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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1)选择种植地，喷施土壤消毒液，深

耕；(2)定植穴底部铺一层菌渣，盖一层土再施入

有机肥、泥炭土、生物炭、草木灰的混合物，最后

填土沉实；定植前将定植苗在生根液中浸泡，根

部裹上黄泥放入定植穴中，覆土定植，表面覆盖

一层含有土壤调理剂的松土；(3)定植20天后施

加专用复合肥；幼树期每年施用专用复合肥2次，

成年期每年施专用复合肥3次；每年冬天沟施1次

腐熟有机肥；结果期喷施专用叶面肥，每隔1个月

喷施一次；(4)通过修建去除病虫枝、枯枝；杨梅

结果期采用生物杀虫剂喷施杨梅果实1-3次。本

发明种植的杨梅产量高、质量好、病虫害发病率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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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选地整地：选择海拔低于400米、阳光充足、土壤疏松肥沃的弱酸性山地作为种植

地，去除种植地杂草，喷施土壤消毒液，待10-15天后进行深耕；

(2)开穴定植：按照行距6-7米，株距3-4米挖定植穴，定植穴半径为40-50厘米，穴深70-

90厘米，在定植穴底部铺一层菌渣，盖一层土再施入有机肥、泥炭土、生物炭、草木灰的混合

物，最后填土，在种植穴中浇入种植穴深度2/3的水进行沉实；选取生长健壮、根系发达、嫁

接口愈合、苗干顺直、无病虫害的杨梅苗作为定植用苗，剪去枝干上1/3叶片及开裂的根须，

定植前将杨梅苗放在生根液中浸泡3-5min，然后根部裹上黄泥放入定植穴中，覆土定植，压

实后浇足定根水，表面覆盖一层含有土壤调理剂的松土；

(3)施肥管理：定植后进行松土除草，定时浇水，定植20天后施加专用复合肥，每株施用

30-50克，采用10倍水稀释后浇施；幼树期每年施用专用复合肥2次，成年期每年施专用复合

肥3次；每年冬天沟施1次腐熟有机肥，每株施用40-60公斤；结果期喷施专用叶面肥，每隔1

个月喷施一次；

(4)病虫害防治：通过修建去除病虫枝、枯枝；杨梅结果期采用生物杀虫剂喷施杨梅果

实1-3次，每隔一周喷施1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土壤消毒液

为高锰酸钾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有机肥、泥炭

土、生物炭、草木灰的重量比为5-10:3-5:1-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每穴施入混

合物20-35公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有机肥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羊粪40-60份、蚯蚓粪30-50份、豆粕20-40份、腐殖土20-30份、中药渣

15-30份、保水剂5-10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生根液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烟草提取液20-30份、生姜提取液20-30份、葡萄糖10-20份、氨基酸5-10

份、茉莉酸甲酯3-8份、水杨酸3-8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土壤调理剂

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凹凸棒土40-60份，膨胀蛭石30-40份，腐殖酸20-30份，淀粉凝胶

10-20份，抑菌剂3-8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专用复合肥

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尿素20-30份、磷酸二铵15-20份、腐殖酸钾15-20份、氯化钾10-20

份、草木灰10-20份、微量元素5-10份、稀土盐3-5份。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专用叶面肥

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钾15-20份、硫酸锰5-10份、硼酸4-8份、氨基酸3-5份、茉

莉酸钾1-3份。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生物杀虫剂

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蛇床子提取液1-3份、鱼腥草提取液3-5份、大蒜提取液5-10份、生

姜提取液5-10份、水300-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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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果树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杨梅属杨梅科植物，是我国南方的特色水果，其果色艳丽，甜酸可口，风味佳美，富

含多种矿物质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具有较高的营养保健和经济价值。杨梅兼

具食用、药用和观赏价值，除鲜食之外，还能加工成罐头、蜜饯、果干等食品，且由于梅树性

强健，易于栽培，经济寿命长，生产成本比起其他水果来说较低，因此得到了果农的青睐。

[000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杨梅的需求量增大，杨梅种植规模也日益增大。目前，

杨梅种植技术落后，坐果率低，产量低，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需求，因此为了盲目追求产量，采

用传统的施肥方法施用大量肥料，没有从杨梅生长特性出发，使得杨梅吸收肥料养分不充

分，不仅影响杨梅的产量，而且，杨梅甜份不足口感不好，影响了杨梅质量，降低了杨梅品

质；甚至因为要除虫、提高卖相，而使用有毒的农药进行杀虫、使用染色剂对杨梅进行染色，

严重危害了人类身体健康。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是目前杨梅种植技术领域亟需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上述缺陷，提供一种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品

质好的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选地整地：选择海拔低于400米、阳光充足、土壤疏松肥沃的弱酸性山地作为种

植地，去除种植地杂草，喷施土壤消毒液，待10-15天后进行深耕；

[0008] (2)开穴定植：按照行距6-7米，株距3-4米挖定植穴，定植穴半径为40-50厘米，穴

深70-90厘米，在定植穴底部铺一层菌渣，盖一层土再施入有机肥、泥炭土、生物炭、草木灰

的混合物，最后填土，在种植穴中浇入种植穴深度2/3的水进行沉实；选取生长健壮、根系发

达、嫁接口愈合、苗干顺直、无病虫害的杨梅苗作为定植用苗，剪去枝干上1/3叶片及开裂的

根须，定植前将杨梅苗放在生根液中浸泡3-5min，然后根部裹上黄泥放入定植穴中，覆土定

植，压实后浇足定根水，表面覆盖一层含有土壤调理剂的松土；

[0009] (3)施肥管理：定植后进行松土除草，定时浇水，定植20天后施加专用复合肥，每株

施用30-50克，采用10倍水稀释后浇施；幼树期每年施用专用复合肥2次，成年期每年施专用

复合肥3次；每年冬天沟施1次腐熟有机肥，每株施用40-60公斤；结果期喷施专用叶面肥，每

隔1个月喷施一次；

[0010] (4)病虫害防治：通过修建去除病虫枝、枯枝；杨梅结果期采用生物杀虫剂喷施杨

梅果实1-3次，每隔一周喷施1次。

[0011] 优选的，步骤(1)所述土壤消毒液为高锰酸钾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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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步骤(2)所述有机肥、泥炭土、生物炭、草木灰的重量比为5-10:3-5:1-2:

1。

[0013] 优选的，步骤(2)所述每穴施入混合物20-35公斤。

[0014] 优选的，步骤(2)所述有机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羊粪40-60份、蚯蚓粪30-50

份、豆粕20-40份、腐殖土20-30份、中药渣15-30份、保水剂5-10份。

[0015] 优选的，步骤(2)所述生根液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烟草提取液20-30份、生姜提

取液20-30份、葡萄糖10-20份、氨基酸5-10份、茉莉酸甲酯3-8份、水杨酸3-8份。

[0016] 优选的，步骤(2)所述土壤调理剂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凹凸棒土40-60份，膨

胀蛭石30-40份，腐殖酸20-30份，淀粉凝胶10-20份，抑菌剂3-8份。

[0017] 优选的，步骤(3)所述专用复合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尿素20-30份、磷酸二铵

15-20份、腐殖酸钾15-20份、氯化钾10-20份、草木灰10-20份、微量元素5-10份、稀土盐3-5

份。

[0018] 优选的，步骤(3)所述专用叶面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钾15-20份、硫

酸锰5-10份、硼酸4-8份、氨基酸3-5份、茉莉酸钾1-3份。

[0019] 优选的，步骤(4)所述生物杀虫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蛇床子提取液1-3份、鱼

腥草提取液3-5份、大蒜提取液5-10份、生姜提取液5-10份、水300-500份。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本发明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对种植地土壤进行消毒处理，在定植穴撒一层有机

肥、泥炭土、生物炭、草木灰进行有机改良，提高土壤肥力，增强土壤透气性，提高土壤杀菌

除虫能力，从根源上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添加土壤调理剂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根据杨

梅不同生长期的营养需求进行施肥，采用杨梅专用肥，确保肥量充足、肥力持久，加快杨梅

生长，提高杨梅坐果率，产量高，品质好，比传统方法产量提高35％以上，且比常规杨梅林提

前1年左右产果，经济效益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实施

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

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5] (1)选地整地：选择海拔低于400米、阳光充足、土壤疏松肥沃的弱酸性山地作为种

植地，去除种植地杂草，喷施高锰酸钾溶液，待10-15天后进行深耕；

[0026] (2)开穴定植：按照行距6米，株距3米挖定植穴，定植穴半径为40厘米，穴深70厘

米，在定植穴底部铺一层菌渣，盖一层土再施入按重量比为5:3:1:1有机肥、泥炭土、生物

炭、草木灰的混合物，每穴施入混合物20公斤，其中有机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羊粪40

份、蚯蚓粪30份、豆粕20份、腐殖土20份、中药渣15份、保水剂5份；最后填土，在种植穴中浇

入种植穴深度2/3的水进行沉实；选取生长健壮、根系发达、嫁接口愈合、苗干顺直、无病虫

害的杨梅苗作为定植用苗，剪去枝干上1/3叶片及开裂的根须，定植前将杨梅苗放在生根液

中浸泡3min，其中生根液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烟草提取液20份、生姜提取液20份、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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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10份、氨基酸5份、茉莉酸甲酯3份、水杨酸3份；然后根部裹上黄泥放入定植穴中，覆土定

植，压实后浇足定根水，表面覆盖一层含有土壤调理剂的松土，其中土壤调理剂由如下重量

份的原料组成：凹凸棒土40份，膨胀蛭石30份，腐殖酸20份，淀粉凝胶10份，抑菌剂3份；

[0027] (3)施肥管理：定植后进行松土除草，定时浇水，定植20天后施加专用复合肥，每株

施用30克，采用10倍水稀释后浇施，其中专用复合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尿素20份、磷

酸二铵15份、腐殖酸钾15份、氯化钾10份、草木灰10份、微量元素5份、稀土盐3份；幼树期每

年施用专用复合肥2次，成年期每年施专用复合肥3次；每年冬天沟施1次腐熟有机肥，每株

施用40公斤；结果期喷施专用叶面肥，每隔1个月喷施一次，其中专用叶面肥包括如下重量

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钾15份、硫酸锰5份、硼酸4份、氨基酸3份、茉莉酸钾1份；

[0028] (4)病虫害防治：通过修建去除病虫枝、枯枝；杨梅结果期采用生物杀虫剂喷施杨

梅果实1-3次，每隔一周喷施1次，其中生物杀虫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蛇床子提取液1

份、鱼腥草提取液3份、大蒜提取液5份、生姜提取液5份、水300份。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1)选地整地：选择海拔低于400米、阳光充足、土壤疏松肥沃的弱酸性山地作为种

植地，去除种植地杂草，喷施高锰酸钾溶液，待10-15天后进行深耕；

[0032] (2)开穴定植：按照行距7米，株距3米挖定植穴，定植穴半径为45厘米，穴深80厘

米，在定植穴底部铺一层菌渣，盖一层土再施入按重量比为8:3:1:1有机肥、泥炭土、生物

炭、草木灰的混合物，每穴施入混合物30公斤，其中有机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羊粪50

份、蚯蚓粪40份、豆粕30份、腐殖土25份、中药渣20份、保水剂8份；最后填土，在种植穴中浇

入种植穴深度2/3的水进行沉实；选取生长健壮、根系发达、嫁接口愈合、苗干顺直、无病虫

害的杨梅苗作为定植用苗，剪去枝干上1/3叶片及开裂的根须，定植前将杨梅苗放在生根液

中浸泡4min，其中生根液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烟草提取液25份、生姜提取液25份、葡萄

糖15份、氨基酸8份、茉莉酸甲酯5份、水杨酸5份；然后根部裹上黄泥放入定植穴中，覆土定

植，压实后浇足定根水，表面覆盖一层含有土壤调理剂的松土，其中土壤调理剂由如下重量

份的原料组成：凹凸棒土50份，膨胀蛭石35份，腐殖酸25份，淀粉凝胶15份，抑菌剂5份；

[0033] (3)施肥管理：定植后进行松土除草，定时浇水，定植20天后施加专用复合肥，每株

施用40克，采用10倍水稀释后浇施，其中专用复合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尿素25份、磷

酸二铵20份、腐殖酸钾15份、氯化钾15份、草木灰15份、微量元素8份、稀土盐5份；幼树期每

年施用专用复合肥2次，成年期每年施专用复合肥3次；每年冬天沟施1次腐熟有机肥，每株

施用40-60公斤；结果期喷施专用叶面肥，每隔1个月喷施一次，其中专用叶面肥包括如下重

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钾20份、硫酸锰8份、硼酸5份、氨基酸4份、茉莉酸钾2份；

[0034] (4)病虫害防治：通过修建去除病虫枝、枯枝；杨梅结果期采用生物杀虫剂喷施杨

梅果实1-3次，每隔一周喷施1次，其中生物杀虫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蛇床子提取液2

份、鱼腥草提取液4份、大蒜提取液6份、生姜提取液8份、水400份。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高产杨梅的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7] (1)选地整地：选择海拔低于400米、阳光充足、土壤疏松肥沃的弱酸性山地作为种

植地，去除种植地杂草，喷施高锰酸钾溶液，待10-15天后进行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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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2)开穴定植：按照行距6-7米，株距3-4米挖定植穴，定植穴半径为50厘米，穴深90

厘米，在定植穴底部铺一层菌渣，盖一层土再施入按重量比为10:5:2:1有机肥、泥炭土、生

物炭、草木灰的混合物，每穴施入混合物35公斤，其中有机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羊粪

60份、蚯蚓粪50份、豆粕40份、腐殖土30份、中药渣30份、保水剂10份；最后填土，在种植穴中

浇入种植穴深度2/3的水进行沉实；选取生长健壮、根系发达、嫁接口愈合、苗干顺直、无病

虫害的杨梅苗作为定植用苗，剪去枝干上1/3叶片及开裂的根须，定植前将杨梅苗放在生根

液中浸泡3-5min，其中生根液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烟草提取液30份、生姜提取液30份、

葡萄糖20份、氨基酸10份、茉莉酸甲酯8份、水杨酸8份；然后根部裹上黄泥放入定植穴中，覆

土定植，压实后浇足定根水，表面覆盖一层含有土壤调理剂的松土，其中土壤调理剂由如下

重量份的原料组成：凹凸棒土60份，膨胀蛭石40份，腐殖酸30份，淀粉凝胶20份，抑菌剂8份；

[0039] (3)施肥管理：定植后进行松土除草，定时浇水，定植20天后施加专用复合肥，每株

施用30-50克，采用10倍水稀释后浇施，其中专用复合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尿素30份、

磷酸二铵20份、腐殖酸钾20份、氯化钾20份、草木灰20份、微量元素10份、稀土盐5份；幼树期

每年施用专用复合肥2次，成年期每年施专用复合肥3次；每年冬天沟施1次腐熟有机肥，每

株施用60公斤；结果期喷施专用叶面肥，每隔1个月喷施一次，其中专用叶面肥包括如下重

量份的原料：磷酸二氢钾20份、硫酸锰10份、硼酸8份、氨基酸5份、茉莉酸钾3份；

[0040] (4)病虫害防治：通过修建去除病虫枝、枯枝；杨梅结果期采用生物杀虫剂喷施杨

梅果实1-3次，每隔一周喷施1次，其中生物杀虫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蛇床子提取液3

份、鱼腥草提取液5份、大蒜提取液10份、生姜提取液10份、水500份。

[0041] 以上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只适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

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施例，在具体实施方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

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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