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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有机香芹苗菜大棚栽培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1)选择大棚地块并整地作畦；

2)选种并进行播种前处理；3)播种；4)沟灌与排

水管理；5)病虫害防治；6)采收；7)包装上市。本

发明是以苗菜为采收标准的大棚栽培技术，生产

出以香芹苗菜为成品批量上市的蔬菜品种，并且

开发了牙苗类菜的土壤种植方法，采用标准化操

作，生产的苗菜生长整齐、产量高、品质好。本发

明从土壤选择、浸种消毒及后期的物理综合防治

及达标采收，有效保证了栽培中无药物、化学等

有害质污染，使上市产品真正达到了有机蔬菜标

准。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08293640 B

2020.05.01

CN
 1
08
29
36
40
 B



1.一种有机香芹苗菜大棚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栽培方法全程采用塑料大棚栽培，

包括以下步骤：

  1）选择大棚地块并整地作畦：选择经过有机认证或者经过三年及以上有机转换的大

棚地块，要求地块上安装有塑料大棚、连栋大棚或温室保护地设施，设施内地块土壤肥沃、

土层深厚、没有病虫危害、前作没有种过伞形科的壤土；

在晴天土壤较干时，按照每亩100-150公斤生石灰的标准全园撒施消毒，并进行土壤翻

耕，翻耕后晾晒3-7天；然后按照1.4-1 .6米宽放线开沟，整成畦面宽1.1-1 .3米、沟宽0.3-

0.4米、沟深0.2-0.3米的高畦；再按每亩600-800公斤的标准均匀撒施符合有机生产要求的

商品有机肥于畦面上，结合平整土地，将有机肥深翻入畦面土壤中，并将畦面整平，畦沟整

平拉直；在雨水较多季节或地下水位较高地区，将畦沟整成一端顺水流方向高于另一端2-5

厘米高度差，或畦沟中间高于两端1-3厘米，以便排水；

2）选种并进行播种前处理：选择种子饱满、没有病虫危害、种子净度高、纯度高、发芽率

高、没有腐烂霉变的四季香芹品种种子；播种前先将种子选晴天晾晒1天，用簸箕将瘪种子

簸出；将种子在保持55-60℃的温水持续浸种10-15分钟进行种子表面消毒，然后沥干水分

备用；

3）播种：按照当年生产发芽率高的新种子每亩0.75-0.85公斤干籽或陈种每亩0.8-1.2

公斤播种量确定用种量，将所用种子按照步骤2）方法进行温汤浸种处理后，即进行播种；为

了播种均匀，将种子按照1:1的比例与过筛的干细土或新鲜煤灰拌合，同时播种时，按照总

种子量分2-3次播种，播种均匀；

4）沟灌与排水管理：播种后马上将畦沟内灌满水，保持水面齐畦边深、但不漫过畦面，

称为吊边，然后用水瓢对播种后的畦面进行浇灌，浇透湿后将畦沟内水排出；以后每天重复

上述操作，直至5-7天种子萌芽破土出苗为止；以后按照苗菜正常的水分管理进行；

5）病虫害防治：苗菜生长期短，病虫害发生少，集成播种前期地块选择、生石灰土壤消

毒、土壤翻耕晾晒、温汤浸种种子消毒与生长期地块插黄板诱杀、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以

及采用苦参碱、蛇床子素、鱼藤酮、藜芦碱天然植物源生物农药进行病虫害综合防治，严禁

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除草剂；

6）采收：当香芹苗菜生长35-45天后，植株长成3-4片真叶1心，株高10-15厘米时采收；

采收宜在晴天与阴天早晨露水干后进行，不宜在雨雪天气与土壤特别湿润时采收，采收时

宜用竹筐或塑料筐盛装，每采满一筐在表面覆盖一布毡防晒保湿，单筐苗菜重量不得超过

10公斤，采收时宜用剪刀齐香芹苗菜子叶着生上方连茎叶剪断；要求采收苗菜整株完好，杆

茎纤细、根茎白嫩，叶片翠绿、味道香浓，无烂叶，无病斑叶，黄叶、虫眼、泥沙、杂物比例不超

过1%；亩采收量为150-250kg；

7）包装上市：将采收的合格香芹苗菜及时送到4-10℃的冷库进行预冷处理，然后根据

订单，按照每包6-8两的标准，并按照苗菜植株头尾一致的摆放方式，采用专用的有机苗菜

包装盒进行包装，包装后贴上有机香芹苗菜标签并打包装上有冷链系统的专用运输车辆，

要求冷链运输过程中保持低温4-10℃，要防止贮藏包装过程中苗菜打水与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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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香芹苗菜大棚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蔬菜生产领域，特别指一种有机香芹苗菜大棚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香芹，属伞形科植物。有水芹、旱芹两种，功能相近，药用以旱芹为佳。旱芹香气较

浓，又名″香芹″，亦称″药芹″。芹菜是高纤维食物，它经肠内消化作用产生一种木质素或肠

内脂的物质，这类物质是一种抗氧化剂，常吃芹菜，尤其是吃芹菜叶，对预防高血压、动脉硬

化等都十分有益，并有辅助治疗作用。食用嫩叶，作香辛蔬菜。鲜根、茎汁可供药用。香芹含

有大量的铁、维生素A和维生素C，是一种香辛叶菜类，西餐中用应较多，多座冷盘或菜肴上

的装饰，也可作香辛调料，还可供生食，特别是吃葱蒜后嚼一点香芹叶，可消除口齿中的异

味。目前，香芹都是在茎叶7-8片时采摘，在我国人们大多以食用鲜根、茎为主，叶除了极少

嫩叶食用外其它都以口感不佳丢弃了，造成了浪费。

[0003] 芽苗类蔬菜作为一种优质、保健、无污染的高档特色时尚蔬菜越来越受消费者青

睐。最早的芽苗类蔬菜生产可以追溯到我国古时候生产的豆芽菜如黄豆芽与绿豆芽。上世

纪90年代，芽苗类蔬菜生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种类品种不断增多，栽培技术不断改

进。但是这些芽苗菜由于都不是利用土壤，而是利用草纸、无纺布、纱布铺设在育苗盘内，将

种子播在上面，在室内弱光照下利用种子或芽体本身贮藏养分满足芽苗菜的生长，因为自

身营养与外界光照不足以及栽培条件与技术限制，常常导致苗菜生长瘦弱、纤维化程度较

高、品质口感较差，难以真正达到有机标准要求。

[0004] 综合上述，如何结合现有芽苗类蔬菜生产技术与有机蔬菜栽培要求，在保留现有

香芹营养和口感上的基础上，开发一种能结合芽苗类蔬菜的培育方法，扬长避短，生产一种

可以批量上市的以苗菜为产成品的香芹栽培方法成为了本领域技术人员一直在探索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加以改进和创新，提供一种在

有机认证土地上按照有机蔬菜生产要求和以苗菜菜品作为上市采收标准的有机香芹苗菜

大棚栽培方法。

[0006] 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选择大棚地块并整地作畦：选择经过有机认证或者经过三年及以上有机转换的

大棚地块，要求地块上安装有塑料大棚、连栋大棚或温室等保护地设施，设施内地块土壤肥

沃、土层深厚、没有病虫危害、前作没有种过伞形科的壤土；在晴天土壤较干时，按照每亩

100-150公斤生石灰的标准全园撒施消毒，并进行土壤翻耕，翻耕后晾晒；然后按照1.4-1.6

米宽放线开沟，整成畦面宽1.1-1 .3米、沟宽0.3-0.4米、沟深0.2-0.3米的高畦；再按每亩

500-1000公斤的标准均匀撒施符合有机生产要求的商品有机肥于畦面上，结合平整土地，

将有机肥深翻入畦面土壤中，并将畦面整平，畦沟整平拉直；在雨水较多季节或地下水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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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区，将畦沟整成一端顺水流方向略高于另一端约2-5厘米高度差，或畦沟中间略高于两

端1-3厘米，以便排水。

[0008] 2、选种并进行播种前处理：选择种子饱满、没有病虫危害、种子净度高、纯度高、发

芽率高、没有腐烂霉变的四季香芹种子；播种前先将种子选晴天晾晒1天，可用簸箕将瘪种

子簸出；将种子在保持55-60℃的温水持续浸种10-15分钟进行种子表面消毒，然后沥干水

分备用。

[0009] 3、播种：按照新种每亩0.7-0.9公斤干籽或陈种每亩0.8-1.2公斤播种量确定用种

量，将所用种子按照步骤2)方法进行热水温汤浸种处理后，即进行播种；为了播种均匀，将

种子按照1∶1的比例与过筛的干细土或新鲜煤灰拌合，同时播种时，按照总种子量分2-3次

播种，播种均匀。

[0010] 4、沟灌与排水管理：播种后马上将畦沟内灌满水，保持水面齐畦边深、但不漫过畦

面，称为吊边，然后用水瓢对播种后的畦面进行浇灌，浇透湿后即可将畦沟内水排出；以后

每天重复上述操作，直至5-7天种子萌芽破土出苗为止；以后按照苗菜正常的水分管理进行

即可。

[0011] 5、病虫害防治：苗菜生长期短，病虫害发生少，集成播种前期地块选择、生石灰土

壤消毒、土壤翻耕晾晒、温汤浸种种子消毒与生长期地块插黄板诱杀、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

杀以及采用苦参碱、蛇床子素、鱼藤酮、藜芦碱天然植物源生物农药等技术进行病虫害综合

防治，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除草剂。

[0012] 6、采收：当香芹苗菜生长35-45天后，植株长成3-6片真叶1心，株高10-15厘米时即

可采收；采收宜在晴天与阴天早晨露水干后进行，不宜在雨雪天气与土壤特别湿润时采收，

采收时宜用竹筐或塑料筐盛装，每采满一筐可在表面覆盖一布毡防晒保湿，单筐苗菜重量

不得超过10公斤，采收时宜用剪刀齐香芹苗菜子叶着生上方连茎叶剪断；要求采收苗菜整

株完好，杆茎纤细、根茎白嫩，叶片翠绿、味道香浓，烂叶、病斑、黄叶、虫眼、泥沙、杂物比例

不超过2％；亩采收量为150-250kg。

[0013] 7、包装上市：将采收的合格香芹苗菜及时送到4-10℃的冷库进行预冷处理，然后

根据订单，按照每包6-8两的标准，并按照苗菜植株头尾一致的摆放方式，采用专用的有机

苗菜包装盒进行包装，包装后贴上有机香芹苗菜标签并打包装上有冷链系统的专用运输车

辆，要求冷链运输过程中保持低温4-10℃，要防止贮藏包装过程中苗菜打水与喷水。

[0014] 本发明栽培方法全程采用塑料大棚栽培。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栽培地块翻耕后晾晒3-7天。

[0016] 具体的，本发明畦面撒施有机肥的最佳用量为600-800公斤/亩。

[0017] 具体的，本发明播种的新种为当年生产发芽率高的新种子，播种最佳用量为0.75-

0.85公斤/亩。

[0018] 具体的，本发明香芹苗菜在采收时以植株长成3-4片真叶1心采收为最佳。

[0019] 具体的，本发明采收的香芹苗菜中黄叶、虫眼、泥沙与杂物比例不超过1％为最佳。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为大棚栽培技术，以苗菜为采收标准，生产出以香芹苗菜为成品批量上市

的蔬菜品种，并且开发了牙苗类菜的土壤种植方法，采用标准化操作，生产的苗菜生长整

齐、产量高、品质好。本发明从土壤选择、浸种消毒及后期的物理综合防治及达标采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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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栽培中无药物、化学等有害质污染，使上市产品真正达到了有机蔬菜标准。本发明采

用有机土壤栽培，并通过消毒、翻耕、晾晒等，有效改良了土壤结构，通过细化、风化使栽培

土壤更适合苗菜的生长。通过开沟整畦，方便日常管理，更方便了后期的灌溉。本发明结合

香芹品种选择最佳的播种量，通过晒种、浸种消毒，促进了催苗，提高了发芽率，使得产量达

到300-500斤每亩。本发明栽培的香芹苗菜以3-4叶时采摘，与现有香芹7-8片茎叶时采摘，

口感更细嫩，更符合优质要求，保证了上市品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给出了本发明的几个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

发明的公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中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目的，不是

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1、选择经过有机认证的塑料大棚地块，其地块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没有病虫危

害、前作没有种过伞形科的壤土。选择晴天土壤较干即不含浆时，按照每亩100公斤生石灰

的标准全园撒施消毒，并进行土壤翻耕，翻耕后晾晒4天。然后按照1.4米宽(包沟)放线开

沟，整成畦面宽1.1米、沟宽0.3米、沟深0.2米的高畦。然后按照每亩600公斤符合有机标准

生产的商品有机肥均匀撒在畦面上，结合平整土地，将有机肥深翻入畦面土壤中，并将畦面

整平，畦沟整平拉直。在雨水较多季节或地下水位较高地区，将畦沟整成一端顺水流方向略

高于另一端约2-5厘米高度差，以方便排水。

[0026] 2、精选种子饱满、没有病虫危害、种子净度高、纯度高的当年生产发芽率高的新四

季香芹品种种子，播种前先将种子选晴天晾晒1天，用簸箕将瘪种子簸出，将种子用56℃的

温汤持续浸种14分钟，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0027] 3、按照每亩0.7公斤干籽的播种量确定用种量，将所用种子按照步骤2所述的方法

进行种子处理后，即进行播种。为了播种均匀，可以将种子按照1∶1的比例与过筛的新鲜煤

灰拌合，一同播种，同时播种时，按照总种子量分2次播种(80％、20％)。播种均匀(种子新陈

度、季节春秋低，冬季中等。夏季最高)

[0028] 4、播种后，马上将畦沟内灌满水，保持水面齐畦边深但不漫过畦面，然后，用水瓢

浇灌畦面，浇透后，即可将畦沟内水排出，以后每天重复操作，直至第5天种子萌芽破土出苗

为止。以后按照苗菜正常的水分管理进行即可。

[0029] 5、香芹苗菜生长期短，病虫害发生少，可以集成播种前期地块选择、生石灰土壤消

毒、土壤翻耕晾晒、温汤浸种种子消毒与生长期地块插黄板诱杀、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以

及采用苦参碱、蛇床子素、鱼藤酮、藜芦碱等天然植物源生物农药等技术进行病虫害综合防

治，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除草剂。

[0030] 6、当香芹苗菜生长35天后，植株长成3-5片真叶1心，株高10-12厘米时即可采收；

采收宜在晴天与阴天早晨露水干后进行，不宜在雨雪天气与土壤特别湿润时采收，采收时

宜用竹筐或塑料筐盛装，每采满一筐可在表面覆盖一布毡防晒保湿，单筐苗菜重量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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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0公斤，采收时宜用剪刀齐香芹苗菜子叶着生上方连茎叶剪断；要求采收苗菜整株完好，

杆茎纤细、根茎白嫩，叶片翠绿、味道香浓，烂叶、病斑、黄叶、虫眼、泥沙、杂物比例不超过

2％，亩采收量为220kg。

[0031] 7、将采收的合格香芹苗菜及时送到7℃的冷库进行预冷处理，然后根据订单，按照

每包7两的标准，并按照苗菜植株头尾一致的摆放方式，采用专用的有机苗菜包装盒进行包

装，包装后贴上有机香芹苗菜标签并打包装上有冷链系统的专用运输车辆，要求冷链运输

过程中保持低温9℃，要防止贮藏包装过程中苗菜打水与喷水。

[0032] 实施例2：

[0033] 1、选择经过有机认证的塑料大棚地块，其地块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没有病虫危

害、前作没有种过伞形科的壤土。选择晴天土壤较干时，按照每亩120公斤生石灰的标准全

园撒施消毒，并进行土壤翻耕，翻耕后晾晒5天。然后按照1.5米宽(包沟)放线开沟，整成畦

面宽1.2米、沟宽0.4米、沟深0.3米的高畦。然后按照每亩700公斤符合有机标准生产的商品

有机肥均匀撒在畦面上，结合平整土地，将有机肥深翻入畦面土壤中，并将畦面整平，畦沟

整平拉直。在雨水较多季节或地下水位较高地区，将畦沟中间略高于两端1-3厘米，以方便

排水。

[0034] 2、先种子饱满、没有病虫危害、种子净度高、纯度高、发芽率高、没有腐烂霉变的四

季香芹品种陈种，并进行发芽率实验，发芽率为90％。播种前先将种子选晴天晾晒1天，用簸

箕将瘪种子簸出，将种子用55℃的温汤浸种13分钟进行种子表面消毒，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0035] 3、按照每亩1.0公斤干籽的播种量确定用种量，将所用种子按照步骤2所述的方法

进行种子处理后，即进行播种。为了播种均匀，可以将种子按照1∶1的比例与过筛的干细土

拌合，同时，播种时，按照总种子量分3次播种(70％、15％、15％)。播种均匀(种子新陈度、季

节春秋低，冬季中等。夏季最高)

[0036] 4、播种后，马上将畦沟内灌满水，保持水面齐畦边深但不漫过畦面，然后，用水瓢

浇灌畦面，浇透后，即可将畦沟内水排出，以后每天重复操作，直至第7天种子萌芽破土出苗

为止。以后按照苗菜正常的水分管理进行即可。

[0037] 5、香芹苗菜生长期短，病虫害发生少，集成播种前期地块选择、生石灰土壤消毒、

土壤翻耕晾晒、温汤浸种种子消毒与生长期地块插黄板诱杀、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以及

采用苦参碱、蛇床子素、鱼藤酮、藜芦碱天然植物源生物农药等技术进行病虫害综合防治，

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除草剂。

[0038] 6、当香芹苗菜生长45天，植株长成4-6片真叶1心，株高12-15厘米时即可采收；采

收宜在晴天与阴天早晨露水干后进行，不宜在雨雪天气与土壤特别湿润时采收，采收时宜

用竹筐或塑料筐盛装，每采满一筐可在表面覆盖一布毡防晒保湿，单筐苗菜重量不得超过

10公斤，采收时宜用剪刀齐香芹苗菜子叶着生上方连茎叶剪断；要求采收苗菜整株完好，杆

茎纤细、根茎白嫩，叶片翠绿、味道香浓，烂叶、病斑、黄叶、虫眼、泥沙、杂物比例不超过2％，

亩采收量为180kg。

[0039] 7、将采收的合格香芹苗菜及时送到6℃的冷库进行预冷处理，然后根据订单，按照

每包6两的标准，并按照苗菜植株头尾一致的摆放方式，采用专用的有机苗菜包装盒进行包

装，包装后贴上有机香芹苗菜标签并打包装上有冷链系统的专用运输车辆，要求冷链运输

过程中保持低温6℃，要防止贮藏包装过程中苗菜打水与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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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实施例3：

[0041] 1、选择经过四年有机转换的塑料大棚有机地块，其地块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没有

病虫危害、前作没有种过伞形科的壤土。选择晴天土壤不含浆时，按照每亩150公斤生石灰

的标准全园撒施消毒，并进行土壤翻耕，翻耕后晾晒7天。然后按照1.6米宽(包沟)放线开

沟，整成畦面宽1.3米、沟宽0.4米、沟深0.3米的高畦。然后按照每亩1000公斤符合有机标准

生产的商品有机肥均匀撒在畦面上，结合平整土地，将有机肥深翻入畦面土壤中，并将畦面

整平，畦沟整平拉直。在雨水较多季节或地下水位较高地区，将畦沟整成一端顺水流方向略

高于另一端约2-5厘米高度差，以方便排水。

[0042] 2、精选种子饱满、没有病虫危害、种子净度高、纯度高的当年生产发芽率高的新四

季香芹品种种子，播种前先将种子选晴天晾晒1天，用簸箕将瘪种子簸出，将种子用60℃的

温汤浸种11分钟，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0043] 3、按照每亩0.85公斤(种子发芽率越高的新种子，生长季节越适宜，播种量越少)

干籽的播种量确定用种量，将所用种子按照步骤2所述的方法进行种子处理后，即进行播

种。为了播种均匀，可以将种子按照1∶1的比例与过筛的干细土拌合，同时，播种时，按照总

种子量分2次播种(85％、15％)。播种均匀(种子新陈度、季节春秋低，冬季中等。夏季最高)

[0044] 4、播种后，马上将畦沟内灌满水，保持水面齐畦边深但不漫过畦面，然后，用水瓢

浇灌畦面，浇透后，即可将畦沟内水排出，以后每天重复操作，直至第6天种子萌芽破土出苗

为止。以后按照苗菜正常的水分管理进行即可。

[0045] 5、香芹苗菜生长期短，病虫害发生少，集成播种前期地块选择、生石灰土壤消毒、

土壤翻耕晾晒、温汤浸种种子消毒与生长期地块插黄板诱杀、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以及

采用苦参碱、蛇床子素、鱼藤酮、藜芦碱天然植物源生物农药等技术进行病虫害综合防治，

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和除草剂。

[0046] 6、当香芹苗菜生长40天后，植株长成3-5片真叶1心，株高10-12厘米时即可采收；

采收宜在晴天与阴天早晨露水干后进行，不宜在雨雪天气与土壤特别湿润时采收，采收时

宜用竹筐或塑料筐盛装，每采满一筐可在表面覆盖一布毡防晒保湿，单筐苗菜重量不得超

过10公斤，采收时宜用剪刀齐香芹苗菜子叶着生上方连茎叶剪断；要求采收苗菜整株完好，

杆茎纤细、根茎白嫩，叶片翠绿、味道香浓，烂叶、病斑、黄叶、虫眼、泥沙、杂物比例不超过

1％，亩采收量为240kg。

[0047] 7、将采收的合格香芹苗菜及时送到8℃的冷库进行预冷处理，然后根据订单，按照

每包8两的标准，并按照苗菜植株头尾一致的摆放方式，采用专用的有机苗菜包装盒进行包

装，包装后贴上有机香芹苗菜标签并打包装上有冷链系统的专用运输车辆，要求冷链运输

过程中保持低温8℃，要防止贮藏包装过程中苗菜打水与喷水。

[0048] 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

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本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

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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