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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1）选地与隔离;（2）土壤改良;（3）栽

植;（4）施肥;（5）除草：水源采用单独的有机果园

专用水源，萌芽期、枝条快速生长前期、果实膨大

期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60％～

70％；果实成熟期与采收期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

最大持水量的50％～60％；晚秋时的土壤含水量

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40％～55％；通过滴灌设备

来进行浇水；（6）水分管理；（7）防治病虫措施；本

发明采用环形滴灌的方法，把每个蓝莓树上都套

上环形滴管6，保证了水可以均匀的渗入蓝莓树

四周，而且还能防止出滴口侧翻，让水笔直渗透

到土壤中，让根部吸收到足够水分和养分，从而

增加了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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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与隔离：选择远离污染、地势平坦的土地为蓝莓培育基地，在该蓝莓培育基地

中设有隔离带，所述隔离带周围设有沟渠或垄地；

(2)土壤改良：在(1)中所述的蓝莓培育基地中的土壤PH为4.0～5.5，当土壤pH值大于

5.5时，用改土剂进行调整；所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5～18％，有机质含量低于5％时，添加

有机质；

(3)栽植：所栽植的蓝莓品种包括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所述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的比

例为1∶2～3∶1，所述栽植的行向为南北向栽植，不规则丘陵地沿等高线栽植；

(4)施肥：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中的一种

或几种；施肥次数：每年施肥4～6次，分别为萌芽花蕾期、果实膨大期、转色成熟期和采果后

树势恢复期；

(5)除草：a.通过除草机，对种有蓝莓树的行间和垄间的土地进行除草；b.在所述行间

或垄间设置覆盖物，所述覆盖物厚度为10～15cm；

(6)水分管理：水源采用单独的有机果园专用水源，萌芽期、枝条快速生长前期、果实膨

大期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60％～70％；果实成熟期与采收期的土壤含水量为

土壤最大持水量的50％～60％；晚秋时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40％～55％；入

冬前灌一次封冻水；通过滴灌设备来进行浇水；

(7)防治病虫措施：a.萌芽花蕾期：及时清除病虫枝，补充维生素；采用生物药剂提早预

防，所述生物药剂包括多杀霉素或多抗霉素；b.坐果期：平衡施肥，合理补充中微量元素，调

节土壤湿度，土壤施肥和根外追肥相结合，挂黄板诱杀蚜虫，选用安全高效生物药剂于病虫

发生初期交替防治；c.采收后期休眠前期：清除病虫枝，挂黄板诱杀蚜虫，采收后及时补充

营养，选用安全高效生物药剂于病虫发生初期交替防治；

其中在水分管理的步骤中，所述滴灌设备包括主管道(1)、设于所述主管道(1)上的卡

扣(2)、设于所述卡口上的第一转环(11)、用于通水的过渡管道(3)、设于所述过渡管道(3)

一端上的调节块(4)、可拆卸地设于所述调节块(4)上的过滤块(5)、可拆卸地设于所述调节

块(4)上的环形滴管(6)、设于对称设于所述调节块(4)上的湿度感应杆(12)；所述湿度感应

杆(12)可插入到土壤中；把卡扣(2)扣在主管道(1)上，滑动确定好每个蓝莓树的间隔，然后

通过第一转环(11)，把过渡管道(3)插入到主管道(1)上，解开环形滴管(6)，然后绕在蓝莓

树根上，再让环形滴管(6)的两端都在调节块(4)中，然后拿住调节块(4)，把湿度感应杆

(12)插入土壤中，实现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卡口包括卡块(21)和卡

槽(22)；所述卡块(21)包括对称设于所述卡块(21)上的限位板(211)、设于所述限位板

(211)上的弹性凸板(212)、设于所述限位板(211)上的弹性槽(213)；所述卡槽(22)包括对

称设于所述卡槽(22)上的紧固槽(221)、可位移地设于所述紧固槽(221)上的紧固块(222)、

用于让所述紧固块(222)复位的紧固弹簧(223)；所述弹性凸板(212)可进入到所述弹性槽

(213)中；所述弹性凸板(212)可与所述紧固块(222)接触；在安装的时候，卡槽(22)放到主

管道(1)上，然后卡块(21)卡在卡槽(22)上，让弹性凸板(212)从弹性槽(213)中出来，进入

到紧固槽(221)中，与紧固块(222)抵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在土地改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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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中，所述的蓝莓培育基地中的土壤PH为4.3～4.8；所述改土剂包括木醋类物质；所述土壤

的有机质含量为12％；所述有机质包括草炭土、松针、锯木屑和烂树皮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管道(3)还包括设

于所述过渡管道(3)上的扎刺(31)、设于所述扎刺(31)上且用于连通主水管的连通口(32)、

设于所述过渡管道(3)上的螺纹杆(33)、设于所述第一转环(11)上且与所述螺纹杆(33)相

适配的螺纹槽(34)；当各个卡口之间的距离之后，过渡管道(3)的一端进入到第一转环(11)

中，让扎刺(31)朝向在卡口中的主管道(1)，转动第一转环(11)，让螺纹槽(34)与螺纹杆

(33)相互啮合，从而让扎刺(31)缓慢而有力的刺入主管道(1)中，通过连通口(32)让过渡管

道(3)与主管道(1)连通，从而让主管道(1)的通过连通口(32)，从过渡管道(3)进入到调节

块(4)中，通过弧形滴管最终实现对蓝莓树的灌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施肥步骤中，所述蓝莓专

用肥包括腐熟的蚯蚓粪、植物肥和菌肥；所述鱼类氨基酸为鱼的下脚料发酵后的产物；所述

中微量元素为动物骨发酵后的产物；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维生素水溶肥料、含钾型水溶肥

料、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以及含硼型水溶肥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块(4)包括调节槽

(41)、可转动地设于所述调节槽(41)上的转块(42)、设于所述转块(42)上的流速控制槽

(43)、用于驱动所述转块(42)转动的转柄(44)、设于所述转柄(44)上的多个固定杆(45)、设

于所述调节块(4)上且与所述固定杆相适配的多个固定槽(46)；所述流速控制一端的槽口

大于另一端的槽口；所述固定杆可进入到所述固定槽中；当需要调节水滴流速时，先拔一下

转柄(44)，让固定杆从固定槽中出来，此时转柄(44)处于可转动状态，转动转柄(44)，就可

以对水的流量进行调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施肥步骤中，所述的萌芽

花蕾期、果实膨大期、转色成熟期和采果后树势恢复期所施的肥料分别为：a.萌芽花蕾期：

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和水溶肥料，施肥方式为根施和叶面施肥，根施的施肥深度

为10cm～20cm；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维生素水溶肥料、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以及含硼型水

溶肥料；b.所述果实膨大期所施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所述水

溶肥料包括含钾型水溶肥料和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采果后树势恢复期所施肥料包括蓝莓

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钾型水溶肥料。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块(5)包括对称设

于所述过滤块(5)上的过滤板(51)、防止泄露的密封块(52)、对称设于所述转块(42)上的齿

轮(53)、可套设在所述齿轮(53)上的紧固环(54)、两端分别与所述紧固环(54)和所述过滤

板(51)相连的紧固绳(55)；过滤板(51)可以把沙石过滤出来，过滤块(5)是可拆卸的，当把

紧固环(54)从齿轮(53)上脱离，然后拔动过滤块(5)就可以对过滤板(51)拆卸下来，清理好

过滤板(51)之后再把紧固环(54)卡在齿轮(53)上便可安装好。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中

天然芸苔素和水的重量比为：8mg∶20kg；所述含硼型水溶肥料中硼和水的重量比为：15g∶

20kg；所述含维生素水溶肥料中维生素和水的重量比为：25mg∶20kg；所述含钾型水溶肥料

中钾和水的重量比为：20g∶20kg。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滴管(6)还包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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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环形滴管(6)上的多个滴口(61)、分别设与所述滴口上的弹性限流块(62)、设于所述

环形滴管(6)上的第二转环(63)、对称设于所述第二转环(63)上的凹槽(64)、设于所述调节

块(4)上的空槽(65)、可以动的设于所述空槽(65)上的凸块(66)、用于让所述凸块(66)复位

的弹簧(67)；所述凸块(66)可进入到所述凹槽(64)中；所述第二转环(63)表面设有密封橡

胶；水流通过调节块(4)进入到环形滴管(6)中，再从滴口中以水滴的形式对蓝莓树进行灌

溉，环形滴管(6)一端是与调节块(4)相连的，另一端是可拆卸的，可拆卸的一端设有第二转

环(63)，当需要拆卸的时候，转动第二转环(63)，凹槽(64)就会往两侧转动，使得第二转环

(63)顶着凸块(66)，往空槽(65)方向移动，当凸块(66)进入到空槽(65)中时，就可以把这一

端从调节块(4)中拔出来，需要再次安装时，只需要让第二转环(63)复位，让凹槽(64)对准

凸块(66)，然后插入调节块(4)中，在弹簧(67)的作用下，使得凸块(66)再次进入到凹槽

(64)中。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12970506 A

4



一种有机蓝莓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蓝莓培育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有机蓝莓培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蓝莓(Blueberry)，学名越橘，也有称蓝莓果的，属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由于果实

呈蓝色，并且原产和主产于美国而俗称“美国蓝莓”，其柔软多汁，风味醇美，有特殊香气；适

于冷冻、制造果酱、果冻、果糕和馅饼等。

[0003] 在20世纪90年代，蓝莓的保健作用已被证实并被广泛接受。蓝莓是真正的蓝色食

品，果实的蓝色，来自于高含量的花青素类物质。花青素是一类可溶性的色素，颜色从蓝色

一直到红色。如高丛蓝莓每100克果实中花青素含量达到数百毫克，并且种类复杂，常见的

有15种。药理研究发现，蓝莓中的花色苷成份有促进视红素再合成、改善循环、抗溃疡、抗炎

症等多种药理活性。日本的研究人员证实，黑果越桔色素提取物有助于眼睛毛细血管的完

整性而减少斑点退化变性，进而有保护视力的作用。欧洲和美国已有蓝莓总花色苷制剂出

售。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疾病，如心脏病、癌症、关节炎、皱纹、眼睛疾病、帕金森病和阿耳茨

海默早老性痴呆症等，均与由自由基引起的氧化作用有关美国Tufts大学农业部老年营养

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研究证明，由于蓝莓果实中所含的花青素类和其他具有保健作用的化

合物，如细菌抑制因子、叶酸、维生素A、维生素C、胡萝卜素、鞣酸和纤维素等，能够防御自由

基的氧化作用，使其在41种水果蔬菜中的抗氧化能力最强。日本和美国都将蓝莓列于抗癌

食品的前列。用蓝莓在老鼠身上做试验证实，蓝莓可以延缓甚至转化部分衰老症状；同时还

发现蓝莓对尿道感染有预防作用。蓝浆果也是一种高纤维食品。根据国农业部的数据，145

克蓝浆果中至少含有2.9克纤维，因此，可以作为日常饮食中纤维的良好采源。蓝莓还是一

种低热量的食品，1/2杯蓝莓果汁仅含175.7焦的热量。

[000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20世纪后期掀起了

对于日常饮食中具有保健作用的功能性健康食品的研究高潮。蓝莓以其独特的保健营养价

值在国外市场上引起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成为目前最热门的开发产品之一。美国最有影响

的健康杂志《Prevention》称蓝莓为“神奇果”。1999年另一家非常受欢迎的杂志《EatWell》

把蓝莓评为“年度水果”。美国农业部国际贸易官员指出，当前日本最热门的农产品是蓝莓。

目前，蓝莓鲜果和加工产品作为欧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高档食品，尽管其售价高于柑橘、

苹果等、但市场上仍供不应求。

[0005] 由于蓝莓具有特殊的保健作用，其鲜果和加工品消费量不断上升。但是目前还没

有效果比较好的蓝莓的系统培育方法，种植在果园力的蓝莓树是要每天都浇水的，由于蓝

莓树每个阶段的涨势都不一样，所以现有的滴灌设备随着蓝莓树长大，一方面会让躺在地

上的灌溉管侧翻，而且还会出现滴水口与最初的位置不同，导致蓝莓树小于实际所吸收的

水分，从而影响蓝莓树的产量和果实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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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有效灌溉，防止滴水管侧翻的有机蓝

莓培育方法。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选地与隔离：选择远离污染、地势平坦的土地为蓝莓培育基地，在该蓝莓培育基地

中设有隔离带，所述隔离带周围设有沟渠或垄地;（2）土壤改良：在（1）中所述的蓝莓培育基

地中的土壤PH为4.0～5.5，当土壤pH值大于5.5时，用改土剂进行调整；所述土壤的有机质

含量为5～18％，有机质含量低于5％时，添加有机质;（3）栽植：所栽植的蓝莓品种包括主栽

品种和授粉品种，所述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的比例为1∶2～3∶1，所述栽植的行向为南北向

栽植，不规则丘陵地沿等高线栽植;（4）施肥：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中微量

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中的一种或几种；施肥次数：每年施肥4～6次，分别为萌芽花蕾期、果

实膨大期、转色成熟期和采果后树势恢复期;（5）除草：a.通过除草机，对种有蓝莓树的行间

和垄间的土地进行除草；b.在所述行间或垄间设置覆盖物，所述覆盖物厚度为10～15cm;

（6）水分管理：水源采用单独的有机果园专用水源，萌芽期、枝条快速生长前期、果实膨大期

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60％～70％；果实成熟期与采收期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

最大持水量的50％～60％；晚秋时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40％～55％；入冬前

灌一次封冻水；通过滴灌设备来进行浇水；（7）防治病虫措施：a.萌芽花蕾期：及时清除病虫

枝，补充维生素；采用生物药剂提早预防，所述生物药剂包括多杀霉素或多抗霉素；b.坐果

期：平衡施肥，合理补充中微量元素，调节土壤湿度，土壤施肥和根外追肥相结合，挂黄板诱

杀蚜虫，选用安全高效生物药剂于病虫发生初期交替防治；c.采收后期休眠前期：清除病虫

枝，挂黄板诱杀蚜虫，采收后及时补充营养，选用安全高效生物药剂于病虫发生初期交替防

治。

[0008] 在土地改良步骤中，所述的蓝莓培育基地中的土壤PH为4.3～4.8；所述改土剂包

括木醋类物质；所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12％；所述有机质包括草炭土、松针、锯木屑和烂

树皮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9] 在施肥步骤中，所述蓝莓专用肥包括腐熟的蚯蚓粪、植物肥和菌肥；所述鱼类氨基

酸为鱼的下脚料发酵后的产物；所述中微量元素为动物骨发酵后的产物；所述水溶肥料包

括含维生素水溶肥料、含钾型水溶肥料、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以及含硼型水溶肥料中的一

种或几种。

[0010] 在施肥步骤中，所述的萌芽花蕾期、果实膨大期、转色成熟期和采果后树势恢复期

所施的肥料分别为：a.萌芽花蕾期：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和水溶肥料，施肥方式

为根施和叶面施肥，根施的施肥深度为10cm～20cm；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维生素水溶肥料、

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以及含硼型水溶肥料；b.所述果实膨大期所施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

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钾型水溶肥料和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

采果后树势恢复期所施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

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钾型水溶肥料。

[0011] 所述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中天然芸苔素和水的重量比为：8mg∶20kg；所述含硼型

水溶肥料中硼和水的重量比为：15g∶20kg；所述含维生素水溶肥料中维生素和水的重量比

为：25mg∶20kg；所述含钾型水溶肥料中钾和水的重量比为：20g∶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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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在水分管理的步骤中，所述滴灌设备包括主管道、设于所述主管道上的卡扣、

设于所述卡口上的第一转环、用于通水的过渡管道、设于所述过渡管道一端上的调节块、可

拆卸地设于所述调节块上的过滤块、可拆卸地设于所述调节块上的环形滴管、设于对称设

于所述调节块上的湿度感应杆；所述湿度感应杆可插入到土壤中。

[0013] 把卡扣扣在主管道上，滑动确定好每个蓝莓树的间隔，然后通过第一转环，把过渡

管道插入到主管道上，解开环形滴管，然后绕在蓝莓树根上，再让环形滴管的两端都在调节

块中，然后拿住调节块，把湿度感应杆插入土壤中，实现固定；这样的方法，一方面环形滴管

饶了蓝莓树一圈，可以让滴灌的水沿着蓝莓树的四周渗入，可以均匀的进入土壤中，提高了

灌水效率，而且防止只是一面滴灌，让蓝莓树的根部长得更好，从而提高蓝莓树的产量，其

中湿度感应杆插入到土壤中，一方面可以精确而又实时的监测土壤的含水量，另一方面由

于插在土壤中，所以可以很好的对主管道和环形滴管的固定，从而方式侧翻，使得滴水口始

终朝向方，从而让水笔直渗透到土壤中，让根部吸收到足够水分和养分，从而增加了果实的

质量和产量。

[0014] 所述卡口包括卡块和卡槽；所述卡块包括对称设于所述卡块上的限位板、设于所

述限位板上的弹性凸块、设于所述限位板上的弹性槽；所述卡槽包括对称设于所述卡槽上

的紧固槽、可位移地设于所述紧固槽上的紧固块、用于让所述紧固块复位的紧固弹簧；所述

弹性凸块可进入到所述弹性槽中；所述弹性凸块可与所述紧固块接触。

[0015] 在安装的时候，卡槽放到主管道上，然后卡块卡在卡槽上，让弹性凸块从弹性槽中

出来，进入到紧固槽中，与紧固块抵着；这样的话，一方面卡块和卡槽形成卡口可以卡在主

管道上，另一方面由于紧固块与紧固弹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紧固块还会有轻微的位移，

从而可以调整卡口在主管道上的位置，从而确定蓝莓树之间的间距，经过调节，就能够满足

蓝莓树不同阶段的位置间隔，从而让空间利用最大化，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得每个蓝莓树都

不会被其他蓝莓树干涉到，使得土壤的水分和养分可以被完整的吸收，从而增加了果实的

质量和产量。

[0016] 所述过渡管道还包括设于所述过渡管道上的扎刺、设于所述扎刺上且用于连通主

水管的连通口、设于所述过渡管道上的螺纹杆、设于所述第一转环上且与所述螺纹杆相适

配的螺纹槽。

[0017] 当各个卡口之间的距离之后，过渡管道的一端进入到第一转环中，让扎刺朝向在

卡口中的主管道，转动第一转环，让螺纹槽与螺纹杆相互啮合，从而让扎刺缓慢而有力的刺

入主管道中，通过连通口让过渡管道与主管道连通，从而让主管道的通过连通口，从过渡管

道进入到调节块中，通过弧形滴管最终实现对蓝莓树的灌溉；其中螺纹槽只在第一转杆的

部分上有而不是全部，通过这样的方法，当螺纹杆与螺纹槽啮合的时候，就可以毫无顾忌的

转动第一转杆，因为转到底的时候，扎刺也只会钻一个孔，只会在主管道的内部，而不会钻

通主管道，避免出现水管泄露问题，而且由于紧固弹簧会推着紧固块，让紧固块一直保持顶

着弹性凸块，从而使得卡块一直保持闭合的状态，通过这样的方法，就相当于扎刺有一个继

续刺入主管道的力，但是力不是特别大，从而实现的既不会继续刺破，而且还能有效的提高

了密封的效果，让主管道中的水只通过连通口,而不会从其他地方泄露出来，让水一直保持

滴灌状态，从而让蓝莓树的根部吸收到足够水分和养分，从而增加了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0018] 所述调节块包括调节槽、可转动地设于所述调节槽上的转块、设于所述转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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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控制槽、用于驱动所述转块转动的转柄、设于所述转柄上的多个固定杆、设于所述调节

块上且与所述固定杆相适配的多个固定槽；所述流速控制一端的槽口大于另一端的槽口；

所述固定杆可进入到所述固定槽中。

[0019] 当需要调节水滴流速时，先拔一下转柄，让固定杆从固定槽中出来，此时转柄处于

可转动状态，转动转柄，就可以对水的流量进行调节；由于流速控制槽左边小右边大，所以

只需要逆时针转动，让流速控制槽较大的槽口往过渡管道方向移动，从而提高水的流量，同

理，往相反的方向就可以降低数量，其中流速控制槽的位置只占了转柄的四分之三，所以当

转动转块让流速控制槽与过渡管道不连通的时候，就不会再让水流出来了，方便快捷，还能

容易的跟换过滤板，不需要关闭总闸，可以精准的控制水流，从而满足蓝莓树不同阶段所需

要的用水量，从而让蓝莓树的根部吸收到足够水分和养分，从而增加了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0020] 所述过滤块包括对称设于所述过滤块上的过滤板、防止泄露的密封块、对称设于

所述转块上的齿轮、可套设在所述齿轮上的紧固环、两端分别与所述紧固环和所述过滤板

相连的紧固绳。

[0021] 过滤板可以把沙石过滤出来，防止堵塞，从而影响的蓝莓树的成长；过滤块是可拆

卸的，当把紧固环从齿轮上脱离，然后拔动过滤块就可以对过滤板拆卸下来，清理好过滤板

之后再把紧固环卡在齿轮上便可安装好，在转动转块对水流进行调节的时候，齿轮也会转

动，带动紧固环转动，从而让紧固绳收到拉力，使得过滤板被紧固绳拉得更紧，通过密封块，

从而防止水从过滤块中泄露出来，使得在调节块中的水只通过环形滴管，从而对蓝莓树进

行浇灌，从而让蓝莓树吸收水分，满足各个阶段的需要，不会因为泄露让某个区域水分变

多，还能让湿度感应杆测量得更加准确，通过这样的方法，  从而对蓝莓树的培育更加合理，

最终实现蓝莓树的果实质量和产量都提高。

[0022] 所述环形滴管还包括设于所述环形滴管上的多个滴口、分别设与所述滴口上的弹

性限流块、设于所述环形滴管上的第二转环、对称设于所述第二转环上的凹槽、设于所述调

节块上的空槽、可以动的设于所述空槽上的凸块、用于让所述凸块复位的弹簧；所述凸块可

进入到所述凹槽中；所述第二转环表面设有密封橡胶。

[0023] 水流通过调节块进入到环形滴管中，再从滴口中以水滴的形式对蓝莓树进行灌

溉，环形滴管一端是与调节块相连的，另一端是可拆卸的，可拆卸的一端设有第二转环，当

需要拆卸的时候，转动第二转环，凹槽就会往两侧转动，使得第二转环顶着凸块，往空槽方

向移动，当凸块进入到空槽中时，就可以把这一端从调节块中拔出来，需要再次安装时，只

需要让第二转环复位，让凹槽对准凸块，然后插入调节块中，在弹簧的作用下，使得凸块再

次进入到凹槽中；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环形滴管圈设在蓝莓树上，从而保证了水可以均

匀的渗入蓝莓树四周，使蓝莓树均匀的吸收水分和营养，最终增加了果实的质量和产量，其

中弹性限流块不会完全的把滴口堵住，当水流通过的时候，水会顺着弹性限流块的空隙中

流出来，当水流较急的时候，水的压力会推动弹性限流块，从而使得弹性限流块与滴口之间

的空隙会变大，从而使得水滴下来的速度会变快，防止出现水喷涌而出的现象发生，保证了

弧形滴管的稳定性，可以长时间工作，让蓝莓树可以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和营养，从而提

高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采用环形滴灌的方法，把每个蓝莓树上都套上环

形滴管6，保证了水可以均匀的渗入蓝莓树四周，而且还能防止出滴口侧翻，让水笔直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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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壤中，让根部吸收到足够水分和养分，从而增加了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7] 图3为图2沿A‑A剖开的剖视立体图。

[0028] 图4为图2沿B‑B剖开的剖视立体图。

[0029] 图5为图2沿C‑C剖开的剖视立体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中卡扣的部分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中的环形滴管的部分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的部分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为图3中A处的放大图。

[0034] 图10为图4中B处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一种有机蓝莓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选地与隔离：选择远离污染、地势平坦

的土地为蓝莓培育基地，在该蓝莓培育基地中设有隔离带，所述隔离带周围设有沟渠或垄

地;（2）土壤改良：在（1）中所述的蓝莓培育基地中的土壤PH为4.0～5.5，当土壤pH值大于

5.5时，用改土剂进行调整；所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5～18％，有机质含量低于5％时，添加

有机质;（3）栽植：所栽植的蓝莓品种包括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所述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

的比例为1∶2～3∶1，所述栽植的行向为南北向栽植，不规则丘陵地沿等高线栽植;（4）施肥：

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中的一种或几种；施肥

次数：每年施肥4～6次，分别为萌芽花蕾期、果实膨大期、转色成熟期和采果后树势恢复期;

（5）除草：a.通过除草机，对种有蓝莓树的行间和垄间的土地进行除草；b.在所述行间或垄

间设置覆盖物，所述覆盖物厚度为10～15cm;（6）水分管理：水源采用单独的有机果园专用

水源，萌芽期、枝条快速生长前期、果实膨大期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60％～

70％；果实成熟期与采收期的土壤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50％～60％；晚秋时的土壤

含水量为土壤最大持水量的40％～55％；入冬前灌一次封冻水；通过滴灌设备来进行浇水；

（7）防治病虫措施：a.萌芽花蕾期：及时清除病虫枝，补充维生素；采用生物药剂提早预防，

所述生物药剂包括多杀霉素或多抗霉素；b.坐果期：平衡施肥，合理补充中微量元素，调节

土壤湿度，土壤施肥和根外追肥相结合，挂黄板诱杀蚜虫，选用安全高效生物药剂于病虫发

生初期交替防治；c.采收后期休眠前期：清除病虫枝，挂黄板诱杀蚜虫，采收后及时补充营

养，选用安全高效生物药剂于病虫发生初期交替防治。

[0036] 在土地改良步骤中，所述的蓝莓培育基地中的土壤PH为4.3～4.8；所述改土剂包

括木醋类物质；所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12％；所述有机质包括草炭土、松针、锯木屑和烂

树皮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7] 在施肥步骤中，所述蓝莓专用肥包括腐熟的蚯蚓粪、植物肥和菌肥；所述鱼类氨基

酸为鱼的下脚料发酵后的产物；所述中微量元素为动物骨发酵后的产物；所述水溶肥料包

括含维生素水溶肥料、含钾型水溶肥料、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以及含硼型水溶肥料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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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几种。

[0038] 在施肥步骤中，所述的萌芽花蕾期、果实膨大期、转色成熟期和采果后树势恢复期

所施的肥料分别为：a.萌芽花蕾期：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和水溶肥料，施肥方式

为根施和叶面施肥，根施的施肥深度为10cm～20cm；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维生素水溶肥料、

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以及含硼型水溶肥料；b.所述果实膨大期所施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

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钾型水溶肥料和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

采果后树势恢复期所施肥料包括蓝莓专用肥、鱼类氨基酸肥、中微量元素肥以及水溶肥料，

所述水溶肥料包括含钾型水溶肥料。

[0039] 所述天然芸苔素水溶肥料中天然芸苔素和水的重量比为：8mg∶20kg；所述含硼型

水溶肥料中硼和水的重量比为：15g∶20kg；所述含维生素水溶肥料中维生素和水的重量比

为：25mg∶20kg；所述含钾型水溶肥料中钾和水的重量比为：20g∶20kg。

[0040] 如图1‑10所示，所述滴灌设备包括主管道1、卡扣2、第一转环11、过渡管道3、调节

块4、过滤块5、环形滴管6、湿度感应杆12；卡扣2设于所述主管道1上，第一转环11设于所述

卡口上，过渡管道3用于通水，调节块4设于所述过渡管道3一端上，过滤块5可拆卸地设于所

述调节块4上，环形滴管6可拆卸地设于所述调节块4上，湿度感应杆12设于对称设于所述调

节块4上；所述湿度感应杆12可插入到土壤中；把卡扣2扣在主管道1上，滑动确定好每个蓝

莓树的间隔，然后通过第一转环11，把过渡管道3插入到主管道1上，解开环形滴管6，然后绕

在蓝莓树根上，再让环形滴管6的两端都在调节块4中，然后拿住调节块4，把湿度感应杆12

插入土壤中，实现固定。

[0041] 如图6、9所示，所述卡口包括卡块21和卡槽22；所述卡块21包括限位板211、弹性凸

板212、弹性槽213；所述卡槽22包括紧固槽221、紧固块222、紧固弹簧223；限位板211对称设

于所述卡块21上，弹性凸板212设于所述限位板211上，弹性槽213设于所述限位板211上;紧

固槽221对称设于所述卡槽22上，紧固块222可位移地设于所述紧固槽221上，紧固弹簧223

用于让所述紧固块222复位；所述弹性凸板212可进入到所述弹性槽213中；所述弹性凸板

212可与所述紧固块222接触；在安装的时候，卡槽22放到主管道1上，然后卡块21卡在卡槽

22上，让弹性凸板212从弹性槽213中出来，进入到紧固槽221中，与紧固块222抵着。

[0042] 如图8、9所示，所述过渡管道3还包括扎刺31、连通口32、螺纹杆33、螺纹槽34；扎刺

31设于所述过渡管道3上，连通口32设于所述扎刺31上且用于连通主水管，螺纹杆33设于所

述过渡管道3上，螺纹槽34设于所述第一转环11上且与所述螺纹杆33相适配；当各个卡口之

间的距离之后，过渡管道3的一端进入到第一转环11中，让扎刺31朝向在卡口中的主管道1，

转动第一转环11，让螺纹槽34与螺纹杆33相互啮合，从而让扎刺31缓慢而有力的刺入主管

道1中，通过连通口32让过渡管道3与主管道1连通，从而让主管道1的通过连通口32，从过渡

管道3进入到调节块4中，通过弧形滴管最终实现对蓝莓树的灌溉。

[0043] 如图8、10所示，所述调节块4包括调节槽41、转块42、流速控制槽43、转柄44、多个

固定杆45、多个固定槽46；转块42可转动地设于所述调节槽41上，流速控制槽43设于所述转

块42上，转柄44用于驱动所述转块42转动，多个固定杆45设于所述转柄44上，多个固定槽46

设于所述调节块4上且与所述固定杆相适配；所述流速控制一端的槽口大于另一端的槽口；

所述固定杆可进入到所述固定槽中；当需要调节水滴流速时，先拔一下转柄44，让固定杆从

固定槽中出来，此时转柄44处于可转动状态，转动转柄44，就可以对水的流量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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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如图8、10所示，所述过滤块5包括过滤板51、密封块52、齿轮53、紧固环54、紧固绳

55；过滤板51对称设于所述过滤块5上，密封块52防止泄露，齿轮53对称设于所述转块42上，

紧固环54可套设在所述齿轮53上，紧固绳55两端分别与所述紧固环54和所述过滤板51相

连；过滤板51可以把沙石过滤出来，过滤块5是可拆卸的，当把紧固环54从齿轮53上脱离，然

后拔动过滤块5就可以对过滤板51拆卸下来，清理好过滤板51之后再把紧固环54卡在齿轮

53上便可安装好。

[0045] 如图5、7、10所示，所述环形滴管6还包括多个滴口61、弹性限流块62、第二转环63、

凹槽64、空槽65、凸块66、弹簧67；多个滴口61设于所述环形滴管6上，弹性限流块62分别设

与所述滴口上，第二转环63设于所述环形滴管6上，凹槽64对称设于所述第二转环63上，空

槽65设于所述调节块4上，凸块66可以动的设于所述空槽65上，弹簧67用于让所述凸块66复

位；所述凸块66可进入到所述凹槽64中；所述第二转环63表面设有密封橡胶；水流通过调节

块4进入到环形滴管6中，再从滴口中以水滴的形式对蓝莓树进行灌溉，环形滴管6一端是与

调节块4相连的，另一端是可拆卸的，可拆卸的一端设有第二转环63，当需要拆卸的时候，转

动第二转环63，凹槽64就会往两侧转动，使得第二转环63顶着凸块66，往空槽65方向移动，

当凸块66进入到空槽65中时，就可以把这一端从调节块4中拔出来，需要再次安装时，只需

要让第二转环63复位，让凹槽64对准凸块66，然后插入调节块4中，在弹簧67的作用下，使得

凸块66再次进入到凹槽6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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