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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

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土壤改良，浇水控水，

催花处理，花果期管理和及时采收等措施。本发

明从土壤、水肥管理、生长激素调节和套袋等多

方面提前预防处理，尤其提出了土壤养分针对性

施肥、精细化施肥，叶面施肥，生长激素调节，制

备防裂保护液组合物和套袋等处理方法，经过处

理能够促进植株生长，有效防止菠萝裂果，并且

品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提高商品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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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土壤改良及管理：种植前3-4个月开垦，对土壤风化处理，开垦深度30-40cm，种植前

2-3个月进行备耕，两犁两耙，深度30-35cm，种植10-15天前除净园地杂草，施农家肥1000-

1800kg/hm2，菠萝种植后25-30天喷施叶面肥，每月喷施1-2次，每次喷施量为800-1000kg/

hm2，同时进行浇水控水管理；

(2)催花处理：催花前一个月停止施肥，当菠萝叶片达到30片以上，叶片长度达到28cm

以上的老熟绿叶时，用催花液进行灌心催花1-2次，每株30-50ml，后用40％乙烯利800-1000

倍液均匀喷施1-2次；所述催花液为浓度0.5-1％的电石溶液加0.5-1％的硼砂溶液；

(3)花期管理：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均匀喷施一次10-15mg/L胺鲜酯溶液和100-

110mg/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15天叶面均匀喷施氨钙宝600-800倍，连续喷

3-4次；

(4)果期管理：谢花后30-35天，用防裂保护液500-800倍液对果实均匀喷施；所述防裂

保护液由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蒸

馏水按照质量比为0.5-1.0:0.25-0.35:2.0-2.5:5.0-10.0:10.0-15.0:10.0-20.0:15.0-

20.0:30.0-57.0配制而成；喷施防裂保护液后1-2天，均匀喷施60％-70％甲基托布津800-

1000倍液和3％-4％毒死蜱800-1000倍液，并对果实进行套袋，套果袋后喷施叶面喷施氨钙

宝600-800倍和浓度为0.2％-0.2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3-5次；

(5)及时采收：当果实达到1/3-2/3转黄时采摘，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采收，避免早

晨或雨后采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

述浇水控水管理包括：每10-12天内无有效降雨的情况下灌溉一次，观察菠萝叶片发红、发

黄时灌溉一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施均采

用农用电动喷雾器，雾化粒径为2-5um，射程为2-10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催

花液用注射器进行灌心催花，所述注射器为30-50ml粗口注射器，口径为2-3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喷施的防裂保护液由质量比为0.5:0.25:2.25:6.0:10.0-15.0:10.0-15.0:20.0:40.0-

50.0的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蒸馏水

配制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喷施防裂保护液的环境条件为温度20-25℃，相对湿度60-70％，无风或微风的晴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的套袋采用隔离花粉薄膜袋，其材质为PE薄膜，径口为35-40cm，袋深4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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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菠萝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止菠萝裂果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菠萝又称凤梨，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是著名的热带水果之一。菠萝果实品质优

良，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果糖，葡萄糖，维生素B、C，磷，柠檬酸和蛋白酶等物质。菠萝作为

鲜食，肉色金黄，香味浓郁，甜酸适口，清脆多汁。果实除鲜食外，也是市场上一种主要的罐

头制品，广受消费者的欢迎。

[0003] 中国为菠萝的第五大生产国，面积约5万公顷，产量约110万吨。‘巴厘’和‘卡因’是

目前的主栽品种，台农17号是台湾省嘉义农业试验分所采用杂交育种方法于1998年育成的

优良菠萝鲜食品种，是目前台湾栽培面积最大的品种。2006年，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与南宁市泰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从台湾引进台农17号菠萝种苗，目前广西南宁市西乡塘

区、良庆区等均有栽培。然而，在台农17号种植过程中，果实开裂及裂杆是普遍发生的现象，

从幼果到果实成熟期均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商品性和品质，限制了该品种的推广种植。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可以预防菠萝种植过程中裂果、裂杆现象的种植方式可以大大提升

菠萝的商品性和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台农17号在种植过程中出现裂果和裂杆的情况，而提供一种

防止菠萝裂果及裂杆的方法，该方法有效降低了菠萝的裂果率及裂杆率，提高了菠萝的商

品性和品质，减少了种植者的损失，提高经济效益。

[0006] 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07] (1)土壤改良及管理：种植前3-4个月开垦，对土壤风化处理，开垦深度30-40cm，种

植前2-3个月进行备耕，两犁两耙，深度30-35cm，种植10-15天前除净园地杂草，施农家肥

1000-1800kg/hm2，菠萝种植后25-30天喷施叶面肥，每月喷施1-2次，每次喷施量为80  0-

1000kg/hm2，同时进行浇水控水管理；

[0008] (2)催花处理：催花前一个月停止施肥，当菠萝叶片达到30片以上，叶片长度达到

28  cm以上的老熟绿叶时，用催花液进行灌心催花1-2次，每株30-50ml，后用40％乙烯利800 

-1000倍液均匀喷施1-2次；

[0009] (3)花期管理：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均匀喷施一次10-15mg/L胺鲜酯溶液和

100-1  10mg/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15天叶面均匀喷施氨钙宝600-800倍，

连续喷  3-4次；

[0010] 更优选地，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用喷雾器均匀喷施一次15mg/L胺鲜酯溶液和

100mg  /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天叶面均匀喷施安钙宝600倍，连续喷3次；

[0011] (4)果期管理：谢花后30-35天，用防裂保护液500-800倍液对果实均匀喷施；所述

防裂保护液主要由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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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钠和蒸馏水按照质量比为0.5-1 .0:0 .25-0 .35:2.0-2.5:5 .0-10 .0:10 .0-15 .0:10 .0-

20.0:1  5.0-20.0:30.0-57.0配制而成；喷施防裂保护液后1-2天，均匀喷施60％-70％甲基

托布津80  0-1000倍液和3％-4％毒死蜱800-1000倍液，并对果实进行套袋，套果袋后喷施

叶面喷施氨钙宝600-800倍和浓度为0.2％-0.2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3-5次；

[0012] 更优选地，套果袋后喷施叶面喷施氨钙宝800倍和浓度为0.25％的磷酸二氢钾溶

液5次；

[0013] (5)及时采收：当果实达到1/3-2/3转黄时采摘，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采收，避

免早晨或雨后采收。

[0014]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步骤(1)中所述浇水控水管理包括：每10-12天内无有效降

雨的情况下灌溉一次，观察菠萝叶片发红、发黄时灌溉一次。

[0015]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喷施均采用农用电动喷雾器，雾化粒径为2-5um，射程

为2-  10m。

[0016]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步骤(2)中所述催花液为浓度0.5-1％的电石溶液加0.5-

1％的硼砂溶液。

[0017]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步骤(2)中催花液用注射器进行灌心催花，所述注射器为

30-50  ml粗口注射器，口径为2-3mm。

[0018]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步骤(4)中喷施的防裂保护液由质量比为0.5:0 .25:

2.25:6.  0:10.0-15.0:10.0-15.0:20.0:40.0-50.0的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

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蒸馏水配制而成。

[0019]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步骤(4)中喷施防裂保护液的环境条件为温度20-25

℃，相对湿度60-70％，无风或微风的晴天。

[0020]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步骤(4)中的套袋采用隔离花粉薄膜袋，其材质为PE薄

膜，径口为35-40cm，袋深40-50cm。

[0021] 本发明的步骤(1)中叶面肥为菠萝专用叶面肥，可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得到(如以色

列霸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产的“霸尔绿博”菠萝专用叶面肥)，无需特别制备。

[0022] 本发明的步骤(3)和步骤(4)中氨钙宝可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得到(如烟台绿云生物

化学有限公司产的果树专用氨钙宝)，无需特别制备。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发明的处理方法操作简便科学，使用的肥料环保，符合绿色种植理念，在有效

防止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同时，提高了菠萝的结果率和品质。

[0025] 2、本发明采用科学的土壤改良方案并选用叶面肥作为主要施肥方式，提高了菠萝

对外源钾、钙的吸收，进而增加了果柄中同化产物和纤维素含量，使得裂杆率由原来的50-

70％，降低至10％以下。

[0026] 3、本发明采用科学的催花处理和花期管理，菠萝的结果率可提高到95％以上。

[0027] 4、本发明在果期逐次喷施叶面肥和防裂保护液，极大的增强了果皮的厚度和韧

度，同时增加了果皮的弹性，提高果皮扩张能力，减少果皮开裂。不仅裂果率大大降低，果皮

的各方面性能也便于采摘后的长期贮存和长途运输。

[0028] 5、本发明的防裂保护液中的胺鲜酯能促进植物细胞的分裂和伸长，调节体内养分

的平衡，调节植物生长。芸苔素内酯可以促进作物生长,改善品质，提高产量，提高糖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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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产量等。赤霉素也能促进植物生长、开花结果，提高结实率，具有增产等效果。三种

调节剂进行复合使用，同时搭配N、P、K、Ca、Mg等营养元素，并加入羧甲基纤维素钠作为成膜

剂以保持防裂保护液的长时间作用，使得该保护液，促进了果实细胞分裂，调节各项元素，

使得菠萝叶片更厚实，果实更圆润，含糖量增加，个体更大，产量更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的处理方法是在常规种植方法下进行的，下面结合以下实施例做进一步说

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32] (1)土壤改良及管理：种植前3个月开垦，对土壤风化处理，开垦深度40cm，种植前2 

个月进行备耕，两犁两耙，深度35cm，种植10天前除净园地杂草，施农家肥1600kg/hm2，播种

后30天用喷雾器喷施叶面肥，每月喷施2次，每次喷施量为900kg/hm2，同时进行浇水控水管

理；

[0033] (2)催花处理：进入花期后停止施肥，当菠萝叶片达到30片以上，叶片长度达到

28cm 以上的老熟绿叶时，将催花液用注射器进行灌心催花2次，每株35ml，后用40％乙烯利

850 倍均匀喷施2次；

[0034] (3)花期管理：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用喷雾器均匀喷施一次15mg/L胺鲜酯溶

液和  100mg/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天叶面均匀喷施安钙宝600倍，连续喷3

次；

[0035] (4)果期管理：谢花后35天，用防裂保护液600倍液对果实均匀喷施；所述防裂保护

液主要由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蒸

馏水按质量比为0.5:0.25:2.25:6.0:10.0:15.0:20.0:45.0配制而成；喷施防裂保护液后 

2天，均匀喷施6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和3％毒死蜱900倍液，并用薄膜袋对果实进行套袋，

套果袋后喷施叶面喷施氨钙宝800倍和浓度为0.2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5次；

[0036] (5)及时采收：当果实达到2/3转黄时采摘，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采收，避免早

晨或雨后采收。

[0037] 采摘前7天裂果率(统计裂果率后即摘除裂果，下同)为3.8％，采摘当天裂果率为

1.8％，采摘当天裂杆率为3.0％。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40] (1)土壤改良及管理：种植前3个月开垦，对土壤风化处理，开垦深度40cm，种植前2 

个月进行备耕，两犁两耙，深度35cm，种植10天前除净园地杂草，施农家肥1000kg/hm2，播种

后30天用喷雾器喷施叶面肥，每月喷施2次，每次喷施量为800kg/hm2，同时进行浇水控水管

理；

[0041] (2)催花处理：进入花期后停止施肥，当菠萝叶片达到30片以上，叶片长度达到

28cm 以上的老熟绿叶时，将催花液用注射器进行灌心催花2次，每株35ml，后用40％乙烯利

800 倍均匀喷施2次；

[0042] (3)花期管理：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用喷雾器均匀喷施一次15mg/L胺鲜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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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和  100mg/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天叶面均匀喷施安钙宝600倍，连续喷3

次；

[0043] (4)果期管理：谢花后30天，用防裂保护液500倍液对果实均匀喷施；所述防裂保护

液主要由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蒸

馏水按质量比为0.5:0.25:2.0:5.0:10.0:10.0:15.0:57.0配制而成；喷施防裂保护液后  2

天，均匀喷施60％甲基托布津800倍液和3％毒死蜱800倍液，并用薄膜袋对果实进行套袋，

套果袋后喷施叶面喷施氨钙宝600倍和浓度为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3次；

[0044] (5)及时采收：当果实达到2/3转黄时采摘，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采收，避免早

晨或雨后采收。

[0045] 采摘前7天裂果率为5.4％，采摘当天裂果率为1.2％，采摘当天裂杆率为4.5％。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48] (1)土壤改良及管理：种植前3个月开垦，对土壤风化处理，开垦深度40cm，种植前2 

个月进行备耕，两犁两耙，深度35cm，种植15天前除净园地杂草，施农家肥1800kg/hm2，播种

后30天用喷雾器喷施叶面肥，每月喷施2次，每次喷施量为1000kg/hm2，同时进行浇水控水

管理；

[0049] (2)催花处理：进入花期后停止施肥，当菠萝叶片达到30片以上，叶片长度达到28c 

m以上的老熟绿叶时，将催花液用注射器进行灌心催花2次，每株50ml，后用40％乙烯利10 

00倍均匀喷施2次；

[0050] (3)花期管理：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用喷雾器均匀喷施一次15mg/L胺鲜酯溶

液和  110mg/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天叶面均匀喷施安钙宝800倍，连续喷3

次；

[0051] (4)果期管理：谢花后30天，用防裂保护液800倍液对果实均匀喷施；所述防裂保护

液主要由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蒸

馏水按质量比为1.0:0.35:2.5:10.0:15.0:20.0:20.0:30.0配制而成；喷施防裂保护液后 

2天，均匀喷施70％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和4％毒死蜱1000倍液，并用薄膜袋对果实进行套

袋，套果袋后喷施叶面喷施氨钙宝800倍和浓度为0.2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5次；

[0052] (5)及时采收：当果实达到2/3转黄时采摘，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采收，避免早

晨或雨后采收。

[0053] 采摘前7天裂果率为5.4％，采摘当天裂果率为1.4％，采摘当天裂杆率为4.8％。

[0054] 实施例4

[0055] 一种预防菠萝裂果及裂杆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56] (1)土壤改良及管理：种植前3个月开垦，对土壤风化处理，开垦深度40cm，种植前2 

个月进行备耕，两犁两耙，深度35cm，种植10天前除净园地杂草，施农家肥1800kg/hm2，播种

后30天用喷雾器喷施叶面肥，每月喷施2次，每次喷施量为800kg/hm2，同时进行浇水控水管

理；

[0057] (2)催花处理：进入花期后停止施肥，当菠萝叶片达到30片以上，叶片长度达到

28cm 以上的老熟绿叶时，将催花液用注射器进行灌心催花2次，每株35ml，后用40％乙烯利

800 倍均匀喷施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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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3)花期管理：在植株盛花期和谢花后各用喷雾器均匀喷施一次15mg/L胺鲜酯溶

液和  100mg/L的赤霉素溶液，在植株谢花后每隔12天叶面均匀喷施安钙宝600倍，连续喷3

次；

[0059] (4)果期管理：谢花后35天，用防裂保护液800倍液对果实均匀喷施；所述防裂保护

液主要由胺鲜酯、芸苔素内酯、赤霉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硝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蒸

馏水按质量比为0.5:0.25:2.25:6.0:15.0:15.0:20.0:40.0配制而成；喷施防裂保护液后 

2天，均匀喷施60％甲基托布津1000倍液和3％毒死蜱1000倍液，并用薄膜袋对果实进行套

袋，套果袋后喷施叶面喷施氨钙宝800倍和浓度为0.2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5次；

[0060] (5)及时采收：当果实达到1/3转黄时采摘，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采收，避免早

晨或雨后采收。

[0061] 采摘前7天裂果率为4.2％，采摘当天裂果率为1.8％，采摘当天裂杆率为4.5％。

[0062] 在实施例1、2、3、4的试验田里随机抽取50株成年台农17号菠萝，与当地两户果农

自种田里随机抽取的50株成年台农17号菠萝进行对照形实验(统计裂果率后即摘除裂果)，

结果如下表：

[0063]   采摘前7天裂果率 采摘当天裂果率 采摘当天裂杆率 

实施例1 3.8％ 1.8％ 3.0％ 

实施例2 5.4％ 1.2％ 4.5％ 

实施例3 5.4％ 1.4％ 4.8％ 

实施例4 4.2％ 1.8％ 4.5％ 

对照例1(当地果农) 17.0％ 15.0％ 15.5％ 

对照例2(当地果农) 20.5％ 12.5％ 18.0％ 

[0064] 结果表明采用本发明所述的处理方法种植菠萝，使得菠萝的裂果率由原来的17-

20％，降低至6％以下，裂杆率由原来的15-18％，降低至5％以下，可见使用本发明的处理方

法可以显著降低菠萝出现裂果及裂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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