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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

方法，包括茬口安排、播种、施肥除草、病虫害防

治、收获，茬口安排是：4月种植花生‑7月种植小

青菜‑8月种植丝瓜、小青菜‑10月种植香菇、杏鲍

菇。本发明根据藤蔓类蔬菜的和菇类喜阴的特

点,进行农作物套种立体栽培,当丝瓜育苗及生

长前期时种植小青菜，丝瓜封顶、成熟后，藤蔓给

食用菌提供了天然的避光栽培条件，同时当食用

菌采收结束后菌料又可以作为有机质，增加土壤

肥力和疏松性。本发明，农作物结合自身特点，为

其他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栽培上的层次

性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单位面积的效益，是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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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茬口安排、播种、施肥除草、病虫

害防治、收获，所述茬口安排是：4月种植花生‑7月种植小青菜‑8月种植丝瓜、小青菜‑10月

种植香菇、杏鲍菇；具体步骤如下：

（1）大棚花生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3月底整地，亩施商品有机肥1000Kg，所述商品有机肥的总养分中：N+P2O5+K2O≥5%，

有机质≥45%；

2）起垄，垄宽80  cm，高度15～18  cm，垄面宽45～50  cm，覆盖PPC黑色生物降解膜；棚内

挂置10  cm×20  cm黄板，按照30～40块/667  m2的密度，挂在行间或株间，高出植株顶部, 

大棚两侧安装防虫网；

3）4月初，每亩用600g/L吡虫啉悬浮种衣剂30～40  ml，亮盾30  ml，200  g/L(20%)氯虫

苯甲酰胺悬浮剂20～30  ml,兑水250～300  ml均匀拌种后晾干后播花生种；每垄播2行，穴

距18cm，每穴播2粒，每亩9000～9500穴；花针期和结荚期遇旱时浇水；

（2）小青菜播种，花生采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7月中下旬，花生饱果时采收；

2）结合耕翻亩施商品有机肥500  Kg后，播种小青菜，所述商品有机肥的总养分中：N+

P2O5+K2O≥5%，有机质≥45%；播种小青菜期间对菜青虫、蚜虫进行防治，菜青虫在卵孵化盛

期选用苏云金杆菌（Bt）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6～7  d喷一次，连喷2次；

（3）丝瓜‑小青菜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8月初，丝瓜育苗，采用温汤浸种催芽，所述温汤浸种催芽是把丝瓜种子放入55℃热

水中，维持水温均匀浸泡15  min后将丝瓜种子捞出洗净，再30～32℃温水浸种6  h后播种，

采用50孔穴盘；

2）8月下旬第一茬小青菜采收，耕翻田后继续播种第二茬小青菜，12  d后追施健力素8

～10  kg/667m2；

3）丝瓜定植前在两边各距大棚内侧60  cm处敞穴施肥料，丝瓜株距30  cm，在每两株丝

瓜穴中间设一个敞穴施复合肥，亩施5.8～6.2  Kg；

4）8月10日～20日，定植丝瓜，采取遮阳、补水措施；丝瓜长到15～20cm时用竹竿支撑，

并在大棚内侧安装40  cm×40  cm的塑料网格作为爬架支撑物；初果期，剪去所有侧蔓，其间

用草绳绑蔓  2～3次；

5）主蔓爬上棚顶后放任生长；使丝瓜在棚顶上垂直下挂；隔10～20  d结合浇水冲施1次

肥，每次每667m2冲施肥料健力素5～8  kg，间隔追施三元复合肥  10～15  kg；坐果后8～12 

d采收；

（4）菇种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9月底～10月初小青菜采收，挖1.8  m*1.8  m的池，深度50  cm，上面撒一层生石灰；10

月中旬，在爬有丝瓜藤的棚顶下的棚内种植香菇和杏鲍菇；将香菇和杏鲍菇菌种摆放到池

中；摆放之前将菌袋剪开，水平摆放，排间距4  cm，袋间距2  cm，空隙部分用土填充，袋上口

盖1～2  cm细土；覆盖黑色遮阳网，开始出菇时揭去遮阳网；出菇前温度控制在16～25  ℃，

温差控制在5～10  ℃，相对湿度则控制在  80%～90%，在这期间采取喷水、通风措施；出菇期

的湿度控制在85%～95%，并保证最高温度不超过30  ℃；杏鲍菇8～9  d出菇，香菇10～12  d

出菇；待植香菇和杏鲍菇全部采收后将其废料打碎后耕翻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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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播

种小青菜采用撒播。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

丝瓜结瓜后期控制浇水次数和水量；在整个丝瓜的生育期中，结合丝瓜理蔓、采收，根据丝

瓜生长情况疏雄去卷须，并将老叶、病叶，弱叶剪去。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选

择天气晴朗、空气相对湿度较小时采收植香菇和杏鲍菇，且采收前4小时勿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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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作物的种植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农作物立体生态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土地耕种面积越来越少，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单位

面积的效益，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显著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单位面积的效

益的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

[0004] 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其改进之处在于：包括茬口安排、播种、施肥除

草、病虫害防治、收获，所述茬口安排是：4月种植花生‑7月种植小青菜‑8月种植丝瓜、小青

菜‑10月种植香菇、杏鲍菇；具体步骤如下：

[0005] (1)大棚花生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3月底整地，亩施商品有机肥1000Kg，所述商品有机肥的总养分中：N+P2O5+K2O≥

5％，有机质≥45％；

[0007] 2)起垄，垄宽80cm，高度15～18cm，垄面宽45～50cm，覆盖PPC黑色生物降解膜；棚

内挂置10cm×20cm黄板，按照30～40块/667m2的密度，挂在行间或株间，高出植株顶部,大

棚两侧安装防虫网；

[0008] 3)4月初，每亩用600g/L吡虫啉悬浮种衣剂30～40ml，亮盾30ml，200g/L(20％)氯

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0～30ml,兑水250～300ml均匀拌种后晾干后播花生种；每垄播2行，穴

距18cm，每穴播2粒，每亩9000～9500穴；花针期和结荚期遇旱时浇水；

[0009] (2)小青菜播种，花生采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7月中下旬，花生饱果时采收；

[0011] 2)结合耕翻亩施商品有机肥500Kg后，播种小青菜，所述商品有机肥的总养分中：N

+P2O5+K2O≥5％，有机质≥45％；播种小青菜；播种小青菜期间对菜青虫、蚜虫进行防治，菜

青虫在卵孵化盛期选用苏云金杆菌(Bt)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6～7d喷一次，连喷2次；

[0012] (3)丝瓜‑小青菜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8月初，丝瓜育苗，采用温汤浸种催芽，所述温汤浸种催芽是把丝瓜种子放入55

℃热水中，维持水温均匀浸泡15min后将丝瓜种子捞出洗净，再30～32℃温水浸种6h后播

种，采用50孔穴盘；

[0014] 2)8月下旬第一茬小青菜采收，耕翻田后继续播种第二茬小青菜，12d后追施健力

素8～10kg/667m2；

[0015] 3)丝瓜定植前在两边各距大棚内侧60cm处敞穴施肥料，丝瓜株距30cm，在每两株

丝瓜穴中间设一个敞穴施复合肥，亩施5.8～6.2Kg；

[0016] 4)8月10日～20日，定植丝瓜，采取遮阳、补水措施；丝瓜长到15～20cm时用竹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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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并在大棚内侧安装40cm×40cm的塑料网格作为爬架支撑物；初果期，剪去所有侧蔓，其

间用草绳绑蔓2～3次；

[0017] 5)主蔓爬上棚顶后放任生长；使丝瓜在棚顶上垂直下挂；隔10～20d结合浇水冲施

1次肥，每次每667m2冲施肥料健力素5～8kg，间隔追施三元复合肥10～15kg；坐果后8～12d

采收。

[0018] (4)菇种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9月底～10月初小青菜采收，挖1.8m*1.8m的池，深度50cm，上面撒一层生石灰；

10月中旬，在爬有丝瓜藤的棚顶下的棚内种植香菇和杏鲍菇；将香菇和杏鲍菇菌种摆放到

池中；摆放之前将菌袋剪开，水平摆放，排间距4cm，袋间距2cm，空隙部分用土填充，袋上口

盖1～2cm细土；覆盖黑色遮阳网，开始出菇时揭去遮阳网；出菇前温度控制在16～25℃，温

差控制在5～10℃，相对湿度则控制在80％～90％，在这期间采取喷水、通风措施；出菇期的

湿度控制在85％～95％，并保证最高温度不超过30℃；杏鲍菇8～9d出菇，香菇10～12d出

菇；待植香菇和杏鲍菇全部采收后将其废料打碎后耕翻入田。

[0020] 进一步地，步骤(2)中播种小青菜采用撒播。

[0021] 进一步地，步骤(3)中丝瓜结瓜后期控制浇水次数和水量；在整个丝瓜的生育期

中，结合丝瓜理蔓、采收，根据丝瓜生长情况疏雄去卷须，并将老叶、病叶，弱叶剪去。

[0022] 进一步地，步骤(4)中选择天气晴朗、空气相对湿度较小时采收植香菇和杏鲍菇，

且采收前4小时勿喷水。

[002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积极效果：

[0024] 1、根据藤蔓类蔬菜的和菇类喜阴的特点,进行农作物套种立体栽培,所述农作物

包括花生、小青菜、丝瓜、香菇和杏鲍菇。花生是泰州市传统的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营养价

值高，喜欢沙土环境；香丝瓜是泰州市特色蔬菜品种，具有淡淡的香味，具有清热止渴的作

用，深受人们的喜爱，丝瓜的卷须，具有依附支架攀爬的生活习性，非常适宜瓜类蔬菜在设

施内采取立体栽培；夏季对小青菜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由于温度高，病虫害较多，生产上夏

季小青菜较为短缺，在大棚内安装防虫网有助于减轻病虫害的发生；食用菌喜阴凉的环境

正是立体种植的理想选择。本发明是当丝瓜育苗及生长前期时种植小青菜，丝瓜封顶、成熟

后，藤蔓给食用菌提供了天然的避光栽培条件，同时当食用菌采收结束后菌料又可以作为

有机质，增加土壤肥力和疏松性。本发明中，农作物结合自身特点，为其他作物生长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栽培上的层次性显著提高土地利用率。

[0025] 2、本发明能显著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单位面积的效益，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一种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方法，包括茬口安排、播种、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收

获。

[0028] 实施例1

[0029] 茬口安排是：4月种植花生‑7月种植小青菜‑8月种植丝瓜、小青菜‑10月种植香菇、

杏鲍菇；具体步骤如下：

[0030] (1)大棚花生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3月底整地，亩施商品有机肥1000Kg，所述商品有机肥的总养分中：N+P2O5+K2O≥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754318 B

5



5％，有机质≥45％；

[0032] 2)起垄，垄宽80cm，高度15～18cm，垄面宽45～50cm，覆盖PPC黑色生物降解膜；棚

内挂置10cm×20cm黄板，按照30～40块/667m2的密度，挂在行间或株间，高出植株顶部,大

棚两侧安装防虫网；

[0033] 3)4月初，每亩用600g/L吡虫啉悬浮种衣剂30～40ml，亮盾30ml，200g/L(20％)氯

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0～30ml,兑水250～300ml均匀拌种后晾干后播花生种；每垄播2行，穴

距18cm，每穴播2粒，每亩9000～9500穴；花针期和结荚期遇旱时浇水；

[0034] (2)小青菜播种，花生采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7月中下旬，花生饱果时采收；

[0036] 2)结合耕翻亩施商品有机肥500Kg，播种小青菜，所述商品有机肥的总养分中：N+

P2O5+K2O≥5％，有机质≥45％，本实施例中，播种小青菜采用撒播；播种小青菜期间对菜青

虫、蚜虫进行防治，菜青虫在卵孵化盛期选用苏云金杆菌(Bt)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6

～7d喷一次，连喷2次；

[0037] (3)丝瓜‑小青菜播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8月初，丝瓜育苗，采用温汤浸种催芽，所述温汤浸种催芽是把丝瓜种子放入55

℃热水中，维持水温均匀浸泡15min后将丝瓜种子捞出洗净，再30～32℃温水浸种6h后播

种，采用50孔穴盘；

[0039] 2)8月下旬第一茬小青菜采收，耕翻田后继续播种第二茬小青菜，12d后追施健力

素8～10kg/667m2；

[0040] 3)丝瓜定植前在两边各距大棚内侧60cm处敞穴施肥料，丝瓜株距30cm，在每两株

丝瓜穴中间设一个敞穴施复合肥，亩施5.8～6.2Kg；

[0041] 4)8月10日～20日，定植丝瓜，采取遮阳、补水措施；丝瓜长到15～20cm时用竹竿支

撑，并在大棚内侧安装40cm×40cm的塑料网格作为爬架支撑物；初果期，为确保主蔓生长、

结果，提高前期产量，并向棚顶延伸，应剪去所有侧蔓，其间用草绳绑蔓2～3次；

[0042] 5)主蔓爬上棚顶后放任生长。注意要使丝瓜在棚顶上垂直下挂，防止横生在眼中，

以确保瓜条整齐；此时，丝瓜需肥水较多，一般隔10～20d结合浇水冲施1次肥，每次每667m2

可冲施肥料健力素5～8kg，间隔追施三元复合肥10～15kg。结瓜后期控制浇水次数和水量。

在整个丝瓜的生育期中，要结合丝瓜理蔓、采收，经常疏雄去卷须，并将老叶、病叶，弱叶剪

去；坐果后10d左右可以采收；

[0043] (4)菇种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9月底～10月初小青菜采收，挖1.8m*1.8m的池，深度50cm，上面撒一层生石灰；

10月中旬，在爬有丝瓜藤的棚顶下的棚内种植香菇和杏鲍菇；将香菇和杏鲍菇菌种摆放到

池中；摆放之前将菌袋剪开，水平摆放，排间距4cm，袋间距2cm，空隙部分用土填充，袋上口

盖1～2cm细土；覆盖黑色遮阳网，开始出菇时揭去遮阳网；出菇前温度控制在16～25℃，温

差控制在5～10℃，相对湿度则控制在80％～90％，在这期间采取喷水、通风措施；出菇期的

湿度控制在85％～95％，并保证最高温度不超过30℃；杏鲍菇8～9d出菇，香菇10～12d出

菇；尽量选择天气晴朗、空气相对湿度较小时进行采收，且采收前4小时勿喷水，尽量减少菇

体含水量、延长保鲜时间。待菇全部采收后将其废料打碎后耕翻入田。

[0045] 本实施例的亩效益约1.42万元，具体经济效益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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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表1粮‑菜‑菇立体生态种植亩产值及效益分析表

[0047]

[0048] 注：投入成本，主要包括种子、农药、肥料、人工、大棚折旧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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