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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S1：选择前茬没有种植过十字花科蔬菜

的地块,选晴天土壤在半干状态下翻犁，深度25‑

30cm，翻晒半个月以上，以杀灭土壤中害虫，特别

是黄曲条跳甲的幼虫,要求土壤达到疏松、不能

太细碎，以防畦面板结，影响水肥渗透能力；S2：

土壤晒白后做平畦，畦宽1.4m包沟，高20‑25cm，

畦面细碎、平整、无大土块，畦中间高2‑3cm，以防

积水死苗；S3：使用手推式菜心专用播种机直接

播种,每亩用种量为0.3‑0.4kg ,播种后，马上用

40目防虫网在菜畦上搭建小拱棚，防虫网宽2m，

用长2.2m、粗5mm的钢丝作为防虫网小拱棚的骨

架；本发明提供的菜心的种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

病虫害，提高菜心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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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选择前茬没有种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地块,选晴天土壤在半干状态下翻犁，深度

25-30cm，翻晒半个月以上，以杀灭土壤中害虫，特别是黄曲条跳甲的幼虫,要求土壤达到疏

松、不能太细碎，以防畦面板结，影响水肥渗透能力；

S2：土壤晒白后做平畦，畦宽1.4m包沟，高20-25cm，畦面细碎、平整、无大土块，畦中间

高2-3cm，以防积水死苗；

S3：使用手推式菜心专用播种机直接播种,每亩用种量为0.3-0.4kg,播种后，马上用40

目防虫网在菜畦上搭建小拱棚，防虫网宽2m，用长2.2m、粗5mm的钢丝作为防虫网小拱棚的

骨架,在菜畦上每隔3m插一根钢丝骨架，弯曲成弓形，再铺上40目的防虫网,防虫网小拱棚

内，每隔5m挂一块黄粘板；

S4：盖好防虫网后进行灌水，水切勿淹过畦面，并用喷灌进行淋浇，浇时水珠要分散不

能集中以免冲走种子，畦面保持湿度，也可用盖遮阳网保水控温，促进发芽；

S5：根据土壤干湿状况，选择早上或傍晚浇水，气温高的干旱季节，早晚都要浇水；育苗

移栽的，移栽后5～7天缓苗期过后追肥；直接播种的，长出3叶后追肥；可随浇水喷施稀释的

沼液，结合菜心的生长状况，每7～15天浇施一次，遵循薄肥多施的原则，切忌浇肥浓度过

大，以免出现肥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翻犁后的土

壤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1000～2000kg作为底肥，所述腐熟有机肥原料包括：花生枯12-17份

和鸡粪83-88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腐熟有机肥沤制方法

为：

a1、先把鸡粪与花生枯混合均匀，然后加水使含水量在50-60％之间，并堆成高2米的大

堆进行腐熟发酵；

a2、夏季环境温度在15℃以上时，经过5-8天以后堆内温度可达65℃到以上；冬季环境

温度在低于10℃时要覆盖薄膜，经过20d以后堆内温度可达到60-70℃之间；

a3、当温度达到70℃以上立即翻动一次，翻动时使堆边未升温部分翻至中央进行腐熟，

整个过程共翻动5次以上，使堆肥呈现黑褐色、松软状、无恶臭味，即腐熟完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腐熟有机肥在夏季沤

制时间为90天，冬季沤制时间为160天，春秋季节沤制时间为120天，堆肥温度在65-70℃之

间时需达到15天以上以杀死病原菌及虫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还包括下列

步骤：

S51：间苗：在2片真叶时开始间苗，首次间苗株行距为3×3cm，间苗时要做到除小苗、病

苗、弱苗，第二次间苗在5-6天后进行，株行距为10×10cm，此次间苗应间彻底，以后不再间

苗，每次间苗后都应及时施肥、浇水压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还包括下列

步骤：

S52：养分管理：

A1、提苗肥：一片真叶时亩施复合肥5kg提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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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间苗肥：第一次间苗后每亩用复合肥10kg进行畦面撒施，撒后及时浇水；

A3、催苔肥：第二次间苗后3-4天每亩用复合肥15kg进行撒施或加水溶解后浇施，施肥

后及时浇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还包括下列

步骤：

S53：水分管理：

a、播种水：播种后放大水，水不过畦面保水3-4小时，并用水瓢进行淋浇，浇时水珠要分

散不能集中以免冲走种子。

b、生长期：保持田间湿润，并视天气情况及不同季节进行灌水，一般夏秋季2-4天泼浇

一次，冬春季5-7天泼浇一次。

c、抽苔期：保证水分充足供应，防治干旱。迟心四号在花头到5cm前控水控肥，以防旺

长，影响苔质量；5cm后大肥水促苔变粗，叶少而小而短，苔质量好、口感好。

d、排水：整个生育期内防止田间积水，每次灌完水及大雨后及时将田间积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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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树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菜心又名菜薹，十字花科芸薹属，一、二年生草本植物。适合播种在南方温暖的地

区，是我国南方的特产蔬菜之一，一年四季均可播种，现世界各地均有引种栽培。

[0003] 菜苔又称为菜心，用于食用的部分是花茎。清甜可口、品质柔嫩、营养丰富，有“蔬

菜之冠”的美称。近年来由于种植面积增大、复种指数增高，化学农药的滥用日益严重，虫害

的抗药性也逐渐升级，使得菜心种植能达到有机标准的非常少。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选择前茬没有种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地块,选晴天土壤在半干状态下翻犁，深

度25-30cm，翻晒半个月以上，以杀灭土壤中害虫，特别是黄曲条跳甲的幼虫,要求土壤达到

疏松、不能太细碎，以防畦面板结，影响水肥渗透能力；

[0007] S2：土壤晒白后做平畦，畦宽1.4m包沟，高20-25cm，畦面细碎、平整、无大土块，畦

中间高2-3cm，以防积水死苗；

[0008] S3：使用手推式菜心专用播种机直接播种,每亩用种量为0.3-0.4kg,播种后，马上

用40目防虫网在菜畦上搭建小拱棚，防虫网宽2m，用长2.2m、粗5mm的钢丝作为防虫网小拱

棚的骨架,在菜畦上每隔3m插一根钢丝骨架，弯曲成弓形，再铺上40目的防虫网,防虫网小

拱棚内，每隔5m挂一块黄粘板；

[0009] S4：盖好防虫网后进行灌水，水切勿淹过畦面，并用喷灌进行淋浇，浇时水珠要分

散不能集中以免冲走种子，畦面保持湿度，也可用盖遮阳网保水控温，促进发芽；

[0010] S5：根据土壤干湿状况，选择早上或傍晚浇水，气温高的干旱季节，早晚都要浇水；

育苗移栽的，移栽后5～7天缓苗期过后追肥；直接播种的，长出3叶后追肥；可随浇水喷施稀

释的沼液，结合菜心的生长状况，每7～15天浇施一次，遵循薄肥多施的原则，切忌浇肥浓度

过大，以免出现肥害。

[0011] 优选的，在步骤S1中，翻犁后的土壤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1000～2000kg作为底肥，

所述腐熟有机肥原料包括：花生枯12-17份和鸡粪83-88份。

[0012] 优选的，所述腐熟有机肥沤制方法为：

[0013] a1、先把鸡粪与花生枯混合均匀，然后加水使含水量在50-60％之间，并堆成高2米

的大堆进行腐熟发酵；

[0014] a2、夏季环境温度在15℃以上时，经过5-8天以后堆内温度可达65℃到以上；冬季

环境温度在低于10℃时要覆盖薄膜，经过20d以后堆内温度可达到60-70℃之间；

[0015] a3、当温度达到70℃以上立即翻动一次，翻动时使堆边未升温部分翻至中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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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熟，整个过程共翻动5次以上，使堆肥呈现黑褐色、松软状、无恶臭味，即腐熟完全。

[0016] 优选的，所述腐熟有机肥在夏季沤制时间为90天，冬季沤制时间为160天，春秋季

节沤制时间为120天，堆肥温度在65-70℃之间时需达到15天以上以杀死病原菌及虫卵。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还包括下列步骤：

[0018] S51：间苗：在2片真叶时开始间苗，首次间苗株行距为3×3cm，间苗时要做到除小

苗、病苗、弱苗，第二次间苗在5-6天后进行，株行距为10×10cm，此次间苗应间彻底，以后不

再间苗，每次间苗后都应及时施肥、浇水压根。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还包括下列步骤：

[0020] S52：养分管理：

[0021] A1、提苗肥：一片真叶时亩施复合肥5kg提苗；

[0022] A2、间苗肥：第一次间苗后每亩用复合肥10kg进行畦面撒施，撒后及时浇水；

[0023] A3、催苔肥：第二次间苗后3-4天每亩用复合肥15kg进行撒施或加水溶解后浇施，

施肥后及时浇水。

[0024]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还包括下列步骤：

[0025] S53：水分管理：

[0026] a、播种水：播种后放大水，水不过畦面保水3-4小时，并用水瓢进行淋浇，浇时水珠

要分散不能集中以免冲走种子。

[0027] b、生长期：保持田间湿润，并视天气情况及不同季节进行灌水，一般夏秋季2-4天

泼浇一次，冬春季5-7天泼浇一次。

[0028] c、抽苔期：保证水分充足供应，防治干旱。迟心四号在花头到5cm前控水控肥，以防

旺长，影响苔质量；5cm后大肥水促苔变粗，叶少而小而短，苔质量好、口感好。

[0029] d、排水：整个生育期内防止田间积水，每次灌完水及大雨后及时将田间积水排出。

[0030]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有益效果在于：

[0031] 1、菜心的主要虫害有黄曲条跳甲、小菜蛾、斜纹夜蛾、地老虎、猿叶虫、菜粉蝶、蚜

虫等，通过合理轮作以及长时间晒地，再结合播种后或者移栽后马上覆盖40目的防虫网小

拱棚，并在小拱棚内挂上黄板，以上这些害虫均可防控住。

[0032] 2、菜心的常见病害有霜霉病、菌核病、软腐病、病毒病等。有机菜心生产，病害主要

通过农事操作防控。选择疏松透气、排水性能良好、有机质丰富、前茬未种过十字花科蔬菜

的地块种植；施完全腐熟、不带有害杂菌的基肥，避免菜心烧苗和烂根；下足有机底肥，培养

健壮植株，增强菜心抗病能力；薄肥多施，定期浇施稀释的沼液，避免菜心因缺肥而得病；植

株间距过密要及时疏苗，保障通风透光，降低病害发生几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菜心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S1：选择前茬没有种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地块,选晴天土壤在半干状态下翻犁，深

度25-30cm，翻晒半个月以上，以杀灭土壤中害虫，特别是黄曲条跳甲的幼虫,要求土壤达到

疏松、不能太细碎，以防畦面板结，影响水肥渗透能力；

[0036] 翻犁后的土壤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1000～2000kg作为底肥，所述腐熟有机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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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花生枯12-17份和鸡粪83-88份。

[0037] 所述腐熟有机肥沤制方法为：

[0038] a1、先把鸡粪与花生枯混合均匀，然后加水使含水量在50-60％之间，并堆成高2米

的大堆进行腐熟发酵；

[0039] a2、夏季环境温度在15℃以上时，经过5-8天以后堆内温度可达65℃到以上；冬季

环境温度在低于10℃时要覆盖薄膜，经过20d以后堆内温度可达到60-70℃之间；

[0040] a3、当温度达到70℃以上立即翻动一次，翻动时使堆边未升温部分翻至中央进行

腐熟，整个过程共翻动5次以上，使堆肥呈现黑褐色、松软状、无恶臭味，即腐熟完全。

[0041] 所述腐熟有机肥在夏季沤制时间为90天，冬季沤制时间为160天，春秋季节沤制时

间为120天，堆肥温度在65-70℃之间时需达到15天以上以杀死病原菌及虫卵。

[0042] S2：土壤晒白后做平畦，畦宽1.4m包沟，高20-25cm，畦面细碎、平整、无大土块，畦

中间高2-3cm，以防积水死苗；

[0043] S3：使用手推式菜心专用播种机直接播种,每亩用种量为0.3-0.4kg,播种后，马上

用40目防虫网在菜畦上搭建小拱棚，防虫网宽2m，用长2.2m、粗5mm的钢丝作为防虫网小拱

棚的骨架,在菜畦上每隔3m插一根钢丝骨架，弯曲成弓形，再铺上40目的防虫网,防虫网小

拱棚内，每隔5m挂一块黄粘板；

[0044] S4：盖好防虫网后进行灌水，水切勿淹过畦面，并用喷灌进行淋浇，浇时水珠要分

散不能集中以免冲走种子，畦面保持湿度，也可用盖遮阳网保水控温，促进发芽；

[0045] S5：根据土壤干湿状况，选择早上或傍晚浇水，气温高的干旱季节，早晚都要浇水；

育苗移栽的，移栽后5～7天缓苗期过后追肥；直接播种的，长出3叶后追肥；可随浇水喷施稀

释的沼液，结合菜心的生长状况，每7～15天浇施一次，遵循薄肥多施的原则，切忌浇肥浓度

过大，以免出现肥害。

[0046] S51：间苗：在2片真叶时开始间苗，首次间苗株行距为3×3cm，间苗时要做到除小

苗、病苗、弱苗，第二次间苗在5-6天后进行，株行距为10×10cm，此次间苗应间彻底，以后不

再间苗，每次间苗后都应及时施肥、浇水压根。

[0047] S52：养分管理：

[0048] A1、提苗肥：一片真叶时亩施复合肥5kg提苗；

[0049] A2、间苗肥：第一次间苗后每亩用复合肥10kg进行畦面撒施，撒后及时浇水；

[0050] A3、催苔肥：第二次间苗后3-4天每亩用复合肥15kg进行撒施或加水溶解后浇施，

施肥后及时浇水。

[0051] S53：水分管理：

[0052] a、播种水：播种后放大水，水不过畦面保水3-4小时，并用水瓢进行淋浇，浇时水珠

要分散不能集中以免冲走种子。

[0053] b、生长期：保持田间湿润，并视天气情况及不同季节进行灌水，一般夏秋季2-4天

泼浇一次，冬春季5-7天泼浇一次。

[0054] c、抽苔期：保证水分充足供应，防治干旱。迟心四号在花头到5cm前控水控肥，以防

旺长，影响苔质量；5cm后大肥水促苔变粗，叶少而小而短，苔质量好、口感好。

[0055] d、排水：整个生育期内防止田间积水，每次灌完水及大雨后及时将田间积水排出。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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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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