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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

包括选择壮苗，整地施肥，起垄后，将甘薯种苗移

栽，在膜上打孔定位斜栽，移栽前、后进行滴灌，

进行田间管理，杀菌、除草、化控，采摘2次叶片，

甘薯块根收获后进行贮藏。本发明该方法起垄的

高度高能够扩大根系和甘薯块根的活动范围，增

加起垄处土壤的昼夜温差，垄距宽，增加叶片光

合效率，减少地下块根的养分竞争，在膜上打孔

定位移栽甘薯幼苗，增加幼苗的成活率，提高甘

薯的产量，垄间铺设了滴灌带进行滴灌，保证水

分充足，田间管理防虫防病和化控管理，提高了

甘薯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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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甘薯种苗选择：选取育苗棚中第一茬健康的壮苗作为甘薯种苗；所述甘薯种苗的选

择标准为：百株苗重大于1.1kg，甘薯种苗顶端的三片叶片高度相同，苗长为22cm～25cm，节

间为4～5个，茎的直径为0.4cm～0.5cm，无气生根，无病虫害；

S2、整地和施基肥：冬前施腐熟的农家肥后，进行深耕，耕深30cm～35cm，春季合墒机旋

地，施肥起垄，放置滴灌带后覆膜；所述起垄的高度为30cm～35cm，垄距为90cm～100cm；

S3、一膜两水高垄定位栽植：于4月下旬，平均温度为12℃～15℃时，进行甘薯种苗移

栽，移栽前1d进行2h～3h的第一次滴灌，先将S1中选取的甘薯种苗的基部10cm处浸泡在

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的5倍稀释液10min，然后进行栽植；栽植的方法为：在膜上打孔定

位斜栽，打孔方向与地面的角度为30°～40°，将甘薯种苗栽植在距离垄顶部8cm～10cm处，

甘薯种苗入土的节位为3个～4个，甘薯种苗栽植处的膜口用细土封实，栽植后的株距为

22cm～24cm，栽植的密度为3000株/亩～3300株/亩；移栽后进行6h～8h的第二次滴灌；

S4、田间管理：甘薯种苗移栽后第二次滴灌时，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对甘薯种苗

进行灌根，移栽后30d～40d进行6h～8h的第三次滴灌，伏天及时浇水使垄内不缺墒，当垄沟

内杂草生长至5cm～10cm时，用除草剂灭草松除草；当甘薯的蔓长长至40cm～50cm时进行2

次～3次化控，化控的方法为：在叶片喷施60％氯化胆碱水剂，相邻两次化控的时间间隔为

10d～15d；

S5、叶片采摘：甘薯叶片采摘2次，7月下旬进行叶片第一次采摘，间隔30d～35d进行第

二次采摘，采摘时间在晴天上午进行，采摘茎蔓中上部的新叶，每次的采摘量为40kg/亩～

45kg/亩，采摘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施肥的次数为2次，两次施肥的间隔期为10d；

S6、收获：于10月初，收获前10d～15d粉碎地上的茎蔓，然后粉碎的茎蔓在田间晾晒2d

～3d后清除地膜、滴灌带和茎蔓，地下薯块的收获在晴天进行，收获后的薯块平放在地面，

日晒3h～4h；

S7、贮藏：在收获当天，将S6中收获完的薯块筛选出完好无损的薯块、按大小分级后入

窖贮藏，储藏温度为10℃～14℃，湿度为85％～9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农家肥的

施肥量为2000kg/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施肥起垄

时所用的肥料为：有机肥100kg/亩，硫酸钾肥50kg/亩和磷酸二铵复合肥20kg/亩～25kg/

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3和S4中所述滴灌

的速率均为2L/h～3L/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4中所述20％三唑

磷微胶囊悬浮剂的制剂用药量为1500mL/亩～2000mL/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4中所述60％氯化

胆碱水剂的制剂用药量15mL/亩～20mL/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5中所述磷酸二氢

钾叶面肥的用量为800倍液～100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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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甘薯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二十一世纪初，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2004年)制定出台了国家品种

试验管理办法(试行)和全国甘薯品种鉴定标准(试行)，2008年对甘薯品种类型进行细分的

基础上重新修订了甘薯品种鉴定标准，食用型品种强化了外观属性指标，要求薯块无条沟

不裂口、薯皮光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鲜食型甘薯从育种前端到生产、消费终端，由原来

的重品质、重产量，发展到重视觉等感官上的享受，生产的甘薯不但营养价值要高，要好吃

更要好看，能达到视觉上的美的享受，面对消费新需求，以发掘甘薯更多利用途径为方向，

甘薯生产也在与时俱进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甘薯种植采用先播种后覆膜、小垄单行或大

垄双行栽植的栽培方式，传统的先播种后覆膜的方式，传统方式放苗不及时会造成幼苗在

高温膜下被灼伤，并且春季温度低，甘薯播种后出苗率低，小垄单行或大垄双行栽植，小垄

单行主要缺陷在栽植密度容易过大，结薯过低，收获难度大；大垄双行栽植主要缺陷在大苗

欺小苗现象，同时结薯已向两侧生长，影响机械收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食用型甘薯

的种植方法，该方法起垄的高度高能够扩大根系和甘薯块根的活动范围，增加起垄处土壤

的昼夜温差，垄距宽，增加叶片光合效率，减少地下块根的养分竞争，在膜上打孔定位移栽

甘薯幼苗，增加幼苗的成活率，提高甘薯的产量，垄间铺设了滴灌带进行滴灌，保证水分充

足，田间管理防虫防病和化控管理，提高了甘薯的产量。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1、甘薯种苗选择：选取育苗棚中第一茬健康的壮苗作为甘薯种苗；所述甘薯种苗

的选择标准为：百株苗重大于1.1kg，甘薯种苗顶端的三片叶片高度相同，苗长为22cm～

25cm，节间为4～5个，茎的直径为0.4cm～0.5cm，无气生根，无病虫害；

[0006] S2、整地和施基肥：冬前施腐熟的农家肥后，进行深耕，耕深30cm～35cm，春季合墒

机旋地，施肥起垄，放置滴灌带后覆膜；所述起垄的高度为30cm～35cm，垄距为90cm～

100cm；

[0007] S3、一膜两水高垄定位栽植：于4月下旬，平均温度为12℃～15℃时，进行甘薯种苗

移栽，移栽前1d进行2h～3h的第一次滴灌，先将S1所述甘薯种苗的基部10cm处浸泡在20％

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的5倍稀释液10min，然后进行栽植，栽植方法为：在膜上打孔定位斜

栽，打孔方向与地面的角度为30°～40°，将甘薯种苗栽植在距离垄顶部8cm～10cm处，甘薯

种苗入土的节位为3个～4个，甘薯种苗栽植处的膜口用细土封实，栽植后的株距为22cm～

24cm，栽植的密度为3000株/亩～3300株/亩；移栽后进行6h～8h的第二次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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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S4、田间管理：甘薯种苗移栽后第二次滴灌时，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对甘薯

种苗进行灌根，移栽后30d～40d进行6h～8h的第三次滴灌，伏天及时浇水使垄内不缺墒，当

垄沟内杂草生长至5cm～10cm时，用除草剂灭草松除草；当甘薯的蔓长长至40cm～50cm时进

行2次～3次化控，化控的方法为在叶片喷施60％氯化胆碱水剂，相邻两次化控的时间间隔

为10d～15d；

[0009] S5、叶片采摘：甘薯叶片采摘2次，7月下旬进行叶片第一次采摘，间隔30d～35d进

行第二次采摘，采摘时间在晴天上午进行，采摘茎蔓中上部的新叶，每次的采摘量为40kg/

亩～45kg/亩，采摘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施肥的次数为2次，两次施肥的间隔期为10d；

[0010] S6、收获：于10月初，收获前10d～15d粉碎地上的茎蔓，然后粉碎的茎蔓在田间晾

晒2d～3d后清除地膜、滴灌带和茎蔓，地下薯块的收获在晴天进行，收获后的薯块平放在地

面，日晒3h～4h；

[0011] S7、贮藏：在收获当天，将S6中收获完的薯块筛选出完好无损的薯块、按大小分级

后入窖贮藏，储藏温度为10℃～14℃，湿度为85％～90％。

[0012] 优选地，S2中所述农家肥的施肥量为2000kg/亩。

[0013] 优选地，S2中所述施肥起垄时所用的肥料为：有机肥100kg/亩，硫酸钾肥50kg/亩

和磷酸二铵复合肥20kg/亩～25kg/亩。

[0014] 优选地，S3和S4中所述滴灌的速率均为2L/h～3L/h。

[0015] 优选地，S4中所述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的制剂用药量为1500mL/亩～2000mL/

亩。

[0016] 优选地，S4中所述60％氯化胆碱水剂的制剂用药量15mL/亩～20mL/亩。

[0017] 优选地，S5中所述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的用量为800倍液～1000倍液。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本发明甘薯种植中起垄的高度为30cm～35cm，起垄的高度高，较厚了松土层，能

够扩大根系和甘薯块根的活动范围，起垄处土层较松，吸热散热较快，能增加起垄处土壤的

昼夜温差，为养分的积累和块根的生长膨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发明垄距为90cm～

100cm，垄距宽，能够在甘薯后期生长中，能够使地上枝叶充分的进行光合作用，降低因遮蔽

造成的光合效率损失，地下块根营养能更加充分的吸收，降低养分竞争，促进甘薯地下根块

膨大，在垄间铺设了滴灌带，于移栽前1d，移栽后和移栽后30d～40d进行滴灌，能够使垄中

土壤持水量充足，降低了甘薯种苗移栽时因移栽造成的损伤，并且伏天及时浇水使垄内不

缺墒，有利于甘薯的生长，本发明选择的是移栽的甘薯幼苗，在膜上打孔定位斜栽，改变了

传统的先播种后覆膜的方式，传统方式放苗不及时会造成幼苗在高温膜下被灼伤，并且春

季温度低，甘薯播种后出苗率低，本发明在膜上打孔定位移栽筛选后的甘薯幼苗，既能保证

幼苗不被灼伤，选取健康的壮苗进行培育，提高甘薯的产量，打孔方向与地面的角度为30°

～40°，打孔斜栽简化了种苗栽插环节，斜栽及保证了有效结薯节位，又利于薯苗成活，提高

了甘薯的产量，并且收获时易于机械收获。

[0020] 2、本发明移栽前将甘薯种苗基部10cm处浸泡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的稀释

液中，移栽后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对甘薯种苗进行灌根，能有效的防治甘薯颈线虫

病的发生；并且通过移栽前的和培育中进行施肥增加甘薯生长中的营养供给，生长期的化

控处理，能够显著提高甘薯叶片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的光合效率，制造更多的营养物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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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根处输送，促使甘薯块根提早膨大，增加大、中块根的比率，提高产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实施例的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S1、甘薯种苗选择：选取育苗棚中第一茬健康的壮苗作为甘薯种苗；所述甘薯种苗

的选择标准为：百株苗重为1.2kg，甘薯种苗顶端的三片叶片高度相同，苗长为22cm～25cm，

节间为4～5个，茎的直径为0.4cm～0.5cm，无气生根，无病虫害；所述甘薯的品种为秦薯5

号；

[0025] S2、整地和施基肥：冬前施腐熟的农家肥后，进行深耕，耕深30cm，春季合墒机旋

地，施肥起垄，放置滴灌带后覆膜；所述起垄的高度为30cm，垄距为90cm；所述农家肥的施肥

量为2000kg/亩；所述施肥起垄时所用的肥料为：有机肥100kg/亩，硫酸钾肥50kg/亩和磷酸

二铵复合肥20kg/亩；

[0026] S3、一膜两水高垄定位栽植：于4月下旬，平均温度为12℃时，进行甘薯种苗移栽，

移栽前1d进行2h的第一次滴灌，先将S1所述甘薯种苗的基部10cm处浸泡在20％三唑磷微胶

囊悬浮剂的5倍稀释液10min，然后进行栽植，栽植方法为：在膜上打孔定位斜栽，打孔方向

与地面的角度为30°，将甘薯种苗栽植在距离垄顶部8cm处，甘薯种苗入土的节位为3个～4

个，甘薯种苗栽植处的膜口用细土封实，栽植后的株距为22cm，栽植的密度为3300株/亩；移

栽后进行6h的第二次滴灌；所述滴灌的速率均为2L/h；所述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的制

剂用药量为1500mL/亩；

[0027] S4、田间管理：甘薯种苗移栽后第二次滴灌时，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对甘薯

种苗进行灌根，移栽后30d进行6h的第三次滴灌，伏天及时浇水使垄内不缺墒，当垄沟内杂

草生长至5cm时，用除草剂灭草松除草；当甘薯的蔓长长至40cm～50cm时进行2次化控，化控

的方法为在叶片喷施60％氯化胆碱水剂，相邻两次化控的时间间隔为10d；所述滴灌的速率

均为2L/h；所述60％氯化胆碱水剂的制剂用药量15mL/亩；

[0028] S5、叶片采摘：甘薯叶片采摘2次，7月下旬进行叶片第一次采摘，间隔30d进行第二

次采摘，采摘时间在晴天上午进行，采摘茎蔓中上部的新叶，每次的采摘量为40kg/亩，采摘

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施肥的次数为2次，两次施肥的间隔期为10d；所述磷酸二氢钾叶

面肥的用量为800倍液；

[0029] S6、收获：于10月初，收获前10d粉碎地上的茎蔓，然后粉碎的茎蔓在田间晾晒2d后

清除地膜、滴灌带和茎蔓，地下薯块的收获在晴天进行，收获后的薯块平放在地面，日晒3h；

[0030] S7、贮藏：在收获当天，将S6中收获完的薯块筛选出完好无损的薯块、按大小分级

后入窖贮藏，储藏温度为11℃～13℃，湿度为85％。

[0031] 本实施例种植的甘薯产量为4814.0kg/亩，是常规种植方法甘薯产量增产15％以

上，本实施例种植的甘薯商品薯率为89％，茎叶分枝多，生长速度快，甘薯薯块大小均匀，薯

块较大，无苦涩味，口感嫩滑，适口性好，而常规种植方式甘薯商品薯率仅为70％，且薯块大

小块不均匀，甘薯纤维过多，甜度略低。

[0032] 本实施例中甘薯种植中起垄的高度为30cm，起垄的高度高，较厚了松土层，能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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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根系和甘薯块根的活动范围，起垄处土层较松，吸热散热较快，能增加起垄处土壤的昼夜

温差，为养分的积累和块根的生长膨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垄距为90cm，垄距宽，能够在甘

薯后期生长中，能够使地上枝叶充分的进行光合作用，降低因遮蔽造成的光合效率损失，地

下块根营养能更加充分的吸收，降低养分竞争，促进甘薯地下根块膨大，在垄间铺设了滴灌

带，于移栽前1d，移栽后和移栽后30d进行滴灌，能够使垄中土壤持水量充足，降低了甘薯种

苗移栽时因移栽造成的损伤，并且伏天及时浇水使垄内不缺墒，有利于甘薯的生长，本发明

选择的是移栽的甘薯幼苗，在膜上打孔定位斜栽，改变了传统的先播种后覆膜的方式，传统

方式放苗不及时会造成幼苗在高温膜下被灼伤，并且春季温度低，甘薯播种后出苗率低，本

发明在膜上打孔定位移栽筛选后的甘薯幼苗，既能保证幼苗不被灼伤，选取健康的壮苗进

行培育，提高甘薯的产量，打孔方向与地面的角度为30°，打孔斜栽简化了种苗栽插环节，斜

栽及保证了有效结薯节位，又利于薯苗成活，提高了甘薯的产量，并且收获时易于机械收

获。

[0033] 本实施例移栽前将甘薯种苗基部10cm处浸泡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的稀释

液中，移栽后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对甘薯种苗进行灌根，能有效的防治甘薯颈线虫

病的发生；并且通过移栽前的和培育中进行施肥增加甘薯生长中的营养供给，生长期的化

控处理，能够显著提高甘薯叶片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的光合效率，制造更多的营养物质向

块根处输送，促使甘薯块根提早膨大，增加大、中块根的比率，提高产量。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施例的食用型甘薯的种植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甘薯种苗选择：选取育苗棚中第一茬健康的壮苗作为甘薯种苗；所述甘薯种苗

的选择标准为：百株苗为1.3kg，甘薯种苗顶端的三片叶片高度相同，苗长为22cm～25cm，节

间为4～5个，茎的直径为0.4cm～0.5cm，无气生根，无病虫害；所述甘薯的品种为济薯26；

[0037] S2、整地和施基肥：冬前施腐熟的农家肥后，进行深耕，耕深35cm，春季合墒机旋

地，施肥起垄，放置滴灌带后覆膜；所述起垄的高度为35cm，垄距为90cm～100cm；所述农家

肥的施肥量为2000kg/亩；所述所述施肥起垄时所用的肥料为：有机肥100kg/亩，硫酸钾肥

50kg/亩和磷酸二铵复合肥25kg/亩；

[0038] S3、一膜两水高垄定位栽植：于4月下旬，平均温度为15℃时，进行甘薯种苗移栽，

移栽前1d进行3h的第一次滴灌，先将S1所述甘薯种苗的基部10cm处浸泡在20％三唑磷微胶

囊悬浮剂的5倍稀释液10min，然后进行栽植，栽植方法为：在膜上打孔定位斜栽，打孔方向

与地面的角度为40°，将甘薯种苗栽植在距离垄顶部10cm处，甘薯种苗入土的节位为3个～4

个，甘薯种苗栽植处的膜口用细土封实，栽植后的株距为22cm～24cm，栽植的密度为3000

株/亩；移栽后进行8h的第二次滴灌；所述滴灌的速率均为3L/h；所述20％三唑磷微胶囊悬

浮剂的制剂用药量为2000mL/亩；

[0039] S4、田间管理：甘薯种苗移栽后第二次滴灌时，用20％三唑磷微胶囊悬浮剂对甘薯

种苗进行灌根，移栽后40d进行8h的第三次滴灌，伏天及时浇水使垄内不缺墒，当垄沟内杂

草生长至10cm时，用除草剂灭草松除草；当甘薯的蔓长长至40cm～50cm时进行3次化控，化

控的方法为在叶片喷施60％氯化胆碱水剂，相邻两次化控的时间间隔为15d；所述滴灌的速

率均为3L/h；所述60％氯化胆碱水剂的制剂用药量20mL/亩；

[0040] S5、叶片采摘：甘薯叶片采摘2次，7月下旬进行叶片第一次采摘，间隔35d进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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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采摘，采摘时间在晴天上午进行，采摘茎蔓中上部的新叶，每次的采摘量为45kg/亩，采摘

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施肥的次数为2次，两次施肥的间隔期为10d；所述磷酸二氢钾叶

面肥的用量为1000倍液；

[0041] S6、收获：于10月初，收获前15d粉碎地上的茎蔓，然后粉碎的茎蔓在田间晾晒3d后

清除地膜、滴灌带和茎蔓，地下薯块的收获在晴天进行，收获后的薯块平放在地面，日晒4h；

[0042] S7、贮藏：在收获当天，将S6中收获完的薯块筛选出完好无损的薯块、按大小分级

后入窖贮藏，储藏温度为10℃～14℃，湿度为90％。

[0043] 本实施例种植的甘薯产量为5320.1Kg/亩，商品薯率为94.6％，茎叶分枝多，生长

速度快，甘薯薯块大小均匀，薯块较大，无苦涩味，口感嫩滑，适口性好。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发明技

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化，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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