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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

管理方法，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分为：亲

本苗定植前后施肥管理，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

前施肥管理，制种期施肥管理；芦笋制种田灌溉

的管理方法，分为：亲本苗定植前后灌溉管理，冬

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灌溉管理，制种期灌溉管

理；这样管理下的芦笋制种田在果实结实率、果

实鲜重、处理后种子重量、种子千粒重和发芽率

等指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增加芦笋种子

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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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

和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

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亲本苗定植前后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亲本组培苗在定植前施氰氨化钙和腐熟有机

肥，幼苗定植1个月追施速效氮肥，幼苗定植2~3个月、5~6个月分别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

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制种田清园后施氰氨化钙和腐熟有机

肥，春季出笋后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

制种期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亲本植株留茎后根据生理阶段适时适量施肥：营养生长

期，即开花前施腐熟有机肥，并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进入开花期后，每隔5  d施硼肥，连续

三次；花期结束后，追施三元复合肥，前期间隔15  d施肥一次，果实饱满后间隔20d施肥一

次；

所述氰氨化钙中N、CaO的质量分数为19.8%、50%；

所述腐熟有机肥是将生物有机肥，经接种微生物复合菌剂，利用生物发酵、高温灭菌无

害化、有机质腐殖化处理后生成的有机肥；

所述速效氮肥中N的质量分数 ≥47%；

所述三元复合肥中N、P2O5、K2O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8%、9%、18%；

所述硼肥中B的质量分数为21%；

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亲本苗定植前后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定植后每天滴灌，持续3~4周；芦笋幼苗根系伸

长发育后，滴灌次数和水量减少，持续1~2个月；之后，每月滴灌3~4次，确保植株幼苗期土壤

湿润，直至芦笋植株进入休眠期；清园后灌溉1次，确保土层含水量充足；每次追肥后需及时

浇水；

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清园后灌溉1次；

制种期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留茎期前土壤保湿，滴灌；营养生长期间土壤控湿，不灌

溉；植株开花期土壤加湿，滴灌；果实发育期土壤保湿，滴灌；果实成熟期土壤控湿，滴灌；每

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施氰氨化钙

和腐熟有机肥的方法包括：

幼苗定植前，将土壤深翻30  cm，再将氰氨化钙撒在畦上，混合均匀肥土，覆膜灌溉，密

闭大棚，闷棚15~20  d；揭膜后晾晒5~7  d，撒施腐熟有机肥并翻耕做畦，施后5~7  d移栽幼

苗；

清园后在畦上撒施氰氨化钙，覆膜灌溉；在两行畦间挖一条沟，将腐熟有机肥施于沟

内，表面覆盖3  cm土壤；

所述氰氨化钙的施用量为30  kg/亩；

留茎期开沟深施腐熟有机肥；

所述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时，即定植前、清园后的施用量为2000~3000  kg/亩，作为追

肥时，即留茎期的施用量为1000~1200  kg/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施速效氮肥

的方法包括：将速效氮肥用水稀释，浇灌于芦笋根部；或在离植株20~30  cm远处顺垄开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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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肥施入沟内及时覆土耙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施三元复合

肥的方法包括：

亲本植株幼苗期将三元复合肥浅施于距植株20~25  cm处；

定植第二年开始将三元复合肥撒施在畦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施硼肥的方

法包括：将硼肥稀释，将稀释后的硼肥喷施于植株叶面与花苞上；每隔5  d喷施一次，连续三

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亲本苗定植

前后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定植后每天上午8点前或每天下午4点后进行滴灌，土壤较干燥

则滴灌2~3小时，土壤较湿润则滴灌1小时，持续3~4周；芦笋幼苗根系伸长发育后，滴灌次数

和水量减少，天气晴朗高温时每隔1  d滴灌1次，阴雨天每隔3~4  d滴灌1次，每次2~3小时，持

续1~2个月；之后，每月滴灌3~4次，每次2~3小时，确保植株幼苗期土壤湿润，直至芦笋植株

进入休眠期；清园后滴灌1次，持续3~4小时，确保土层含水量充足；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制种期灌溉

管理的内容包括：留茎期前土壤保湿，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营养生长期间土壤控湿，不

灌溉；植株开花期土壤加湿，每周滴灌1次，共3~4次，每次1~2小时；果实发育期土壤保湿，每

月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果实成熟期土壤控湿，仅滴灌1~2次，每次1~2小时；每次追肥后

需及时浇水。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滴灌的设施为滴灌带，滴灌带设置于距离幼苗10  c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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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田管理领域，特别是一种芦笋制种田的施肥和灌溉管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芦笋(Asparagus)学名石刁柏，为百合科天门冬属雌雄异株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

物，以抽生的嫩茎作为鲜食或加工用，是世界十大名菜之一，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蔬菜之王”

的美称。芦笋富含人体所必须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及组蛋白，其含量高于一般的蔬菜和水

果，特别是芦笋中的天冬酰胺和微量元素硒、钼、铬、锰等，具有调节机体代谢，提高身体免

疫力的功效，在对高血压、心脏病、白血病、血癌、水肿、膀胱炎等的预防和治疗中，具有很强

的抑制作用和药理效应。

[0003] 近年来，我国芦笋优质种子的需求强烈，在不断培育优新品种的前提下，提高制种

技术至关重要。在制种方面，施肥和灌溉影响着芦笋的结实率和种子数量及其发芽率，种子

的数量和发芽率影响着来年的产量和芦笋质量。

[0004] 市场需要一种施肥和灌溉的管理方法提高芦笋制种田的结实率、种子数量、种子

发芽率，本发明解决这样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芦笋制种田施肥和灌溉的管

理方法，使芦笋制种田在果实结实率、果实鲜重、处理后种子重量、种子千粒重和发芽率等

指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增加芦笋种子的产量和质量。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0008] 亲本苗定植前后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亲本组培苗在定植前施氰氨化钙和腐熟有

机肥，幼苗定植1个月追施速效氮肥，幼苗定植2～3个月、5～6个月分别追施一次三元复合

肥；

[0009] 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制种田清园后施氰氨化钙和腐熟

有机肥，春季出笋后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

[0010] 制种期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亲本植株留茎后根据生理阶段适时适量施肥：营养

生长期，即开花前施腐熟有机肥，并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进入开花期后，每隔5d施硼肥，连

续三次；花期结束后，追施三元复合肥，前期间隔15d施肥一次，果实饱满后间隔20d施肥一

次；

[0011] 氰氨化钙中N、CaO的质量分数为19.8％、50％；

[0012] 腐熟有机肥是将生物有机肥，经接种微生物复合菌剂，利用生物发酵、高温灭菌无

害化、有机质腐殖化处理后生成的有机肥；

[0013] 速效氮肥中N的质量分数≥47％；

[0014] 三元复合肥中N、P2O5、K2O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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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硼肥中B的质量分数为21％。

[0016]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施氰氨化钙和腐熟有机肥的方法包括：

[0017] 幼苗定植前，将土壤深翻30cm，再将氰氨化钙撒在畦上，混合均匀肥土，覆膜灌溉，

密闭大棚，闷棚15～20d；揭膜后晾晒5～7d，撒施腐熟有机肥并翻耕做畦，施后5～7d移栽幼

苗；

[0018] 清园后在畦上撒施氰氨化钙，覆膜灌溉；在两行畦间挖一条沟，将腐熟有机肥施于

沟内，表面覆盖3cm土壤；

[0019] 氰氨化钙的施用量为30kg/亩；

[0020] 留茎期开沟深施腐熟有机肥；

[0021] 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时，即定植前、清园后的施用量为2000～3000kg/亩，作为追

肥时，即留茎期的施用量为1000～1200kg/亩。

[0022]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施速效氮肥的方法包括：将速效氮肥用水稀

释，浇灌于芦笋根部；或在离植株20～30cm远处顺垄开沟，将肥施入沟内及时覆土耙平。

[0023]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施三元复合肥的方法包括：

[0024] 亲本植株幼苗期将三元复合肥浅施于距植株20～25cm处；

[0025] 定植第二年开始将三元复合肥撒施在畦上。

[0026]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施硼肥的方法包括：将硼肥稀释，将稀释后的

硼肥喷施于植株叶面与花苞上；每隔5d喷施一次，连续三次。

[0027] 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0028] 亲本苗定植前后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定植后每天滴灌，持续3～4周；芦笋幼苗根

系伸长发育后，滴灌次数和水量减少，持续1～2个月；之后，每月滴灌3～4次，确保植株幼苗

期土壤湿润，直至芦笋植株进入休眠期；清园后灌溉1次，确保土层含水量充足；每次追肥后

需及时浇水；

[0029] 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清园后灌溉1次；

[0030] 制种期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留茎期前土壤保湿，滴灌；营养生长期间土壤控湿，

不灌溉；植株开花期土壤加湿，滴灌；果实发育期土壤保湿，滴灌；果实成熟期土壤控湿，滴

灌；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0031]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亲本苗定植前后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定植

后每天上午8点前或每天下午4点后进行滴灌，土壤较干燥则滴灌2～3小时，土壤较湿润则

滴灌1小时，持续3～4周；芦笋幼苗根系伸长发育后，滴灌次数和水量减少，天气晴朗高温时

每隔1d滴灌1次，阴雨天每隔3～4d滴灌1次，每次2～3小时，持续1～2个月；之后，每月滴灌3

～4次，每次2～3小时，确保植株幼苗期土壤湿润，直至芦笋植株进入休眠期；清园后滴灌1

次，持续3～4小时，确保土层含水量充足；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0032]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制种期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留茎期前土壤

保湿，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营养生长期间土壤控湿，不灌溉；植株开花期土壤加湿，

约每周滴灌1次，共3～4次，每次1～2小时；果实发育期土壤保湿，每月滴灌2～3次，每次2～

3小时；果实成熟期土壤控湿，仅滴灌1～2次，每次1～2小时；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0033] 前述的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滴灌的设施为滴灌带，滴灌带设置于距离幼

苗10c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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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

[0035] 本发明通过控制芦笋制种田施肥的品种、施用时期、施肥方法和用量，控制灌溉的

量、时间和灌溉方式，使芦笋制种田在果实结实率、果实鲜重、处理后种子重量、种子千粒重

和发芽率等指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增加芦笋种子的产量和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具体的介绍。

[0037] 芦笋制种田施肥的管理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0038] 一，亲本苗定植前后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亲本组培苗在定植前施氰氨化钙和腐

熟有机肥，幼苗定植1个月追施速效氮肥，幼苗定植2～3个月、5～6个月分别追施一次三元

复合肥；

[0039] 氰氨化钙中N、CaO的质量分数为19.8％、50％；腐熟有机肥是将生物有机肥，经接

种微生物复合菌剂，利用生物发酵、高温灭菌无害化、有机质腐殖化处理后生成的有机肥；

三元复合肥中N、P2O5、K2O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8％、9％、18％。

[0040] 施氰氨化钙和腐熟有机肥的方法包括：

[0041] 其一，幼苗定植前先将土壤深翻30cm，然后将氰氨化钙撒在畦上，再将肥土混合均

匀，覆膜灌溉，将大棚完全密闭，闷棚15～20d。揭膜后晾晒5～7d，撒施腐熟有机肥并翻耕做

畦，施后5～7d移栽幼苗，以免伤苗；其二，清园后在畦上撒施氰氨化钙，覆膜灌溉；在两行畦

间挖一条20cm宽、10cm深的沟，将腐熟有机肥施于沟内，表面覆盖3cm土壤；其三，留茎期开

沟深施腐熟有机肥。

[0042] 氰氨化钙的施用量为30kg/亩；氰氨化钙主要用于土壤消毒和培肥地力，可降低土

壤中微生物及线虫等有害生物，提高幼苗存活率，同时可降低成年芦笋的发病率。

[0043] 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时，即定植前、清园后的施用量为2000～3000kg/亩，作为追

肥时，即留茎期的施用量为1000～1200kg/亩。

[0044] 速效氮肥中N的质量分数≥47％；施速效氮肥的方法包括：将速效氮肥按使用说明

用一定倍的水稀释，浇灌于芦笋根部；或在离植株20～30cm远顺垄开沟，沟深以10cm为宜，

将肥施入沟内及时覆土耙平。幼苗定植1个月后进入正常生长期，追施氮肥可促进幼苗快速

伸长，提高幼苗存活率。

[0045] 施三元复合肥的方法包括：其一，亲本植株幼苗期将三元复合肥浅施于距植株20

～25cm处；其二，定植第二年开始将三元复合肥撒施在畦上。

[0046] 二，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制种田清园后施氰氨化钙和

腐熟有机肥，春季出笋后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

[0047] 三，制种期施肥管理的内容包括：亲本植株留茎后根据生理阶段适时适量施肥：营

养生长期，即开花前施腐熟有机肥，并追施一次三元复合肥；进入开花期后，每隔5d施硼肥，

连续三次；花期结束后，追施三元复合肥，前期间隔15d施肥一次，果实饱满后间隔20d施肥

一次。

[0048] 硼肥中B的质量分数为21％。施硼肥的方法包括：将稀释后的硼肥喷施于植株叶面

与花苞上；每隔5d喷施一次，连续三次。按每亩施硼肥的方法为：将50g左右的硼肥按使用说

明用1000倍的水稀释，然后将稀释后的硼肥喷施于植株叶面与花苞上；每隔5d喷施一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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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三次。需要说明的是：每亩施硼肥的用量50g只是常用量，可根据情况进行增减。硼肥可防

止落花落果，提高结实率和种子质量。

[0049] 芦笋制种田灌溉的管理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0050] 亲本苗定植前后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定植后每天滴灌，持续3～4周；芦笋幼苗根

系伸长发育后，滴灌次数和水量减少，持续1～2个月；之后，每月滴灌3～4次，确保植株幼苗

期土壤湿润，直至芦笋植株进入休眠期；清园后灌溉1次，确保土层含水量充足；每次追肥后

需及时浇水；

[0051] 冬季清园后至春季留茎前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清园后灌溉1次；

[0052] 制种期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留茎期前土壤保湿，滴灌；营养生长期间土壤控湿，

不灌溉；植株开花期土壤加湿，滴灌；果实发育期土壤保湿，滴灌；果实成熟期土壤控湿，滴

灌；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0053] 亲本苗定植前后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定植后每天上午8点前或每天下午4点后进

行滴灌，土壤较干燥则滴灌2～3小时，土壤较湿润则滴灌1小时，持续3～4周；芦笋幼苗根系

伸长发育后，滴灌次数和水量可以适量减少，天气晴朗高温时每隔1d滴灌1次，阴雨天每隔3

～4d滴灌1次，每次2～3小时，持续1～2个月；之后，每月滴灌3～4次，每次2～3小时，确保植

株幼苗期土壤湿润，直至芦笋植株进入休眠期；清园后滴灌1次，持续3～4小时，确保土层含

水量充足；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0054] 制种期灌溉管理的内容包括：留茎期前土壤保湿，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营

养生长期间土壤控湿，不灌溉；植株开花期土壤加湿，约每周滴灌1次，共3～4次，每次1～2

小时；果实发育期土壤保湿，每月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果实成熟期土壤控湿，仅滴灌

1～2次，每次1～2小时。植株开花期土壤水分不足会降低柱头可授性、花粉活力及开花率，

从而导致坐果率低；水分过多则会产生烂花现象，也会降低花粉活力，影响坐果率和种子产

量；每次追肥后需及时浇水。

[0055] 滴灌的设施为滴灌带，滴灌带设置于距离幼苗10cm处。定植后的芦笋苗小根浅，就

近滴灌有利于植株对水分的吸收。

[0056] 验证实验：

[0057] 用实验验证本发明的施肥灌溉的管理方法能够提高果实结实率、果实鲜重、处理

后种子重量、种子千粒重和发芽率等指标。

[0058] 试验方法：本发明方法与现有制种田肥水管理方法各设3个重复，50株芦笋为一个

重复，每个重复的雌雄株比例为4:1，试验田共600株芦笋，分别通过如下实施例的方法施肥

灌溉。

[0059] 试验时间：2015年‑2017年

[0060] 试验地点：试验设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杭州佳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芦笋基地

[0061] 实施例1如下表1、2所示。

[0062] 表1芦笋制种田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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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0065] 表2芦笋制种田灌溉方法

[0066]

[0067] 对比实施例1，如表3、4所示，制种田灌溉安排与本发明方法相同，施肥安排与本发

明方法的区别：施肥的不同之处集中在植株制种期。①营养生长期(开花前)仅施等量的三

元复合肥，不施腐熟有机肥；②开花期将“三次硼肥”改为“一次三元复合肥”；③结果期减少

三元复合肥的施用次数，将“4～5次”改为“2～3次”。

[0068] 表3芦笋制种田施肥方法

说　明　书 5/9 页

8

CN 109769446 B

8



[0069]

[0070]

[0071] 表4芦笋制种田滴灌方法

[0072]

[0073] 对比实施例2，如表5、6所示，制种田施肥安排与本发明方法相同，灌溉安排与本发

明方法的区别：灌溉的不同之处集中在植株制种期，仅按照天气状况和墒情变化进行灌溉。

①4月到5月，每月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②6月到8月，每月滴灌3～4次，每次3～4小

时；③9月到10月，每月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

[0074] 表5芦笋制种田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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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0077] 表6芦笋制种田灌溉方法

[0078]

[0079] 对比实施例3，如表7、8所示，施肥安排与本发明方法的区别：施肥的不同之处集中

在植株制种期。①营养生长期(开花前)施等量的三元复合肥，不施腐熟有机肥；②开花期将

“三次硼肥”改为“一次三元复合肥”；③结果期减少三元复合肥的施用次数，将“4～5次”改

为“2～3次”。

[0080] 灌溉安排与本发明方法的区别：灌溉的不同之处集中在植株制种期，仅按照天气

状况和墒情变化进行灌溉。①4月到5月，每月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②6月到8月，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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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3～4次，每次3～4小时；③9月到10月，每月滴灌2～3次，每次2～3小时。

[0081] 表7芦笋制种田施肥方法

[0082]

[0083] 表8芦笋制种田灌溉方法

[0084]

[0085] 本发明方法与现有制种田肥水管理方法对比结果表明：使用本发明的肥水管理在

果实结实率、果实鲜重、处理后种子重量、种子千粒重和发芽率等指标上较其它方法表现出

明显的优势(如表9)。

[0086] 表9试验组合调查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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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0088] 本发明通过控制芦笋制种田施肥的品种、施用时期、施肥方法和用量，控制灌溉的

量、时间和灌溉方式，使芦笋制种田在果实结实率、果实鲜重、处理后种子重量、种子千粒重

和发芽率等指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增加芦笋种子的产量和质量。

[008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

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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