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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

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选地；(2)整地与基

肥；(3)种植；(4)灌溉与追肥；(5)病虫害防治；

(6)收获。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

膜滴灌种植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可以提

高地温，增加有效积温，年增加有效积温300℃左

右，可以种植比当地晚熟7-10天的优质晚熟品

种；(2)地膜覆盖可使花生增产30％～50％，而且

品质好；(3)地膜覆盖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的改善，

促进了土壤养分的分解作用和作物植株代谢功

能的增强，增加对有机肥料和磷、钾营养元素的

需要量；(4)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栽培花生收货后，

秸秆可以直接作为饲料，不会对牲畜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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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

选取壤土或沙壤土或沙土作为种植用地，其中，所述种植用地要求地势平坦、质地疏

松、通透性好；

(2)整地与基肥

秋整地或春整地，使地表土壤平整、细碎，无根茎及杂草，结合耕作施入腐熟有机肥，施

肥量为2000～3000公斤/亩，耕后精细整地镇压；

(3)种植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当5d内5cm土层地温稳定在12℃以上时，采用花生滴灌铺管覆膜播

种机完成起垄、喷施除草剂、施肥、覆膜、播种、镇压的工序，其中：

起垄：垄距为40～60cm，垄高为10cm，垄底宽95～105cm,垄面宽60cm；

喷施除草剂：除草剂为精喹禾灵，使用量为200g/亩；

施肥：每亩施入花生专用复合肥20～30kg或每亩施入磷酸二胺15～20kg和硫酸钾8～

12kg；

覆膜：在垄上覆盖生物降解地膜，生物降解地膜宽幅90～110cm，厚度不低于0.008mm；

播种:采用大垄双行种植，垄上覆膜种植两行花生，在垄上两行花生之间铺设一条滴灌

带，播种密度为18000—22000株/亩，播种量为11—15kg/亩，其中：

滴灌管道根据地块的形状布设干管、支管，将支管与滴灌带布置成丰字形，滴灌带在支

管两侧成对称布置，滴灌带铺设走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同向，支管与作物种植垂直，干管布设

方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平行；

(4)灌溉与追肥

在春花生播种出苗期、开花至结荚期进行2～3次补充灌溉，其中：

播种出苗期的灌水定额为10～15m3/亩，开花至结荚期的灌水定额为15～20m3/亩，结合

灌溉，在始花期和结荚期每亩分别追施尿素7～9kg3/亩，硫酸钾3～5kg3/亩；

(5)病虫害防治

春花生病害按照NY/T2394进行防治，花生虫害按照NY/T2393进行防治；

(6)收获

花生植株生长停滞，中下部叶片脱落，荚果饱果率达65％～75％时及时收获，并回收滴

灌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的种植用地优选中国东北地区或中国华北地区的壤土或沙壤土或沙土。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中的滴灌带的质量符合GB/T  19812.1和QB/T  2715规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中的生物降解地膜的质量符合GB/T  3579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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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膜覆盖技术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科学家发明并最早用于草莓生产。由于该技术

具有良好的增温保墒和防除杂草作用，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和应用。与此同时，覆膜栽培作

物也逐渐由最初的蔬菜类扩展到烟草、花卉、薯类、棉花和玉米等作物上。1978年地膜覆盖

技术引入中国，最早应用于蔬菜种植，后迅速发展到各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地膜消耗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覆盖作物种类最广的国家。

[0003] 地膜覆盖栽培具有显著的提高地温、增强光照、保水抗旱、提高肥效、保持土壤疏

松、防治病虫、抑草灭草、抑盐保苗和保持产品卫生等多种功能；能有效地综合调节作物生

育条件，抵御不良环境，使作物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光热资源和水分条件，促进种子萌发，加

速根系和地上部生长，延长有效生育期，从而获得早熟、高产、优质的良好效果，具体如下：

[0004] (1)增加反射光提高作物光合强度。地膜覆盖后由于地膜自身和地膜下附着的微

细水珠对光的反射作用增加了散射光，有效地改善了作物中下部叶片及株行间的光照条

件，对于强化中下部叶片的光合作用、延缓叶片衰老有一定作用，覆盖反光地膜能有效地促

进葡萄、番茄、桃子和苹果果实着色，提高着色指数，改进品质；在日光温室的后墙上张挂

(银色反光膜)，使温室中后部作物生长整齐一致，如番茄果实提早成熟、品质改进和产量提

高。地膜覆盖能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近地面的光照状况，增加株行间的反射光和散射光，使作

物提早进入有效的光照强度内，推迟光补偿点的到来，增加了有效光照时间，提高光能利用

率、增加了光合产量，这是地膜覆盖使农作物获得早熟高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0005] (2)改变土壤与大气热量交换。白天太阳辐射透过地膜到达土壤使地表增温并向

下传导，由于地膜阻隔减少地面热量向空气中辐射传导，也阻止水分蒸发的热损失，使热量

向深层传导和聚集，促进地温升高，提高地温的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一般可达

3—6℃。在我国北方早春，地膜覆盖可以增加地积温300℃左右，延长了有效生育期，这是

“三北地区”地膜覆盖获得早熟高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地膜覆盖后改变了土壤水分的自然分

布与运动状态，形成了特殊的分布与运动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地膜切断了土壤水分向空气

蒸发的通道，抑制了土壤水分的蒸发，把蒸发的水分阻隔于地膜下，具有明显的保水、提高

水分利用率的作用，节水达30％—60％。在地膜覆盖情况下，由于地温高、土壤湿度适宜，土

壤微生物活跃，加速了土壤有机质分解矿化和营养的释放速度，增加了土壤肥力。另外，地

膜覆盖能阻止养分的挥发或被雨水、灌水冲刷淋溶流失，有良好的保肥和提高肥效的效果；

地膜覆盖能够全面均衡地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状态，保持土壤湿润、温暖、疏松和肥沃的

生态环境，是作物高产的重要保障。地膜覆盖还能减少人、畜踩踏和机械轮压，也能减少降

雨、灌水的冲击，使土壤始终处于疏松、透气、肥沃的状态，疏松度明显高于裸地，水稳性团

粒明显增加，利于促发强大根系，为作物地上部生长发育及获得早熟高产奠定基础。

[0006] (3)抑制盐分向表层土壤运移。土壤盐分随水分上升到地表，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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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形成土壤盐渍化。地膜覆盖后改变了土壤水分的运动和分布状态，即含有盐分的土壤

水分受地上部增温的影响，上升到地表，由于地膜的阻隔蒸发被抑制，凝聚成小水滴再滴回

土壤，形成地膜覆盖下特殊的水分小循环，就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地表盐分的洗盐过程，减少

土壤耕层盐离子浓度，形成相对的“低盐耕作层”，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地膜覆盖虽然不能减少土壤含盐量，但可以改变盐分的分布状态，而达到抑盐、保苗的目

的，为轻度、中度盐碱地的开发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0007] (4)地膜覆盖对病虫害的影响。地膜覆盖改变了土壤及近地面的环境条件，使作物

病虫害发生及消涨规律也发生变化，依据作物种类和病虫害种类不同，其发生期提前或延

后，病虫害减轻或加重。研究结果显示，地膜覆盖阻止水分蒸发降低近地面湿度，可使番茄、

甜椒病毒病发病率减少2％—18％，病情指数降低1.7％—20％。露地及设施栽培的番茄晚

疫病、叶霉病发病率下降20％—30％，黄瓜霜霉病下降10％—15％，茄子棉疫病发病率降低

20％—30％。地膜覆盖甜菜能有效地防治象甲，保苗率由41.5％提高到97.6％。烟草地膜覆

盖可使生育期提前，避开了大田蚜虫发生的高峰期，病毒病发生率由30％—40％降低至

5％。地膜覆盖会减轻或抑制某些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但由于地膜覆盖生态环境的改善，

病虫害亦有提前发生的可能。

[0008] (5)有效抑制地表杂草。高质量的地膜覆盖，地膜周边及定植孔全部封严，地膜上

无破洞形成相对密闭状态，地膜下温度可达50—60℃，初生的幼龄杂草受热灼闷而死，或抑

制其生长。研究结果显示，覆盖黑色地膜、除草地膜灭草效果达100％，绿色地膜、银黑双面

地膜、反光地膜等有色地膜也都有明显的除草和抑制杂草生长的效果。

[0009] 但是，地膜覆盖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地膜不科学使用以及有效

回收环节的缺失，导致地膜残留污染日益严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大量地膜残留

破坏了农田土壤结构，导致土壤通透性和孔隙度下降，影响了水肥运移和作物生长发育，降

低农作物产量。在当前缺乏有效残膜回收利用手段的前提下，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新

产品将是未来我国实现农业清洁生产以及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途径。

[0010] 现有的公开技术或栽培方法中主要是针对无覆膜花生栽培、PE地膜条件下春花生

增温的相关研究，而利用生物降解地膜减少地膜污染，水分高效利用的技术和成果相对缺

少。

发明内容

[0011] 技术问题：针对目前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春花生生

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该方法适用于东北和华北地区春花生灌溉农田，且保证生物降

解膜作用时间，实现春花生增产增效的同时杜绝PE地膜残留污染。

[0012] 本发明公开的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克服现有的PE地膜残留污染，将

覆膜材料由聚乙烯(PE)改换成完全生物降解覆膜材料(金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降解

材料PBAT(中文名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配套膜下滴灌技术，并保证生物降解地膜

诱导期不低于70天，最大程度减少地膜残留污染，进而实现增产保收与减少环境污染的双

赢。

[0013] 本发明是针对于东北和华北地区春花生种植区来讲，选取合适的春花生生物降解

地膜覆盖方式，不仅可以增加土壤温度，尤其是春花生生育前期土壤温度，减少生育期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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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效抑制杂草，提高花生产量，也可以起到减少残膜污染的作用。

[0014] 技术方案：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选地

[0016] 选取壤土或沙壤土或沙土作为种植用地，其中，所述种植用地要求地势平坦、质地

疏松、通透性好；

[0017] (2)整地与基肥

[0018] 秋整地或春整地，使地表土壤平整、细碎，无根茎及杂草，结合耕作施入腐熟有机

肥，施肥量为2000～3000公斤/亩，耕后精细整地镇压；

[0019] (3)种植

[0020]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当5d内5cm土层地温稳定在12℃以上时，采用花生滴灌铺管覆

膜播种机完成起垄、喷施除草剂、施肥、覆膜、播种、镇压的工序，其中：

[0021] 起垄：垄距为40～60cm，垄高为10cm，垄底宽95～105cm,垄面宽60cm；

[0022] 喷施除草剂：除草剂为精喹禾灵，使用量为200g/亩；

[0023] 施肥：每亩施入花生专用复合肥20～30kg或每亩施入磷酸二胺15～20kg和硫酸钾

8～12kg；

[0024] 覆膜：在垄上覆盖生物降解地膜，生物降解地膜宽幅90～110cm，厚度不低于

0.008mm；

[0025] 播种:采用大垄双行种植，垄上覆膜种植两行花生，在垄上两行花生之间铺设一条

滴灌带，播种密度为18000—22000株/亩，播种量为11—15kg/亩，其中：

[0026] 滴灌管道根据地块的形状布设干管、支管，将支管与滴灌带布置成丰字形，滴灌带

在支管两侧成对称布置，滴灌带铺设走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同向，支管与作物种植垂直，干管

布设方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平行；

[0027] (4)灌溉与追肥

[0028] 在春花生播种出苗期、开花至结荚期进行2～3次补充灌溉，其中：

[0029] 播种出苗期的灌水定额为10～15m3/亩，开花至结荚期的灌水定额为15～20m3/亩，

结合灌溉，在始花期和结荚期每亩分别追施尿素7～9kg3/亩，硫酸钾3～5kg3/亩；

[0030] (5)病虫害防治

[0031] 春花生病害按照NY/T2394进行防治，花生虫害按照NY/T2393进行防治；

[0032] (6)收获

[0033] 花生植株生长停滞，中下部叶片脱落，荚果饱果率达65％～75％时及时收获，并回

收滴灌带。

[0034] 进一步地，步骤(1)中的种植用地优选中国东北地区或中国华北地区的壤土或沙

壤土或沙土。

[0035]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滴灌带的质量符合GB/T  19812.1和QB/T  2715规定。

[0036]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生物降解地膜的质量符合GB/T  35795-2017。

[0037] 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38] (1)可以提高地温，增加有效积温，年增加有效积温300℃左右，可以种植比当地晚

熟7-10天的优质晚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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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2)地膜覆盖可使花生增产30％～50％，而且品质好；

[0040] (3)地膜覆盖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的改善，促进了土壤养分的分解作用和作物植株

代谢功能的增强，增加对有机肥料和磷、钾营养元素的需要量；

[0041] (4)生物降解地膜覆盖栽培花生收货后，秸秆可以直接作为饲料，不会对牲畜造成

危害。

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本发明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时的示意图；

[0043] 图2为滴灌带铺设的示意图；

[0044] 其中：

[0045] 1-地膜

[0046] 2-花生

[0047] 3-滴灌带

[0048] 4-干管

[0049] 5-支管

[0050] 6-花生田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说明。

[0052] 具体实施例1

[0053] 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1)选地

[0055] 选取壤土或沙壤土或沙土作为种植用地，其中，所述种植用地要求地势平坦、质地

疏松、通透性好；

[0056] (2)整地与基肥

[0057] 秋整地或春整地，使地表土壤平整、细碎，无根茎及杂草，结合耕作施入腐熟有机

肥，施肥量为2000公斤/亩，耕后精细整地镇压；

[0058] (3)种植

[0059]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当5d内5cm土层地温稳定在12℃以上时，采用花生滴灌铺管覆

膜播种机完成起垄、喷施除草剂、施肥、覆膜、播种、镇压的工序，其中：

[0060] 起垄：垄距为40cm，垄高为10cm，垄底宽95cm,垄面宽60cm；

[0061] 喷施除草剂：除草剂为精喹禾灵，使用量为200g/亩；

[0062] 施肥：每亩施入花生专用复合肥20kg或每亩施入磷酸二胺15kg和硫酸钾8kg；

[0063] 覆膜：在垄上覆盖生物降解地膜，生物降解地膜宽幅90cm，厚度不低于0.008mm；

[0064] 播种:采用大垄双行种植，垄上覆膜种植两行花生，在垄上两行花生之间铺设一条

滴灌带，播种密度为18000株/亩，播种量为11kg/亩，其中：

[0065] 如图1和2所示，滴灌管道根据地块的形状布设干管、支管，将支管与滴灌带布置成

丰字形，滴灌带在支管两侧成对称布置，滴灌带铺设走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同向，支管与作物

种植垂直，干管布设方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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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4)灌溉与追肥

[0067] 在春花生播种出苗期、开花至结荚期进行2次补充灌溉，其中：

[0068] 播种出苗期的灌水定额为10m3/亩，开花至结荚期的灌水定额为15m3/亩，结合灌

溉，在始花期和结荚期每亩分别追施尿素7kg3/亩，硫酸钾3kg3/亩；

[0069] (5)病虫害防治

[0070] 春花生病害按照NY/T2394进行防治，花生虫害按照NY/T2393进行防治；

[0071] (6)收获

[0072] 花生植株生长停滞，中下部叶片脱落，荚果饱果率达65％时及时收获，并回收滴灌

带。

[0073] 进一步地，步骤(1)中的种植用地优选中国东北地区或中国华北地区的壤土或沙

壤土或沙土。

[0074]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滴灌带的质量符合GB/T  19812.1和QB/T  2715规定。

[0075]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生物降解地膜的质量符合GB/T  35795-2017。

[0076] 所述的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花生收获后不需收集残膜，降解膜自

动降解，减少残膜污染，节省回收地膜的成本，而且花生秸秆可以直接作为牲畜饲料。

[0077] 具体实施例2

[0078] 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9] (1)选地

[0080] 选取壤土或沙壤土或沙土作为种植用地，其中，所述种植用地要求地势平坦、质地

疏松、通透性好；

[0081] (2)整地与基肥

[0082] 秋整地或春整地，使地表土壤平整、细碎，无根茎及杂草，结合耕作施入腐熟有机

肥，施肥量为3000公斤/亩，耕后精细整地镇压；

[0083] (3)种植

[0084]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当5d内5cm土层地温稳定在12℃以上时，采用花生滴灌铺管覆

膜播种机完成起垄、喷施除草剂、施肥、覆膜、播种、镇压的工序，其中：

[0085] 起垄：垄距为60cm，垄高为10cm，垄底宽105cm,垄面宽60cm；

[0086] 喷施除草剂：除草剂为精喹禾灵，使用量为200g/亩；

[0087] 施肥：每亩施入花生专用复合肥30kg或每亩施入磷酸二胺20kg和硫酸钾12kg；

[0088] 覆膜：在垄上覆盖生物降解地膜，生物降解地膜宽幅110cm，厚度不低于0.008mm；

[0089] 播种:采用大垄双行种植，垄上覆膜种植两行花生，在垄上两行花生之间铺设一条

滴灌带，播种密度为22000株/亩，播种量为15kg/亩，其中：

[0090] 滴灌管道根据地块的形状布设干管、支管，将支管与滴灌带布置成丰字形，滴灌带

在支管两侧成对称布置，滴灌带铺设走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同向，支管与作物种植垂直，干管

布设方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平行；

[0091] (4)灌溉与追肥

[0092] 在春花生播种出苗期、开花至结荚期进行3次补充灌溉，其中：

[0093] 播种出苗期的灌水定额为15m3/亩，开花至结荚期的灌水定额为20m3/亩，结合灌

溉，在始花期和结荚期每亩分别追施尿素9kg3/亩，硫酸钾5kg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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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5)病虫害防治

[0095] 春花生病害按照NY/T2394进行防治，花生虫害按照NY/T2393进行防治；

[0096] (6)收获

[0097] 花生植株生长停滞，中下部叶片脱落，荚果饱果率达75％时及时收获，并回收滴灌

带。

[0098] 进一步地，步骤(1)中的种植用地优选中国东北地区或中国华北地区的壤土或沙

壤土或沙土。

[0099]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滴灌带的质量符合GB/T  19812.1和QB/T  2715规定。

[0100]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生物降解地膜的质量符合GB/T  35795-2017。

[0101] 具体实施例3

[0102] 一种春花生生物降解地膜滴灌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03] (1)选地

[0104] 选取壤土或沙壤土或沙土作为种植用地，其中，所述种植用地要求地势平坦、质地

疏松、通透性好；

[0105] (2)整地与基肥

[0106] 秋整地或春整地，使地表土壤平整、细碎，无根茎及杂草，结合耕作施入腐熟有机

肥，施肥量为2500公斤/亩，耕后精细整地镇压；

[0107] (3)种植

[0108]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当5d内5cm土层地温稳定在12℃以上时，采用花生滴灌铺管覆

膜播种机完成起垄、喷施除草剂、施肥、覆膜、播种、镇压的工序，其中：

[0109] 起垄：垄距为50cm，垄高为10cm，垄底宽100cm,垄面宽60cm；

[0110] 喷施除草剂：除草剂为精喹禾灵，使用量为200g/亩；

[0111] 施肥：每亩施入花生专用复合肥25kg或每亩施入磷酸二胺17kg和硫酸钾10kg；

[0112] 覆膜：在垄上覆盖生物降解地膜，生物降解地膜宽幅100cm，厚度不低于0.008mm；

[0113] 播种:采用大垄双行种植，垄上覆膜种植两行花生，在垄上两行花生之间铺设一条

滴灌带，播种密度为20000株/亩，播种量为13kg/亩，其中：

[0114] 滴灌管道根据地块的形状布设干管、支管，将支管与滴灌带布置成丰字形，滴灌带

在支管两侧成对称布置，滴灌带铺设走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同向，支管与作物种植垂直，干管

布设方向与作物种植方向平行；

[0115] (4)灌溉与追肥

[0116] 在春花生播种出苗期、开花至结荚期进行2次补充灌溉，其中：

[0117] 播种出苗期的灌水定额为12m3/亩，开花至结荚期的灌水定额为17m3/亩，结合灌

溉，在始花期和结荚期每亩分别追施尿素8kg3/亩，硫酸钾4kg3/亩；

[0118] (5)病虫害防治

[0119] 春花生病害按照NY/T2394进行防治，花生虫害按照NY/T2393进行防治；

[0120] (6)收获

[0121] 花生植株生长停滞，中下部叶片脱落，荚果饱果率达70％时及时收获，并回收滴灌

带。

[0122] 进一步地，步骤(1)中的种植用地优选中国东北地区或中国华北地区的壤土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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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土或沙土。

[0123]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滴灌带的质量符合GB/T  19812.1和QB/T  2715规定。

[0124]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生物降解地膜的质量符合GB/T  35795-2017。

[0125] 上面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

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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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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