥料一次，所述有机肥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

酵而成：腐烂水果10‑15份、废弃菜叶15‑25份、玉

米须10‑15份、水葫芦10‑20份、碎鸡蛋壳5‑8份、

泥碳5‑10份、米糠3‑5份、植物乳杆菌剂5‑10份和

芽孢杆菌菌液5‑10份；6)采摘时基部留2‑3个节

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撒所述有机肥料。本发明可

以减少红薯叶种植的连作障碍，延长轮作时间，

提高红薯叶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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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薯叶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驯化混种蚯蚓：将多个种类的蚯蚓置于驯化箱内，并在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大棚

土壤1000‑1500份、牛粪20‑30份、桉树木糠15‑20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0‑15份和尿素1‑2份

混合物，每两天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0‑25℃的环境内驯化8‑15天；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物一

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1‑2cm泥土层，再撒上1‑2千克每亩

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5‑10千克；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2‑3份、蒜蓉1‑2份、苦楝树叶汁2‑3份和水100‑120份

的混合液中浸泡8‑10分钟，取出晾干；

4）在3‑5月份，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距30‑35cm，株距20‑25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

上，然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一端将红薯种苗的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0‑

15cm，然后浇水，控制棚内温度为20‑25℃，湿度为  60%‑65%，每隔2‑3天浇水一次；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50‑200千克；所述有机肥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0‑15份、废弃菜叶15‑25份  、玉米须10‑15份、

水葫芦10‑20份、碎鸡蛋壳  5‑8  份、泥碳5‑10份、米糠3‑5份、植物乳杆菌剂  5‑10  份和芽孢

杆菌菌液5‑10份；栽插后还包括虫害的防治，具体为：在出现虫害前期，将红薯叶全部用剪

刀摘除，基部留2‑3个节间，然后喷洒质量份为芦荟汁10‑15份、柠檬汁5‑10份和水100‑150

份的混合液，静置1‑2小时后，喷洒质量份为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0.05‑0.1份、50%辛

硫磷乳剂0.05‑0.1份、红糖4‑5份、旱莲草汁2‑3份、醋酸1‑2份和水100‑150份的混合杀虫

液，喷洒混合杀虫液第3‑4天喷淋淘米水，然后施所述有机肥料；

6）当分枝长达25‑30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3‑5个节间，并

在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15‑20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基部

留2‑3个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撒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00‑150千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薯叶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1）步骤中的混种蚯蚓包括

参环毛蚓、白茎环毛蚓和威廉环毛蚓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红薯叶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肥料由以下

方法发酵：将腐烂水果、废弃菜叶、玉米须和水葫芦混合粉碎，然后与碎鸡蛋壳、泥碳、米糠、

植物乳杆菌剂和芽孢杆菌菌液再次混合均匀，然后密封堆沤2‑3天，展开露天放置即可。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62506 B

2



红薯叶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种植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利用大棚种植蔬菜可以不分季节上市，可以周年生产，大大增加农民的收

入，但往往因此发生的连作障碍问题比露地栽培蔬菜突出的多，而红薯叶种植是一次定植

多次采摘上市的蔬菜，采用传统轮作方式克服连作障碍并不利于红薯叶种植生产。连作障

碍归纳主要有三个方面：1、病虫危害加重；2、土壤盐渍化和酸化；3、土壤养分分布不均。而

通过农药、化学方式改善连作障碍容易对土壤产生危害，不利于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生

产。

[0003] 并且红薯苗是一种容易反复感染病虫害，并很快蔓延的植物，虽然通过农药喷洒

可以很快消灭病虫害，但是红薯苗生长周期短，经过喷洒农药后的红薯叶需要经过一段时

间才能上市，如果等待过了药效期再采摘，有些叶子容易出现老化或留有虫口，影响口感和

美观，而如果提前采摘，又会容易出现农药残留。如何防止红薯叶病虫害的反复发生和蔓

延，给大众提供无公害的健康红薯叶，这是也是目前市场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作为各种广泛且细致的研究和实验的结果，本发明的发明人发现，将混种蚯蚓置

于红薯叶的种植地上培养，并铺设一层稻草层，可以减少红薯叶种植的连作障碍，延长轮作

时间，提高红薯叶的产量和品质。基于这种发现，完成了本发明。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和/或缺陷，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

点。

[0006]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其包

括以下步骤：

[0007] 1)驯化混种蚯蚓：将多个种类的蚯蚓置于驯化箱内，并在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

大棚土壤1000‑1500份、牛粪20‑30份、桉树木糠15‑20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0‑15份和尿素1‑

2份混合物，每两天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0‑25℃的环境内驯化8‑15天；

[0008]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

物一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1‑2cm泥土层，再撒上1‑2千克

每亩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5‑10千克；

[0009]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2‑3份、蒜蓉1‑2份、苦楝树叶汁2‑3份和水100‑

120份的混合液中浸泡8‑10分钟，取出晾干；

[0010] 4)在3‑5月份，将红薯种苗按行距30‑35cm，株距20‑25cm栽插，然后浇水，控制棚内

温度为20‑25℃，湿度为60％‑65％，每隔2‑3天浇水一次；

[0011]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50‑200千克；所述有

机肥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0‑15份、废弃菜叶15‑25份、玉米须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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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水葫芦10‑20份、碎鸡蛋壳5‑8份、泥碳5‑10份、米糠3‑5份、植物乳杆菌剂5‑10份和芽孢

杆菌菌液5‑10份；

[0012] 6)当分枝长达25‑30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3‑5个节

间，并在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15‑20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

基部留2‑3个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00‑150千克。

[0013] 优选的是，所述4)步骤的栽插具体为：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距30‑35cm，株距20‑

25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上，然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一端将红薯种苗的

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0‑15cm。

[0014] 优选的是，所述1)步骤中的混种蚯蚓包括参环毛蚓、白茎环毛蚓和威廉环毛蚓混

合。

[0015] 优选的是，所述有机肥料由以下方法发酵：将腐烂水果、废弃菜叶、玉米须和水葫

芦混合粉碎，然后与碎鸡蛋壳、泥碳、米糠、植物乳杆菌剂和芽孢杆菌菌液再次混合均匀，然

后密封堆沤2‑3天，展开露天放置即可。

[0016] 优选的是，栽插后还包括虫害的防治，具体为：在出现虫害前期，将红薯叶全部摘

除，然后喷洒质量份为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0.05‑0.1份、50％辛硫磷乳剂0.05‑0.1

份、红糖4‑5份、旱莲草汁2‑3份、醋酸1‑2份和水100‑150份的混合杀虫液，喷洒混合杀虫液

第3‑4天喷淋淘米水，然后施所述有机肥料。

[0017] 优选的是，栽插后还包括虫害的防治，具体为：在出现虫害前期，将红薯叶全部用

剪刀摘除，基部留2‑3个节间，然后喷洒质量份为芦荟汁10‑15份、柠檬汁5‑10份和水100‑

150份的混合液，静置1‑2小时后，喷洒质量份为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0.05‑0.1份、

50％辛硫磷乳剂0.05‑0.1份、红糖4‑5份、旱莲草汁2‑3份、醋酸1‑2份和水100‑150份的混合

杀虫液，喷洒混合杀虫液第3‑4天喷淋淘米水，然后施所述有机肥料。这样可以减少红薯苗

对混合杀虫液的吸收，而是直接将混合杀虫液喷洒在成虫或虫卵上，以及诱惑虫害采食，以

实现低毒害全面消杀害虫的效果，既能降低农药残留时间，又能降低再次遭受病虫害的几

率。

[0018]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将混种蚯蚓置于红薯叶的种植地上培养，并铺设

一层稻草层，可以减少红薯叶种植的连作障碍，延长轮作时间，满足红薯叶一次定植多次采

摘上市，提高红薯叶的产量和品质。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2‑3份、蒜蓉1‑2份、苦楝

树叶汁2‑3份和水100‑120份的混合液中浸泡8‑10分钟，可以减少卷叶虫卵等虫害带入种植

地，降低红薯叶遭受卷叶虫等的侵害。由质量份为腐烂水果10‑15份、废弃菜叶15‑25份、玉

米须10‑15份、水葫芦10‑20份、碎鸡蛋壳5‑8份、泥碳5‑10份、米糠3‑5份、植物乳杆菌剂5‑10

份和芽孢杆菌菌液5‑10份发酵得到的有机肥，既是蚯蚓的食物，又是红薯苗的肥料，既能促

进蚯蚓的运动活力和生长，又可以得到蚯蚓的粪便增加土壤的肥力，克服土壤容易出现连

作障碍，进一步促进红薯苗快速茂盛生长，增强抵抗病虫害的能量。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

距30‑35cm，株距20‑25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上，然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

一端将红薯种苗的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0‑15cm。可以使栽插速度快，对土壤表皮翻动少，减

少杂草萌生。

[0019]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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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字能够据

以实施。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驯化混种蚯蚓：将多个种类的蚯蚓置于驯化箱内，并在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

大棚土壤1000份、牛粪20份、桉树木糠15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0份和尿素1份混合物，每两天

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0℃的环境内驯化8天；

[0024]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

物60千克一亩，一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1cm泥土层，再撒

上1千克每亩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5千克；

[0025]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2份、蒜蓉1份、苦楝树叶汁2份和水100份的混合

液中浸泡8分钟，取出晾干；

[0026] 4)在3月份，将红薯种苗按行距30cm，株距20cm栽插，然后浇水，控制棚内温度为20

℃，湿度为60％％，每隔2天浇水一次；栽插通过传统的先挖沟，然后将红薯种苗的一端倾斜

埋入泥土中15cm；

[0027]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50千克；所述有机肥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0份、废弃菜叶15份、玉米须10份、水葫芦10份、

碎鸡蛋壳5份、泥碳5份、米糠3份、植物乳杆菌剂5份和芽孢杆菌菌液5份；其中，栽插后出现

虫害时，用传统的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10毫升对水15千克喷洒；

[0028] 6)当分枝长达25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3个节间，并在

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15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基部留2个

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00千克。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驯化混种蚯蚓：将多个种类的蚯蚓置于驯化箱内，并在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

大棚土壤1500份、牛粪30份、桉树木糠20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5份和尿素2份混合物，每两天

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5℃的环境内驯化15天；

[0032]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

物100千克一亩，一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2cm泥土层，再撒

上2千克每亩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10千克；

[0033]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3份、蒜蓉2份、苦楝树叶汁3份和水120份的混合

液中浸泡10分钟，取出晾干；

[0034] 4)在5月份，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距35cm，株距25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上，然

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一端将红薯种苗的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5cm，然后浇

水，控制棚内温度为25℃，湿度为65％，每隔3天浇水一次；

[0035]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200千克；所述有机肥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5份、废弃菜叶25份、玉米须15份、水葫芦20份、

碎鸡蛋壳8份、泥碳10份、米糠5份、植物乳杆菌剂10份和芽孢杆菌菌液10份；其中，栽插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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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虫害时，用传统的50％辛硫磷乳剂10毫升对水10千克喷洒；

[0036] 6)当分枝长达30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5个节间，并在

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20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基部留2‑3

个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50千克。

[0037] 实施例3

[0038] 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驯化混种蚯蚓：将参环毛蚓、白茎环毛蚓和威廉环毛蚓混合置于驯化箱内，并在

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大棚土壤1200份、牛粪25份、桉树木糠17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2份和

尿素2份混合物，每两天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0‑25℃的环境内驯化8‑15天；

[0040]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

物50千克一亩，一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2cm泥土层，再撒

上2千克每亩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8千克；

[0041]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3份、蒜蓉1份、苦楝树叶汁3份和水110份的混合

液中浸泡9分钟，取出晾干；

[0042] 4)在4月份，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距35cm，株距22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上，然

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一端将红薯种苗的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2cm，然后浇

水，控制棚内温度为23℃，湿度为60％，每隔3天浇水一次；

[0043]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60千克；所述有机肥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0份、废弃菜叶20份、玉米须10份、水葫芦15份、

碎鸡蛋壳7份、泥碳8份、米糠4份、植物乳杆菌剂7份和芽孢杆菌菌液6份；其中，有机肥料由

以下方法发酵：将腐烂水果、废弃菜叶、玉米须和水葫芦混合粉碎，然后与碎鸡蛋壳、泥碳、

米糠、植物乳杆菌剂和芽孢杆菌菌液再次混合均匀，然后密封堆沤3天，展开露天放置即可；

其中，栽插后出现虫害时，用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和50％辛硫磷乳剂各10毫升对水

15千克喷洒；

[0044] 6)当分枝长达25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4个节间，并在

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15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基部留3个

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20千克。

[0045] 实施例4

[0046] 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驯化混种蚯蚓：将参环毛蚓、白茎环毛蚓和威廉环毛蚓混合置于驯化箱内，并在

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大棚土壤1500份、牛粪20份、桉树木糠20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0份和

尿素2份混合物，每两天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0℃的环境内驯化15天；

[0048]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

物70千克一亩，一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1cm泥土层，再撒

上2千克每亩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5千克；

[0049]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3份、蒜蓉1份、苦楝树叶汁3份和水100份的混合

液中浸泡8分钟，取出晾干；

[0050] 4)在5月份，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距30cm，株距25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上，然

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一端将红薯种苗的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0cm，然后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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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控制棚内温度为25℃，湿度为65％，每隔2天浇水一次；

[0051]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200千克；所述有机肥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0份、废弃菜叶25份、玉米须10份、水葫芦20份、

碎鸡蛋壳5份、泥碳10份、米糠3份、植物乳杆菌剂10份和芽孢杆菌菌液5份；有机肥料由以下

方法发酵：将腐烂水果、废弃菜叶、玉米须和水葫芦混合粉碎，然后与碎鸡蛋壳、泥碳、米糠、

植物乳杆菌剂和芽孢杆菌菌液再次混合均匀，然后密封堆沤3天，展开露天放置即可；其中，

栽插后虫害的防治具体为：在出现虫害前期，将红薯叶全部摘除，然后喷洒质量份为1％甲

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0.05份、50％辛硫磷乳剂0.1份、红糖4份、旱莲草汁3份、醋酸1份和

水150份的混合杀虫液，喷洒混合杀虫液第4天喷淋淘米水，然后施所述有机肥料；

[0052] 6)当分枝长达25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5个节间，并在

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15‑20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基部留2

个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50千克。

[0053] 实施例5

[0054] 一种红薯叶种植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驯化混种蚯蚓：将参环毛蚓、白茎环毛蚓和威廉环毛蚓混合置于驯化箱内，并在

驯化箱内放入质量份为大棚土壤1000份、牛粪30份、桉树木糠15份、粉碎的水稻秸秆15份和

尿素1份混合物，每两天喷淋一次淘米水，在25℃的环境内驯化8天；

[0056] 2)种植地整理：将大棚的土地翻耕、除草、松土，然后将驯化的混种蚯蚓连同混合

物80千克一亩，一起撒到大棚泥土上，然后铺上稻草层，淋透水，然后铺上2cm泥土层，再撒

上2千克每亩的石灰粉，静置一天一夜；其中，每亩撒驯化的混种蚯蚓量为5千克；

[0057] 3)将红薯种苗置于质量份为粗盐3份、蒜蓉1份、苦楝树叶汁3份和水100份的混合

液中浸泡10分钟，取出晾干；

[0058] 4)在3月份，将红薯种苗的根部按行距35cm，株距20cm排列在大棚的种植地上，然

后用比红薯种苗粗的硬杆栽插，硬杆的一端将红薯种苗的一端斜压进泥土中15cm，然后浇

水，控制棚内温度为20℃，湿度为60％，每隔2天浇水一次；

[0059] 5)栽插后第15天施有机肥料一次，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200千克；所述有机肥

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发酵而成：腐烂水果10份、废弃菜叶25份、玉米须10份、水葫芦20份、

碎鸡蛋壳8份、泥碳10份、米糠5份、植物乳杆菌剂5份和芽孢杆菌菌液10份；有机肥料由以下

方法发酵：将腐烂水果、废弃菜叶、玉米须和水葫芦混合粉碎，然后与碎鸡蛋壳、泥碳、米糠、

植物乳杆菌剂和芽孢杆菌菌液再次混合均匀，然后密封堆沤2‑3天，展开露天放置即可；其

中，栽插后虫害的防治具体为：在出现虫害前期，将红薯叶全部用剪刀摘除，基部留2个节

间，然后喷洒质量份为芦荟汁15份、柠檬汁5份和水100份的混合液，静置1小时后，喷洒质量

份为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0.1份、50％辛硫磷乳剂0.05份、红糖5份、旱莲草汁2份、

醋酸1份和水100份的混合杀虫液，喷洒混合杀虫液第3天喷淋淘米水，然后施所述有机肥

料；

[0060] 6)当分枝长达25cm开始第一次采摘薯叶上市，第一次采摘时基部留5个节间，并在

第一次采摘后的第二天施尿素20千克每亩，以后每隔一个星期采收1次，采摘时基部留2个

节间，采摘后第二天施所述有机肥料，有机肥料用量为每亩施用150千克。

[0061] 为了说明本发明的效果，发明人提供比较实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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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比较例>

[0063] 在大棚内选取相邻八块地，并且各块地之间通过塑料薄膜间隔开，各块地的土壤

之间也通过塑料薄膜间隔深度35厘米，每块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其中五块地分别采用实施

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的方法种植红薯叶。

[0064] 比较例1：选取第六块地，在步骤1)和2)中无需驯化混种蚯蚓，也不需要将蚯蚓撒

到大棚的第五块地上，其他步骤跟实施例1相同。

[0065] 比较例2：选取第七块地，在步骤3)中用传统的70％甲基托布津浸红薯种苗10分

钟，其他步骤跟实施例1相同。

[0066] 比较例3：选取第八地，在步骤5)和6)用的有机肥料与实施例1不同，而是施撒的有

机肥料全部用鸡和鸭粪堆沤的有机肥，其他步骤跟实施例1操作相同。

[0067] 分别对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比较例1、比较例2和比较例

3统计其种植的轮作年限、种植第3年的总产量和土壤PH值、种植第4年的总产量和土壤PH

值、种植第半年内遭受卷叶虫的次数、每块的栽插时间、栽插后第几天开始萌生杂草、虫害

消杀后平均多少天又复发、农药残留天数，参见表1。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

实施例5、比较例1、比较例2和比较例3都在第4.5年轮作其他作物，他们分别捕捉到的蚯蚓

重量分别为：132kg、146kg、129kg、111kg、133kg、3kg、119kg、31kg。

[0068] 表1：

[0069]

[0070]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明显发现通过本发明的红薯叶种植方法可以延长土壤的轮作

年限，提高红薯叶的产量，还可以获得品质优良的蚯蚓，在需要轮作的时候，可以捕捉到大

量优质大条的蚯蚓，也是一笔不错的收益。而且遭受虫害少，减少农药使用次数和农药残

留，提高红薯叶的食用安全性。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09362506 B

8



[0071]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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