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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

术，整个生长期浇水量控制在110m3/亩，分段浇

水，具体为出苗50％时浇水16.5m3/亩；植株现蕾

50％时浇水22m 3/亩；植株开始开花时浇水

27.5m3/亩；有50％植株开花时浇水27.5m3/亩；

有50％植株落花时浇水16.5m3/亩；依据早熟马

铃薯各个时期的生长特点和需水情况进行合理

适量的灌溉，并且改进灌溉工艺，控制灌溉频次，

使灌溉水具有最大的利用率并符合生长期的点，

在其他管理正常情况下，早熟马铃薯的亩产量不

减，与普通沟灌浇水相比亩节约用水可达到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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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整个生长期浇水量控制在110m3/亩，分

段浇水，具体如下：

苗期：出苗50％时开始浇水，浇水量为16.5m3/亩；

现蕾期：植株现蕾50％时开始浇水，浇水量为22m3/亩；

初花期：植株开始开花时浇水，浇水量为27.5m3/亩；

盛花期：有50％植株开花时开始浇水，浇水量27.5m3/亩；

落花期：有50％植株落花时开始浇水，浇水量16.5m3/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苗期的浇水

具体为出苗50％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8m3/亩，间隔5～7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量为

8.5m3/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现蕾期的浇

水具体为植株现蕾50％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10m3/亩，间隔7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

量为12m3/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初花期的浇

水具体为植株开始开花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9m3/亩，间隔5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

量为9m3/亩，再间隔3～5天进行第三次浇水，浇水量为9.5m3/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盛花期的浇

水具体为有50％植株开花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13.5m3/亩，间隔3～5天进行第二次浇

水，浇水量为13m3/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落花期的浇

水具体为有50％植株落花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9m3/亩，间隔5～7天进行第二次浇水，

浇水量为7.5m3/亩。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

灌溉为滴灌灌溉，并采用膜下滴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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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农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为满足人口的增长需要不断增加粮食

产量，二是在不断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需要应对水资源日益减少的问题。马铃薯以其高产

高效、适应性广、营养成分全而丰富、产业链长等特点，倍受世人的青睐和重视。近年来，中

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是世界上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

[0003]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镇和工业的发展、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的加重，

用于作物灌溉的水资源愈来愈匮乏，节水灌溉受到高度重视。早熟马铃薯出苗后生长期短，

浇水不当易造成水资源浪费，引起薯苗生长势弱或徒长，造成产量低、商品薯品质差。

[0004] 因此，早熟马铃薯要想获得优质商品薯，掌握好灌水时期及灌水量、灌溉方法非常

重要，并且技术现有资源的特点，如何提供一种节水灌溉且可实现马铃薯高产的种植技术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结合马铃薯各个生长时

期的特点控制灌溉，达到节水和高产的目的。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术，整个生长期浇水量控制在110m3/亩，分段浇水，具

体如下：

[0008] 苗期：出苗50％时开始浇水，浇水量为16.5m3/亩；

[0009] 现蕾期：植株现蕾50％时开始浇水，浇水量为22m3/亩；

[0010] 初花期：植株开始开花时浇水，浇水量为27.5m3/亩；

[0011] 盛花期：有50％植株开花时开始浇水，浇水量27.5m3/亩；

[0012] 落花期：有50％植株落花时开始浇水，浇水量16.5m3/亩。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苗期的浇水具体为出苗50％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8m3/亩，间

隔5～7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量为8.5m3/亩。

[0014] 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出苗至孕蕾，也是第6或第8叶展开的时候，以

根、茎、叶生长为中心，同时伴随匍匐茎的形成和伸长以及花芽的分化，是构成壮苗的基础，

历时约10～15天，该时期需水量占全生育期的10％～15％；40cm土层内保持田间最大持水

量的60％左右为宜，当土壤水分低于40％时，茎叶生长不良。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现蕾期的浇水具体为植株现蕾50％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

10m3/亩，间隔7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量为12m3/亩。

[0016] 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从孕蕾至开花初，此时块茎开始形成，植株进

入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期，由地上部茎叶生长为中心转向地上部茎叶生长和地下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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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形成同时进行，是决定结薯多少的关键时期，历时约15～20天；该时期块茎形成期耗水量

占全生育期的20％～23％；60cm土层内保持田间持水量的75％左右为宜，促进茎叶茁壮生

长和提早结薯；该期严重缺水的标志是花蕾早期脱落、植株生长缓慢、叶色浓绿、叶片变厚

等。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初花期的浇水具体为植株开始开花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

9m3/亩，间隔5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量为9m3/亩，再间隔3～5天进行第三次浇水，浇水量

为9.5m3/亩。

[0018] 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此期块茎开始膨大，是决定块茎大薯率的关

键时期；块茎开始膨大，耗水量占全生育期的25％左右；60cm土层内保持田间持水量的80％

～85％为宜,地上部茎叶迅速生长，需水量大，缺水会引起减产。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盛花期的浇水具体为有50％植株开花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

13.5m3/亩，间隔3～5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量为13m3/亩。

[0020] 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此时期是地上茎叶生长最旺盛的时期，也是

以块茎的体积和重量增长为中心的时期，块茎的膨大速度很快，是决定马铃薯大薯率和产

量最重要的时期，耗水量占全生育期的25％以上；60cm土层内保持田间持水量的80％～

85％为宜,地上部茎叶生长达到高峰，需水量大，缺水会引起大幅度减产。

[0021] 进一步的，所述落花期的浇水具体为有50％植株落花时进行第一次浇水，浇水量

9m3/亩，间隔5～7天进行第二次浇水，浇水量为7.5m3/亩。

[0022] 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开该时期花结实接近结束，茎叶生长渐趋缓

慢或停止，植株下部叶片开始衰老、变黄和枯萎，进入淀粉积累期，此期地上茎叶中贮藏的

养分继续向块茎中输送，块茎的体积基本不再增大，但重量继续增加。以淀粉的积累为主；

块茎淀粉积累期，不需要过多水分，耗水量占全生育期的10％～15％；60cm土层内保持田间

持水量的60％左右为宜,此期防止土壤湿度过大引起烂苗，不利于薯皮老化，运输时易造成

薯皮损伤。

[0023] 优选的，所述灌溉为滴灌灌溉，并采用膜下滴灌技术。

[0024] 上述优选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膜下滴灌避免了水分过多蒸发造成损耗，确保

灌溉水具有最大的利用率。

[0025] 经由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早熟马铃薯节水灌溉技

术，依据早熟马铃薯各个时期的生长特点和需水情况进行合理适量的灌溉，并且改进灌溉

工艺，控制灌溉频次，使灌溉水具有最大的利用率并符合生长期的点，在其他管理正常情况

下，早熟马铃薯的亩产量不减，与普通沟灌浇水相比亩节约用水可达到30％以上。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7] 图1附图为本发明实施例1水量对马铃薯产量相关性状的影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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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试验于2019年3～7月在赵县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试验基地进行，马铃薯播种

前墒情一致，田间施肥、病虫害防治情况无差异。

[0030] 试验共设6个水分处理(表1)，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对照采用沟灌，其它

处理采用滴灌，水表计量灌水量。3月13播种，双垄种植，大行距110cm，小行距20cm，株距

25cm，密度4300株/亩。3行区，行长63m，小区面积210.7m2。

[0031] 表1灌水量试验设计表(m3/亩)

[0032] 处理 苗期 现蕾期 初花期 盛花期 落花期 灌水量

CK沟灌 1/2沟 2/3沟 3/4沟 3/4沟 1/2沟 水表计量(170.3)

1 7.5 10 12.5 12.5 7.5 50

2 12 16 20 20 12 80

3 16.5 22 27.5 27.5 16.5 110

4 21 28 35 35 21 140

5 25.5 34 42.5 42.5 25.5 170

[0033] (备注：CK沟灌水量统计，灌水量为170.3m3/亩)

[0034] 田间管理：使用马铃薯播种机开沟、播种、施肥、铺滴灌带、起垄、覆膜一次完成。统

一施肥量；亩施复合肥(高钾)100kg，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中耕、覆土各一次。苗期(4月22

日)随水亩施优冠金钾8kg；现蕾期(5月6日)随水亩施水溶肥5kg；盛花期(5月22日)亩施水

溶肥5kg。5月15日预防病害，噻霉酮+百发百中；5月24日防治病虫害，噻霉酮+噻虫螓+高效

氯氰菊酯+咪鲜·乙蒜素+磷酸二氢钾。

[0035] 不同水量对马铃薯产量相关形状的影响详见附图1，由图1可知，总产量方面：处理

2和处理4产量分别为3409.9kg/亩和3243.2kg/亩，均显著低于CK的产量4092.2kg/亩。处理

1产量为3716.6kg/亩，显著低于CK，但显著高于处理2和处理4。处理3和处理5产量分别为

4034 .8kg/亩和4099 .3kg/亩，与CK无差异，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分别较CK节水35 .4％和

0.2％。

[0036] 商品薯产量方面：处理1和处理2商品薯产量分别为3210.7kg/亩和3212.8kg/亩，

均低于CK，但差异不显著。处理3和处理5商品薯产量分别为3726.7kg/667m2和3732.4kg/

亩，排名第2和第1，与CK无差异，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处理4商品薯产量为2962.7kg/亩，显著

低于其它各处理。

[0037] 商品薯率方面：处理2商品薯率最高是94.4％；其次为处理3为92.4％。商品薯率最

低的CK为86.2％；其次是处理1为86.4％。处理4和处理5商品薯率处于中等，分别为91.4％

和91.1％。

[0038] 结论：处理3比对照节水35.4％，产量与对照无差异，商品薯率比对照高6.2％。从

节水、产量、商品薯率几个方面综合评价，处理3灌水量110m3/亩是最佳选择。

[0039]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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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40]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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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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