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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

方法，属于农作物种植技术领域。该方法包括：1)

整地：在种植地的表土上均匀撒施特别配制的耕

前肥料，然后深翻土壤，浇透水后覆膜；2)开畦：

在畦上的种植穴中施入复合微生物肥；3)定植；

4)整枝；5)管理：在植株生长期间，每隔一定时间

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营养液，其

中，所述的液体喷剂包括叶面肥、生物盾Ⅰ号和生

物盾Ⅱ号，所述的灌根营养液为金水土黑白液；

每一株植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7～8枝，每穗选

留坐果良好的5～6个果；在植株开花后结果前喷

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本发明所述方法在保证圣女

果基本不减产的同时显著提升其品质，且肥料成

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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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整地：在种植地的表土上均匀撒施耕前肥料，然后深翻土壤，浇透水后覆膜；所述耕

前肥料的种类和施加标准为：金土酵素35～45kg/亩、米糠粉180～250kg/亩、复合微生物肥

150～180kg/亩；

2)开畦：掀开膜后作畦，每一畦上挖两行种植穴，每个种植穴中施入复合微生物肥80～

100g；

3)定植：将圣女果幼苗移植到种植穴中，覆土盖根，移植完成后浇水；

4)整枝：在需要搭架时立“田”字形支架；当植株的株高低于或等于40cm时只留主干，侧

枝全部摘除；当植株的株高超过40cm时，除留主干外再留第一花序和第二花序下的侧枝，其

余侧枝全部摘除；

5)管理：在植株生长期间，每隔一定时间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营养液，其

中，所述的液体喷剂包括叶面肥、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所述的灌根营养液为金水土黑

白液；每一株植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7～8枝，每穗选留坐果良好的5～6个果；在植株开花

后结果前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1)中，覆膜的时

间为10～20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1)中，所述耕前

肥料的种类和施加标准为：金土酵素40kg/亩、米糠粉200kg/亩、复合微生物肥160kg/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5)中，每10～15

天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营养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5)中，所述的植

物生长调节剂为苄氨赤霉酸。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在植株

生长期间，施入有机肥1次和氮磷钾复合肥3～6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有机肥的施加标准

800～1000kg/亩，施肥时机在定植后15～20天。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氮磷钾复合肥的施加

标准12～20kg/亩，施肥时机为从定植开始至第一批果实成熟每隔8～12天灌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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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的种植，具体涉及一种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圣女果是果、蔬两用食品，其果形小，似樱桃，果肉丰厚，味清甜，  风味独特且营养

丰富，还具有生津止渴、消热解毒、健胃消食等功效，成  为近年来风靡欧美、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的新型水果。

[0003] 圣女果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适宜在较强光照及土层深厚的土壤种植，栽  培应选择

有机质丰富、耕层深、结构好、疏松透气的土壤为宜。传统圣女果  温室栽培技术，因连年种

植，各种病原菌在土壤中不断累积，导致连作障碍  发生，严重影响产量，品质也有所降低，

如果采用农药杀虫，还存在农药残  留量的问题。此外，现有圣女果种植技术由于长期单一

过量地施用化肥不仅  使生产成本增加，还导致土壤酸化与盐碱化、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

肥力和  微量元素衰减、土壤侵蚀与板结，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产量和品质。施  肥过量

或施肥时间过于密集，影响圣女果的产量和质量。

[0004] 公开号为CN108235932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能够获得绿色有机圣  女果的栽

培方法，该方法采用腐熟的有机基质为圣女果提供足够的养分，采  用红蓝混合光照射，在

促进圣女果生长的同时又能增加圣女果的甜度；通过  定期喷洒中药煎煮液防治病虫害解

决农药残留问题，从而得到绿色有机圣女  果。但是，该方法需要每天进行红蓝混合光照射，

而且时间在8小时以上， 成本较高。公开号CN108739128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圣女果的

种植方  法，该方法通过对从选种到整枝各步骤的具体限定，解决目前种植中所存在 的果

型畸形进而导致圣女果的质量差、产量低的问题，同时分析了多种品种  在不同时期播种对

圣女果畸形果率、圣女果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以及总产  量的影响，但是对定植前所施肥

料及植株生长期间防治害虫的方式并未进行 限定。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相对于常规种植在基本不减产的同 时显著

提升产品品质且肥料成本低的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圣女果的绿色生态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整地：在种植地的表土上均匀撒施耕前肥料，然后深翻土壤，浇透水  后覆膜；所

述耕前肥料的种类和施加标准为：金土酵素35～45kg/亩、米糠粉180～250kg/亩、复合微生

物肥150～180kg/亩；

[0009] 2)开畦：掀开膜后作畦，每一畦上挖两行种植穴，每个种植穴中施入复  合微生物

肥80～100g；

[0010] 3)定植：将圣女果幼苗移植到种植穴中，覆土盖根，移植完成后浇水；

[0011] 4)整枝：在需要搭架时立“田”字形支架；当植株的株高低于或等于40cm 时只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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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侧枝全部摘除；当植株的株高超过40cm时，除留主干外再留  第一花序和第二花序下的

侧枝，其余侧枝全部摘除；

[0012] 5)管理：在植株生长期间，每隔一定时间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  灌根营养

液，其中，所述的液体喷剂包括叶面肥、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  所述的灌根营养液为金

水土黑白液；每一株植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7～8枝，  每穗选留坐果良好的5～6个果；在

植株开花后结果前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0013] 上述方法的步骤1)中，种植地的选择与现有技术相同，具体是选择通风、 向阳、土

层深厚且排水良好的地块为圣女果种植地。对于耕前肥料，是将各  种肥料混合均匀后再均

匀地撒施于种植地的表土上，所述耕前肥料的种类和  施加标准优选为：金土酵素40kg/亩、

米糠粉200kg/亩、复合微生物肥160kg  /亩。耕前肥料撒施完成后进行深翻土壤，翻耕深度

优选在30cm以上，翻耕  完成后覆膜，覆膜的时间优选为10～20天，更优选为15天。

[0014] 上述方法的步骤2)中，开畦操作与现有技术相同，具体的，开高40～50cm、  宽100

～120cm的畦，畦上覆黑膜，畦间距优选为30～40cm；畦上采用双行栽  培方式，即每一畦上

挖两行种植穴，畦内行距40～50cm，株距40～45cm。移  入幼苗前，在每个种植穴内施入复合

微生物肥80～100g。

[0015] 上述方法的步骤3)中，所述圣女果幼苗可以是任意品种的嫁接苗、组培  苗或者是

由种子自然萌发生长得到的健壮的幼苗。圣女果幼苗的高度通常为  15～25cm。

[0016] 上述方法的步骤4)中，通常是在植株生长至株高30～40cm时搭架，本 申请中优选

是立“田”字形支架，具体操作为：每株插2～2.5m长的竹竿一  支，每畦上相邻4个竹竿合拢

束成一架，各架上各竹杆上距离地面30cm、90cm  和150cm处分别用细线相连，扎紧束牢。当

植株的株高低于或等于40cm时  只留主干，侧枝全部摘除；当植株的株高超过40cm时，除留

主干外再留第 一花序和第二花序下的侧枝，其余侧枝全部摘除。

[0017] 上述方法的步骤5)中，每10～15天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营  养液。所

述液体喷剂中的叶面肥、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可以混合在一起  喷施，根据常识，叶面

肥、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在喷施前应按产品使用  说明进行稀释，具体的，叶面肥稀释

300～500倍使用，生物盾Ⅰ号稀释200～500  倍使用，生物盾Ⅱ号稀释200～500倍。在混合喷

施时，叶面肥、生物盾Ⅰ号  和生物盾Ⅱ号的混合比例优选为1：0.5：0.5(体积比)。所述的灌

根营养液为  金水土黑白液(由黑液和白液组成)，同样的，在灌根前按产品使用说明进行稀 

释，具体的，先将黑液和白液等体积混合，然后以黑液量为准加水稀释200～300  倍，搅拌均

匀后灌根部位。

[0018] 上述方法的步骤5)中，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花芽分化  及生长，

以提高座果率，保花保果，其选择与现有技术相同，优选为苄氨赤  霉酸(总有效成分含量为

3.6％，苄氨基嘌呤含量为1.8％，赤霉酸A4+A7含量  为1.8％)。喷施的次数为3～5次，每次

间隔7～10天。

[0019] 上述方法的步骤5)中，为提高圣女果的品质、增强光照、促进通气、防  止病害，摘

除采收完毕果穗以下的老叶。

[0020] 本发明所述方法中，涉及的金土酵素、复合微生物肥、生物盾Ⅰ号、生  物盾Ⅱ号以

及金水土黑白液均为市售产品，优选为ETS(天津)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的相关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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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作为上述方法的改进，优选在植株生长期间施入有机肥1次和氮磷钾复  合肥3～6

次，为植株的持续生长及果实产量提供保证。所述的有机肥与现有  技术相同，如人粪尿、厩

肥、堆肥、绿肥、饼肥或沼气肥等。有机肥的施加  标准优选控制在800～1000kg/亩，施肥时

机通常是在定植后15～20天。所述氮  磷钾复合肥是将其溶于水后以水溶液形式灌根，氮磷

钾复合肥的施加标准  12～20kg/亩，施肥时机为从定植开始至第一批果实成熟每隔8～12

天甚至更长  的间隔时间灌根一次；当氮磷钾复合肥是配制成0.02g/ml的浓度时，每次灌 

根时每株施用量为50ml，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开花和坐果的营养需求。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合理搭配耕前肥料并在定植前施用特定量  的复合

微生物肥、再结合各阶段限定的种植技术操作，一方面利用肥料的组  配使其自身有益微生

物的生命活动产生的次生代谢物(如激素类物质等)增加  植物营养元素的供应，增强植物

根系活力和根系的吸收面积，提高土壤中有  机质和速效养分的含量，刺激叶片生长，促进

植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 改善植物体内营养状况从而使果实中可溶性还原糖、胡萝卜

素、甜度、VC、  VE等指标均呈较大幅度的提升，最为关键的是，申请人发现采用本发明限定 

的肥料搭配及种植技术配合能够使果实中硝酸盐的含量显著降低，显著提高  了产品的品

质。另一方面，肥料的合理选配也改善了土壤的理化性状及通透  条件，减少了土壤的酸化

和盐渍化，减轻了病虫对植物危害。再者，本发明  所述方法中肥料的合理搭配，在保证作物

基本不减产的情况下有效降低了肥 料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述，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 内容，但

本发明并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4] 以下实施例中涉及的金土酵素、复合微生物肥、生物盾Ⅰ号、生物盾Ⅱ  号以及金水

土黑白液均为ETS(天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0025] 实施例1：本发明所述方法

[0026] 1)整地：选择通风、向阳、土层深厚且排水良好的地块为圣女果种植地；  在种植地

的表土上均匀撒施耕前肥料，然后深翻土壤，翻耕深度在30～35cm，  翻耕完成后浇透水，覆

膜15天；所述耕前肥料的种类和施加标准优选为：金  土酵素40kg/亩、米糠粉200kg/亩、复

合微生物肥160kg/亩；

[0027] 2)开畦：掀开膜后，开高40cm、宽100cm的畦，畦上覆黑膜，畦间距为  40cm；畦上采

用双行栽培方式，即每一畦上挖两行种植穴，畦内行距40cm，  株距40cm；移入幼苗前，在每

个种植穴内施入复合微生物肥90g；

[0028] 3)定植：以广西科宏蔬菜育苗有限公司生产的圣女果品种“粉娇”嫁接苗  (株高15

～25cm)作为圣女果幼苗，将圣女果幼苗移植到种植穴中，覆土盖根，  移植完成后浇水；

[0029] 4)整枝：当植株生长至株高30～40cm时搭“田”字形支架，具体操作为：  每株插2～

2.5m长的竹竿一支，每畦上相邻4个竹竿合拢束成一架，各架上  各竹杆上距离地面30cm、

90cm和150cm处分别用细线相连，扎紧束牢；整  枝操作中，当植株的株高低于或等于40cm时

只留主干，侧枝全部摘除；当  植株的株高超过40cm时，除留主干外再留第一花序和第二花

序下的侧枝(每  个植株共4条枝条)，其余侧枝全部摘除；

[0030] 5)管理：在植株生长期间，每隔15天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  营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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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031] 所述的液体喷剂由叶面肥(勇壮牌进口氮磷钾复合肥料，氮：磷：钾＝14：  15：10，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组成，叶  面肥的稀释倍数为400

倍，生物盾Ⅰ号的稀释倍数为200倍，生物盾Ⅱ号的  稀释倍数为200倍；在混合喷施时，叶面

肥、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的混  合比例为1：0.5：0.5(体积比)；所述的灌根营养液为金水

土黑白液，灌根前  先将黑液和白液等体积混合，然后以黑液量为准加水稀释200倍后灌根

部位，  每株植株的灌根量为50～80ml/株；每一株植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8枝，每  穗选留

坐果良好的5个果；在植株开花后结果前喷施3次苄氨赤霉酸(总有效  成分含量为3.6％，苄

氨基嘌呤含量为1.8％，赤霉酸A4+A7含量为1.8％)，  每次间隔7天；

[0032] 在植株生长期间施入有机肥1次和氮磷钾复合肥5次，其中，有机肥为  牛厩肥、有

机肥的施加标准为1000kg/亩，施肥时机为定植后20天，施肥方  式为在每一畦上两行植株

之间挖沟将有机肥填入沟中，然后覆土；所述氮磷  钾复合肥(狮马牌氮磷钾复合肥，氮：磷：

钾＝21：8：11，比利时欧洲化学安  特卫普公司)的施加标准15kg/亩，施肥时机分别为定植

后10天、植株开花时  和植株挂果时，施肥方式为将氮磷钾复合肥溶于水(水的用量为使所

得溶液中  复合肥浓度为0.02g/ml)，施肥时机为从定植开始至第一批果实成熟每隔10  天

灌根一次，每次灌根时每株施用量为50～80ml，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开  花和坐果的营养

需求；

[0033] 在植株生长期间，摘除采收完毕果穗以下的老叶。

[0034] 对比例1：常规种植方法

[0035] 1)整地：选择通风、向阳、土层深厚且排水良好的地块为圣女果种植地(与  实施例

1的种植地相邻)；在种植地的表土上均匀撒施耕前肥料，然后深翻土  壤，翻耕深度在30～

35cm，翻耕完成后浇透水，覆膜15天；所述耕前肥料的  种类和施加标准优选为：腐熟的牛厩

肥1000kg/亩、米糠粉200kg/亩、复合  肥(狮马牌氮磷钾复合肥，氮：磷：钾＝21：8：11，比利

时欧洲化学安特卫普 公司)160kg/亩；

[0036] 2)开畦：掀开膜后，开高40cm、宽100cm的畦，畦上覆黑膜，畦间距为  40cm；畦上采

用双行栽培方式，即每一畦上挖两行种植穴，畦内行距40cm，  株距40cm；移入幼苗前，在每

个种植穴内施入氮磷钾复合肥(狮马牌氮磷钾 复合肥，氮：磷：钾＝21：8：11，比利时欧洲化

学安特卫普公司)50g；

[0037] 3)定植：以广西科宏蔬菜育苗有限公司生产的圣女果品种“粉娇”嫁接苗  (株高

20cm)作为圣女果幼苗，将圣女果幼苗移植到种植穴中(植株的根不与氮  磷钾复合肥直接

接触)，覆土盖根，移植完成后浇水；

[0038] 4)整枝：同实施例1的步骤4)；

[0039] 5)管理：在植株生长期间，每隔15天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  营养液，

其中，

[0040] 所述的液体喷剂由叶面肥(勇壮牌进口氮磷钾复合肥料，氮：磷：钾＝14：  15：10，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生产)、枯草芽孢杆菌(有效成分含量100亿  CFU/克，山东泗水丰

田农药有限公司，作杀菌用)和毒必克氨基寡糖素(有效  成分含量3％，山东泗水丰田农药

有限公司，作抗病毒用)组成(枯草芽孢杆菌  和毒必克氨基寡糖素属于化学防病杀菌剂)，

叶面肥的稀释倍数为400倍，枯  草芽孢杆菌和毒必克氨基寡糖素的稀释倍数均为200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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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混合喷施，混  合时叶面肥、枯草芽孢杆菌和毒必克氨基寡糖素的混合比例为1：0.5：0.5

(体  积比)；所述的灌根营养液为氮磷钾复合肥(狮马牌氮磷钾复合肥，氮：磷：钾  ＝21：8：

11，比利时欧洲化学安特卫普公司)的水溶液(浓度为0.02g/ml)，每  株植株的灌根量为50

～80ml/株；每一株植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8枝，每穗  选留坐果良好的5个果；在植株开花

后结果前3次喷施苄氨赤霉酸(总有效成  分含量为3.6％，苄氨基嘌呤含量为1.8％，赤霉酸

A4+A7含量为1.8％)，每 次间隔7天；

[0041] 在植株生长期间施入有机肥1次和氮磷钾复合肥5次，其中，有机肥为  牛厩肥、有

机肥的施加标准为1000kg/亩，施肥时机为定植后20天，施肥方  式为在每一畦上两行植株

之间挖沟将有机肥填入沟中，然后覆土；所述氮磷  钾复合肥(狮马牌氮磷钾复合肥，氮：磷：

钾＝21：8：11，比利时欧洲化学安  特卫普公司)的施加标准15kg/亩，施肥方式为将复合肥

溶于水(水的用量为使  所得溶液中氮磷钾复合肥浓度为0.02g/ml)灌根，施肥时机为从定

植开始至第  一批果实成熟每隔10天灌根一次，每次灌根时每株施用量为50～80ml，以保 

证植株正常生长、开花和坐果的营养需求；

[0042] 在植株生长期间，摘除采收完毕果穗以下的老叶。

[0043] 分别对按实施例1和对比例1所述方法种植的成熟圣女果中的成分进行  测定，结

果如下述表1所示；同时分别统计实施例1和对比例1所述方法的 投入和产出，结果如表2所

示。

[0044] 表1

[0045]

[0046] 表1中，维生素C含量的检测采用2，6-DCPIP滴定法(李建武，萧能，余瑞元，等.生 

物化学实验原理和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02-305)；维生素E含量的检  测

按GB/T  5009.8-2003《食物中维生素A和维生素E的测定》进行；可滴定酸的含量采用酸  碱

滴定法测定(冯双庆，赵玉梅.果蔬保鲜技术及常规测试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141-142.)；还原糖含量的检测按GB/T  5009.8-2003《食品中蔗糖的测定》进行；粗  灰

分含量的检测按G  B  5009.4-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灰分的测定》进行；粗蛋白  质

含量的检测按GB  5009.5-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进行；甜度使  用

日本Atago  PAL-1甜度计测试。实验仪器包括Vario  EL  III元素分析仪(德国)，高效液相色 

谱仪(岛津20A高效液相色谱)。圣女果果中营养元素含量以鲜物质中元素的质量分数表

示。)

[0047] 由表1可知，本发明所述方法能有效改善圣女果果实品质，果实中的营  养成分VC、

VE、还原糖、粗灰分、粗蛋白和胡萝卜素等指标的含量大幅高  于常规种植方法所得的圣女

果；甜度也更高，口感更好；而且，本发明所述  方法所得的圣女果中的硝酸盐含量显著低于

常规种植方法，因此，本发明所 述方法能够得到绿色有机圣女果，食用更健康。

[0048]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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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由表2可知，本发明所述方法的总产量和总产值上略逊于常规种植，但  是，本发明

所述方法中肥料成本的投入近乎为常规种植法的一半，而其净产  值却几乎与常规种植法

相当，因此，本发明所述方法较常规种植方法可大量  节约肥料成分及人力成本，降低投入。

[0051] 实施例2

[0052] 重复实施例1，不同的是：

[0053] 步骤1)中，耕前肥料的种类和施加标准为：金土酵素35kg/亩、米糠粉  250kg/亩、

复合微生物肥180kg/亩；

[0054] 步骤2)中，移入幼苗前，在每个种植穴内施入复合微生物肥80g；

[0055] 步骤5)中，每隔20天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营养液。

[0056] 实施例3

[0057] 重复实施例1，不同的是：

[0058] 步骤1)中，耕前肥料的种类和施加标准为：金土酵素45kg/亩、米糠粉  180kg/亩、

复合微生物肥150kg/亩；覆膜时间为20天；

[0059] 步骤2)中，畦的高为50cm、宽120cm的，畦间距为40cm；畦上采用双  行栽培方式，即

每一畦上挖两行种植穴，畦内行距50cm，株距45cm；；移入  幼苗前，在每个种植穴内施入复

合微生物肥100g；

[0060] 步骤5)按下述操作进行：

[0061] 在植株生长期间，每隔18天喷施一次液体喷剂并施用一次灌根营养液，  其中，所

述的液体喷剂由叶面肥(勇壮牌进口氮磷钾复合肥料，氮：磷：钾＝14：  15：10，兴农药业(中

国)有限公司生产)、生物盾Ⅰ号和生物盾Ⅱ号组成，叶  面肥的稀释倍数为400倍，生物盾Ⅰ号

的稀释倍数为200倍，生物盾Ⅱ号的  稀释倍数为200倍；在混合喷施时，叶面肥、生物盾Ⅰ号

和生物盾Ⅱ号的混  合比例为1：0.5：0.5(体积比)；所述的灌根营养液为金水土黑白液，灌

根前  先将黑液和白液等体积混合，然后以黑液量为准加水稀释200倍后灌根部位，  每株植

株的灌根量为50～80ml/株；每一株植株保留生长健壮的花穗7枝，每  穗选留坐果良好的6

个果；在植株开花后结果前4次喷施苄氨赤霉酸(总有效  成分含量为3.6％，苄氨基嘌呤含

量为1.8％，赤霉酸A4+A7含量为1.8％)，  每次间隔7天；

[0062] 在植株生长期间施入有机肥1次和氮磷钾复合肥6次，其中，有机肥为  牛厩肥、有

机肥的施加标准为900kg/亩，施肥时机为定植后18天，施肥方式  为在每一畦上两行植株之

间挖沟将有机肥填入沟中，然后覆土；所述氮磷钾 复合肥(狮马牌氮磷钾复合肥，氮：磷：钾

＝21：8：11，比利时欧洲化学安特  卫普公司)的施加标准20kg/亩，施肥方式为将复合肥溶

于水(水的用量为使所  得溶液中氮磷钾复合肥浓度为0.02g/ml)灌根，施肥时机为从定植

开始至第一  批果实成熟每隔12天灌根一次，每次灌根时每株施用量为50～80ml，以保证 

植株正常生长、开花和坐果的营养需求；

[0063] 在植株生长期间，摘除采收完毕果穗以下的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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