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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农业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

前茬作物辣椒种子采用温汤浸种方法进行消毒

处理，采用辣椒漂浮育苗；移栽前整地，每亩地施

入腐熟的有机肥、三元复合肥、底肥，深耕细耙整

平，开沟起厢后采用双面膜进行覆盖；移栽后加

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后茬作物青菜或白菜

播种；及时直播下种或育苗移栽；青菜或白菜直

播出苗后及时间、定苗和防控病虫害。本发明提

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单位面积产值和经济

收入，形成了固定的种植模式，便于农作物种植

时间合理安排，提高了当地的种植水平。本发明

提高了土地的附加值和土地的覆盖率，调整了农

业产业供给侧结构，调减了高秆低效作物，增加

了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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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年内轮作种植

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包括：

第一步，前茬作物辣椒种子采用温汤浸种方法进行消毒处理，采用辣椒漂浮育苗；

第二步，移栽前进行整地，每亩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三元复合肥、底肥，深耕细耙整

平，开沟起厢后采用黑色地膜或银/黑双面膜进行覆盖；

第三步，移栽采用单厢双行单株交叉定植；移栽后开花前进行一次追肥；花后进行两次

追肥，并加强田间管理和后期的病虫害防控；

第四步，后茬作物青菜或白菜，播种前，将种子在常温水中浸泡，捞出后稍晾干进行播

种；辣椒收获后，拔棵整地；在辣椒的原定植穴内直播青菜或白菜；或者育苗移栽青菜或白

菜；

第五步，直播下种；直播出苗后，及时进行间苗；定苗后及时进行追肥管理；

第六步，青菜或白菜出苗后及时间、定苗和防控病虫害，定苗后进行追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步包括：采用温汤浸种方法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将种子放入玻璃或金属容器内，加入55

℃的温水，边加水边搅拌，搅拌10-15分钟至水温降到35℃以下，再继续浸泡种子8-12小时，

捞出后稍晾干进行播种育苗或28℃进行催芽处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步的辣椒漂浮育苗选在2月下旬-3月上旬进行，营养液中的蓝绿藻采用硫酸铜进行处理，

硫酸铜加入营养液的量是30毫克/升，移栽前7-10天进行炼苗处理，苗龄达到45天以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步移栽前20天进行整地，每亩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2000-3000公斤、15-15-15三元复合肥

50公斤、尿素10公斤作底肥，深耕细耙整平，1.2米包沟开厢，厢高20-25厘米，厢宽80厘米，

沟宽40厘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三步移栽，选择无降雨天气于4月中旬进行移栽，移栽采用单厢双行单株交叉定植，膜上行

距50厘米、株距35-40厘米，移栽后形成宽行距70厘米、窄行距50厘米的宽窄行模式；移栽时

辣椒苗栽深至子叶节以上；移栽后及时浇灌定根水，定根水加入杀菌剂，加入高效氟氯氢菊

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三步移栽后开花前进行一次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用水溶肥3-4公斤，浓度1％，进行根际

土壤追肥；门椒座果后追第二次肥，以水溶平衡肥为主，每亩用4-6公斤进行根际土壤追肥，

浓度2％-3％；辣椒采摘至第六层果后追施第三次肥，以水溶平衡肥为主，每亩用4-6公斤进

行根际土壤追肥，浓度2％-3％。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四步将种子在常温水中浸泡3-5小时；于9月下旬及时直播下种；在辣椒的定植穴内直播青

菜或白菜，每穴播种6-8粒种子，深度0.8-1厘米，播后及时浇灌萌芽水；育苗移栽，播种日期

前20天进行育苗，待苗达到四叶一心时及时移栽，移栽后及时浇灌定根水。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五步直播出苗后进行间苗，间苗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在两叶一心时进行，每穴留4-5株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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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第二次在四叶一心时，每穴留2-3株健壮苗；待苗长到5-6片叶时，选取最健壮的一株进

行定苗。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六步定苗后及时进行追肥，第一次采用1％-2％的尿素水溶肥进行根际追肥，亩用量3公斤；

间隔25天进行第二次追肥，采用2％-3％的高氮三元素水溶肥进行根际追肥，亩用肥量5公

斤。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六步旱情进行浇水，大白菜后期追施钙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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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

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由于山地的地势落差较大，坡度较大，土地破碎，传统种植大多数一年一茬，

以玉米和水稻为主，单产产量及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其次，当地种植水平较低，没有固定的

适宜的种植轮作模式，也没有适宜的接茬作物选择，没有形成适宜的适合当地的固定种植

模式。

[0003] 通过上述分析，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及缺陷为：

[0004] (1)山地的地势落差较大，坡度较大，土地破碎，传统种植大多数一年一茬，以玉米

和水稻为主，单产产量及土地利用效率较低。

[0005] (2)山地的种植水平较低，没有固定的适宜的种植轮作模式，也没有适宜的接茬作

物选择，没有形成适宜的适合当地的固定种植模式。

[0006] (3)仅有极少量的辣椒种植面积，一年种植一茬，无接茬轮种。

[0007] (4)当地辣椒种植品种选择混乱，市场定位不准，传统方法种植，管理水平低，效益

不明显。

[0008] 解决以上问题及缺陷的难度为：

[0009] (1)当地传统的种植习惯的深远影响，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植模式

[0010] (2)当地农民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引进应用具有一定的排斥心理

[0011] (3)当地劳动力素质较低，普遍是小学文化，对新知识新技术需求和接受能力较

低。

[0012] (4)地处较远山区，缺乏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引进人员。

[0013] 解决以上问题及缺陷的意义为：

[0014] (1)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一年一茬的固有种植模式，实现了一年2茬种植，提高了土

地的利用率和覆盖率，增加了单位土地的产出。

[0015] (2)形成固定的接茬轮作模式，有利于农事和农时的合理安排。

[0016] (3)提高了当地务农人员的种植水平，提高了当地务农人员的劳动素质。

[0017] (4)通过新知识新技术的引进应用，提高了当地从业人员的劳动技能，节省了劳动

力，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18]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

培方法。

[0019]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所述一年

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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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第一步，前茬作物辣椒种子采用温汤浸种方法进行消毒处理，采用辣椒漂浮育苗；

[0021] 第二步，移栽前20天进行整地，每亩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三元复合肥、底肥，深耕

细耙整平，包沟开厢后采用黑色地膜或银/黑双面膜进行覆盖；

[0022] 第三步，移栽采用单厢双行单株交叉定植；移栽后开花前进行一次追肥；花后进行

两次追肥，并加强田间管理和后期的病虫害防控；

[0023] 第四步，后茬作物青菜或白菜，播种前，将种子在常温水中浸泡，捞出后稍晾干进

行播种；辣椒收获后，拔棵整地；在辣椒的原定植穴内直播青菜或白菜；或者育苗移栽青菜

或白菜。

[0024] 第五步，直播下种；直播出苗后，及时进行间苗；定苗后及时进行追肥管理；

[0025] 第六步，青菜或白菜出苗后及时间、定苗和防控病虫害，定苗后进行追肥。

[0026] 进一步，所述第一步包括：采用温汤浸种方法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将种子放入玻

璃或金属容器内，加入55℃的温水，边加水边搅拌，搅拌10-15分钟至水温降到35℃以下，再

继续浸泡种子8-12小时，捞出后稍晾干进行播种育苗或28℃进行催芽处理。

[0027] 进一步，所述第一步的辣椒漂浮育苗选在2月下旬-3月上旬进行，营养液中的蓝绿

藻采用硫酸铜进行处理，硫酸铜加入营养液的量是30毫克/升，移栽前7-10天进行炼苗处

理，苗龄达到45天以上。

[0028] 进一步，所述第二步移栽前20天进行整地，每亩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2000-3000公

斤、15-15-15三元复合肥50公斤、尿素10公斤作底肥，深耕细耙整平，1.2米包沟开厢，厢高

20-25厘米，厢宽80厘米，沟宽40厘米。

[0029] 进一步，所述第三步移栽，选择无降雨天气于4月中旬进行移栽，移栽采用单厢双

行单株交叉定植，膜上行距50厘米、株距35-40厘米，移栽后形成宽行距70厘米、窄行距50厘

米的宽窄行模式；移栽时辣椒苗栽深至子叶节以上；移栽后及时浇灌定根水，定根水加入杀

菌剂，加入高效氟氯氢菊酯。

[0030] 进一步，所述第三步移栽后开花前进行一次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用水溶肥3-4

公斤，浓度1％，进行根际土壤追肥；门椒座果后追第二次肥，以水溶平衡肥为主，每亩用4-6

公斤进行根际土壤追肥，浓度2％-3％；辣椒采摘至第六层果后追施第三次肥，以水溶平衡

肥为主，每亩用4-6公斤进行根际土壤追肥，浓度2％-3％。

[0031] 进一步，所述第四步将种子在常温水中浸泡3-5小时；于9月下旬及时直播下种；在

辣椒的定植穴内直播青菜或白菜，每穴播种6-8粒种子，深度0.8-1厘米，播后及时浇灌萌芽

水；育苗移栽，播种日期前20天进行育苗，待苗达到四叶一心时及时移栽，移栽后及时浇灌

定根水。

[0032] 进一步，所述第五步直播出苗后进行间苗，间苗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在两叶一心时

进行，每穴留4-5株健壮苗；第二次在四叶一心时，每穴留2-3株健壮苗；待苗长到5-6片叶

时，选取最健壮的一株进行定苗。

[0033] 进一步，所述第六步定苗后及时进行追肥，第一次采用1％-2％的尿素水溶肥进行

根际追肥，亩用量3公斤；间隔25天进行第二次追肥，采用2％-3％的高氮三元素水溶肥进行

根际追肥，亩用肥量5公斤。

[0034] 进一步，所述第六步出现旱情及时进行浇水，大白菜后期及时追施钙肥。这样可以

避免大白菜出现干烧心，提高大白菜的商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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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结合上述的所有技术方案，本发明所具备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本发明适宜山地

的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的需求，在一年内种植2茬作物，且2茬作物的生育期相互不受影响，

与单作相比多收一茬作物，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单位面积产值和经济收入，形成了

固定的种植模式，便于农作物种植时间合理安排，提高了当地的种植水平。

[0036] 本发明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有原来的一年1茬，提高到现在的一年2茬；增加了单

位面积产值，调整了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调减了高秆低效作物，增加了经济收入。实施辣

椒+青菜(白菜)种植模式，分别比当地单作玉米、水稻、辣椒亩增收9460元、9180元、4500元。

[0037] 表1是各种作物的每亩每年的收益对比表。

[0038] 作物名称 耕作制度 亩产(斤) 单价(元) 亩收入(元)

玉米 一年1茬 800 1.3 1040

水稻 一年1茬 1100 1.2 1320

辣椒 一年1茬 5000(试验田亩产) 1.2 6000

辣椒+青菜 一年2茬 5000+9000 1.2；0.5 10500

辣椒+白菜 一年2茬 5000+9000 1.2；0.5 10500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41]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

培方法，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描述。

[004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43] S101：前茬作物辣椒种子采用温汤浸种方法进行消毒处理，采用辣椒漂浮育苗。

[0044] S102：移栽前20天进行整地，每亩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三元复合肥、底肥，深耕细

耙整平，整平后，开沟起厢后采用黑色地膜或银/黑双面膜进行覆盖。

[0045] S103：选择无降雨天气于4月中旬进行移栽，移栽采用单厢双行单株交叉定植；移

栽后开花前进行一次追肥，花后追两次肥并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

[0046] S104：后茬作物青菜(白菜)，播种前，将种子在常温水中浸泡3-5小时，使种子充分

吸水，捞出后稍晾干进行播种。

[0047] S105：于9月下旬及时直播下种或育苗移栽，直播出苗后及时进行间定苗，定苗后

及时进行追肥管理。

[0048] S106：青菜(白菜)定苗后大田管理，注意防控蚜虫、地老虎、菜青虫、夜蛾等虫害，

灰霉病、霜霉病等病害，前期防治蚜虫和土蚕，后期重点防控灰霉病、霜霉病、菜青虫，夜蛾；

定苗后及时进行追肥。

[0049] 本发明提供的一年内轮作种植收获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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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一、前茬作物辣椒

[0051] 1、品种选择，辣椒品种应选用适宜当地气候环境和消费习惯的适栽品种，如贵州

省农科院育成的线椒类型品种黔椒8号、辣研2号等，每亩地用种量约30克。

[0052] 2、种子处理，采用温汤浸种方法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将种子放入玻璃或金属容

器内，加入55℃的温水，以完全浸没种子为宜，边加水边搅拌，搅拌10-15分钟至水温降到35

℃以下，再继续浸泡种子8-12小时左右，捞出后稍晾干进行播种育苗或28℃进行催芽处理。

[0053] 3、育苗，育苗时间选在2月下旬-3月上旬进行，育苗方式采用贵州省辣椒研究所制

定的辣椒漂浮育苗技术规程(DB52/T  962-2014)，育苗期间注重防控辣椒灰霉病、猝倒病和

蚜虫，营养液中的蓝绿藻采用硫酸铜进行处理，硫酸铜加入营养液的量是30毫克/升，移栽

前7-10天进行炼苗处理，苗龄达到45天以上。

[0054] 4、整地做厢，移栽前20天进行整地，每亩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2000-3000公斤、15-

15-15三元复合肥50公斤、尿素10公斤作底肥，深耕细耙整平，1.2米包沟开厢，厢高20-25厘

米，厢宽80厘米，沟宽40厘米，长度依照地块长短而定，采用黑色地膜或银/黑双面膜进行覆

盖。

[0055] 5、移栽，选择无降雨天气于4月中旬进行移栽，移栽采用单厢双行单株交叉定植，

膜上行距50厘米、株距35-40厘米，移栽后形成宽行距70厘米、窄行距50厘米的宽窄行模式。

移栽时，辣椒苗要注意适当深栽，栽深至子叶节以上为宜。移栽后及时浇灌定根水，定根水

要加入杀菌剂避免伤根后感病，加入高效氟氯氢菊酯防治地老虎危害。

[0056] 6、田间管理，移栽后开花前进行一次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用水溶肥3-4公斤，浓

度以1％为宜，进行根际土壤追肥；门椒座果后追第二次肥，以水溶平衡肥为主，每亩用4-6

公斤进行根际土壤追肥，浓度以2％-3％为宜；辣椒采摘至第六层果后追施第三次肥，用肥

类型和量与第二次相同。前期注重灰霉病、根腐病、蚜虫、蓟马的防治，后期注重疫病、炭疽

病、白粉病、烟青虫、菜蛾、蓟马的防治。旱季注意及时浇灌，雨季雨后注意及时排水，严禁发

生内涝现象。

[0057] 7、采收出售，辣椒从6月中、下旬-9月下旬陆续上市，根据市场行情，可以从青椒卖

到红椒。前期青椒市场供不应求，以出售青椒为主，后期青椒价格下降，以出售红椒为主。每

亩可采收鲜辣椒2500公斤左右，按近年辣椒批发价格计算，每亩收入6000元以上。

[0058] 二、后茬作物青菜(白菜)

[0059] 1、品种选择，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和消费习性进行选择，如贵州省农科院育成的

青菜品种黔青2号，白菜品种黔白5号、黔白10号等品种。采用直播技术，青菜(白菜)每亩用

种量50-70克，育苗移栽每亩用种量40-60克。

[0060] 2、种子处理，播种前，将种子在常温水中浸泡3-5小时，使种子充分吸水，捞出后稍

晾干进行播种。

[0061] 3、播种、移栽，于9月下旬及时直播下种。辣椒收获后，及时拔棵整地，要求无辣椒

残株、无杂草；在原来辣椒的定植穴内直播青菜(白菜)，每穴播种6-8粒种子，深度0.8-1厘

米，播后及时浇灌萌芽水，使种子和土结合密实，便于种子发芽。如果育苗移栽，需要播种日

期前20天进行育苗，待苗达到四叶一心时及时移栽，移栽后及时浇灌定根水。

[0062] 4、间苗、定苗，直播出苗后，及时进行间苗。间苗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在两叶一心时

进行，每穴留4-5株健壮苗；第二次在四叶一心时，每穴留2-3株健壮苗。待苗长到5-6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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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选取最健壮的一株进行定苗。

[0063] 5、田间管理，青菜(白菜)出苗后及时间苗和防虫害，前期主要防治蚜虫和土蚕，后

期重点防控灰霉病、霜霉病、菜青虫，夜蛾。定苗后及时进行追肥，第一次采用1％-2％的尿

素水溶肥进行根际追肥，亩用量3公斤；间隔25天进行第二次追肥，采用2％-3％的高氮三元

素水溶肥进行根际追肥，亩用肥量5公斤。出现旱情应及时进行浇水，大白菜后期追肥时应

适当追施钙肥，以防出现干烧心。

[0064] 6、采收出售，元旦前后-3月上旬，根据市场行情进行出售。白菜亩产4500公斤，青

菜整棵收获亩产4500公斤，按近年市场批发价格出售，每亩收入4000元以上。

[0065] 2019年，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承担的贵州省蔬菜产业科技扶贫“321”示范推

广项目，在普定县定南办事处陇黑村、猴场乡开展早熟六号、早熟八号、山东四号、嫩绿火锅

菜、甜脆青65、冠龙迟白菜、北辰6号、顺喜、天丰麻叶白、山东六号、黔青2号、渝星晚青菜、黔

白5号、墨龙618、芹菜叶菜品种15个；黔椒8号、红辣八号、鸡爪线椒、辣研201、辣研301、黔椒

4号和黔椒11号辣椒品种8个等蔬菜新品种的引种与示范推广。同时开展了辣椒漂浮育苗技

术、辣椒高厢双行单株栽培技术、辣椒整枝技术、辣椒肥水一体化点喷灌技术、辣椒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等技术示范推广。推广漂浮育苗170亩，改进型常规育苗630亩，推广面积约

700亩，秋冬季推广青菜340亩(猴场220亩、陇黑村基地120亩)，莲花白150亩，其中黔白5号

和黔青2号亩产达到4500公斤以上，亩产值4000元以上，辣椒亩产值达到6000元以上，“叶菜

+辣椒”种植模式亩产值在10000元以上。同时培训农技人员和农民450人次，提高了农民种

菜水平，增加了农民种菜收入，有效促进了普定县蔬菜产业的发展，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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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

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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