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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

法，属于植物栽培技术方法领域。温室内设置栽

培槽，栽培槽内填装无土栽培基质，基质由以下

体积比原料配置而成，菇渣38-42%、蛭石30-35%、

豆饼18-22%、腐熟鸡粪5-10%，在基质中栽培芦

笋，同时对定植、定植当年管理和定植第2年及以

后管理进行了技术规范。由于本发明中采用基质

栽培，基质疏松透气、离子交换活跃，利于植株生

长，较常规土培增产25%以上；同时基质易于更

换，有效解决了芦笋连作障碍土传病害严重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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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日光温室内设置栽培槽，栽培槽内填装

无土栽培基质，基质中栽培芦笋，具体栽培步骤如下：

(1)设置栽培槽：温室内沿南北方向挖宽0.9-1m、深0.2-0.25m沟槽，相邻2个沟槽间距

0.4-0.5m，在沟槽内设置栽培槽，栽培槽底部铺设8-10cm炉渣，炉渣上铺设一层无纺布，无

纺布上填装0.45-0.5m基质，芦笋秧苗定植于基质中；

步骤(1)中基质由以下体积比原料配置而成，菇渣38-42％、蛭石30-35％、豆饼18-

22％、腐熟鸡粪5-10％，同时每立方米基质中添加氯化钙145-155g，硫酸镁65-75g，硫酸锌

4.5-4.7g，硼酸2.1-2.3g；

(2)定植：3月上旬将苗龄90±5天的芦笋壮苗定植于上述栽培槽中，每个栽培槽内定植

1行，株距20-22cm，深度15-20cm，定植后栽培槽中浇透水，之后每隔3-4天浇一次水；

(3)定植当年管理：4月中旬施用质量分数为17％-17％-17％的N-P2O5-K2O水溶肥8-

10kg/亩；之后至10月下旬每隔2-3天浇一次水，每隔20±2天追施一次质量分数为15％-

10％-30％的N-P2O5-K2O水溶肥5-8kg/亩，11月下旬割除地上部所有母茎并彻底杀菌消毒；

(4)定植第2年及以后管理：1月上旬-3月中旬剃光头采收70-80天，期间每隔5-7天浇一

次水；3月中旬开始每株留母茎7-8条，之后留母茎采收110-120天，采至7月中旬，期间每隔

4-5天浇一次水，间隔1水追肥1次，每次施用质量分数为17％-17％-17％的N-P2O5-K2O水溶

肥5-8kg/亩；7月中旬采收结束后，割除所有母茎并彻底杀菌消毒，再抽生的母茎全部保留，

追施质量分数为15％-10％-30％的N-P2O5-K2O水溶肥15-20kg/亩、氯化钙240-250g/亩、硫

酸镁170-180g/亩、硫酸锌13-15g/亩，之后每隔3-4天浇一次水，至11月中旬割除地上部所

有母茎并彻底杀菌消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

栽培槽采用55-60cm高的控根容器板，沿沟槽围挡成栽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栽培

槽中沿栽培行铺设滴灌管，上述各阶段浇水与施肥均采用滴灌系统随水施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每年6-9月日光

温室去除前端薄膜，改用防虫网；12月下旬封闭日光温室薄膜，夜间加盖保温被，采笋期间

白天温度控制在28-32℃，夜间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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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技术方法领域，具体为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芦笋是一种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营养保健型高档蔬菜，素有“蔬菜之王”的美誉。芦

笋为多年生作物，种植1次可连续采收8-10年，但目前芦笋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连作障碍、土

壤盐渍化等问题，由于芦笋根系分泌的自毒物质，导致种植过芦笋后的土壤2-3年内不能再

次连茬种植，严重制约了芦笋产业的发展。利用栽培槽进行基质栽培，在种植1茬芦笋后更

换基质，可以有效的解决连作障碍问题，操作性强，简单便捷；同时基质疏松透气、离子交换

活跃、根系通透性好，更有利于植株生长，目前关于芦笋无土基质栽培的研究尚无报道。本

发明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适宜芦笋栽培的无土栽培基质配方，并研究了在基质栽

培条件下的栽培管理技术，有效解决了芦笋连作障碍土传病害严重的问题；同时基质疏松

透气、离子交换活跃，利于植株生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该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芦笋连

作障碍土传病害严重、土壤盐渍化等问题，同时提高芦笋种植的产量和效益。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绿芦笋无土基质栽培方法，温室内设置栽培槽，栽培槽内填装无土栽培基质，

基质中栽培芦笋，具体栽培步骤如下：

[0006] （1）设置栽培槽：温室内沿南北方向挖宽0.9-1m、深0.2-0.25m沟槽，相邻2个沟槽

间距0.4-0 .5m，采用55-60cm高的控根容器板，沿沟槽围挡成栽培槽，栽培槽底部铺设8-

10cm炉渣，炉渣上铺设一层无纺布，无纺布上填装0.45-0.5m基质，芦笋秧苗定植于基质中；

[0007] （2）定植：3月上旬将苗龄90±5天的芦笋壮苗定植于上述栽培槽中，每个栽培槽内

定植1行，株距20-22cm，深度15-20cm，定植后栽培槽中浇透水，之后每隔3-4天浇一次水；

[0008] （3）定植当年管理：4月中旬施用质量分数为17%-17%-17%的N-P2O5-K2O水溶肥8-

10kg/亩；之后至10月下旬每隔2-3天浇一次水，每隔20±2天追施一次质量分数为15%-10%-

30%的N-P2O5-K2O水溶肥5-8  kg/亩，11月下旬割除地上部所有母茎并彻底杀菌消毒；

[0009] （4）定植第2年及以后管理：1月上旬-3月中旬剃光头采收70-80天，期间每隔5-7天

浇一次水；3月中旬开始每株留母茎7-8条，之后留母茎采收110-120天，采至7月中旬，期间

每隔4-5天浇一次水，间隔1水追肥1次，每次施用质量分数为17%-17%-17%的N-P2O5-K2O水溶

肥5-8  kg/亩；7月中旬采收结束后，割除所有母茎并彻底杀菌消毒，再抽生的母茎全部保

留，追施质量分数为15%-10%-30%的N-P2O5-K2O水溶肥15-20  kg/亩、氯化钙240-250g/亩、硫

酸镁170-180g/亩、硫酸锌13-15g/亩，之后每隔3-4天浇一次水，至11月中旬割除地上部所

有母茎并彻底杀菌消毒。

[0010] 进一步地，步骤（1）中基质由以下体积比原料配置而成，菇渣38-42%、蛭石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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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饼18-22%、腐熟鸡粪5-10%，同时每立方米基质中添加氯化钙145-155g，硫酸镁65-75g，硫

酸锌4.5-4.7g，硼酸2.1-2.3g。

[0011] 进一步地，步骤（1）中栽培槽中沿栽培行铺设滴灌管，上述各阶段浇水与施肥均采

用滴灌系统随水施加。

[0012] 进一步地，每年6-9月日光温室去除前端薄膜，改用防虫网；12月下旬封闭日光温

室薄膜，夜间加盖保温被。采笋期间白天温度控制在28-32℃，夜间12-15℃。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本发明中采用无土基质栽培，易于更换，有效解决了芦笋连作障碍土传病害严

重的问题；（2）本发明中采用无土基质栽培，同时栽培槽采用控根容器板材，基质疏松透气、

离子交换活跃，养分利用根系吸收，利于植株生长，较常规土培增产25%以上。（3）本发明在

日光温室中栽培芦笋，解决了北方地区传统露地栽培冬季无笋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农民种

植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6] 实施例1：基质配方的筛选

[0017] 2012年12月3日，以芦笋品种冠军为材料，室内浸种催芽，播种于日光温室中，营养

钵育苗，苗龄90d，2013年3月3日，定植于下述不同无土栽培基质中（表1），15d后调查成活

率，50d后调查植株生育指数，2014年1月份调查产量。结果表明：菇渣40%+蛭石33%+豆饼20%

+鸡粪8%配方效果最好，生育指数和产量均最高，产量较土培增长28%。

[0018] 表1 不同栽培基质对芦笋的影响

[0019] 。

[0020] 实施例2：基质中添加微量元素的筛选

[0021] 2013年11月15日，以芦笋品种冠军为材料，室内浸种催芽，播种于日光温室中，营

养钵育苗，苗龄90d，2014年2月18日，定植于菇渣40%+蛭石33%+豆饼20%+鸡粪8%无土栽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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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基质中分别添加下述微量元素（表2），  50d后调查植株生育指数，2015年1月份调查产

量。结果表明：基质中添加CaCl2150g+MgSO470g+ZnSO44.6g+硼酸2.2g配方效果最好，生育指

数和产量均最高，产量较不添加微量元素增长14%。

[0022] 表2  基质中添加微量元素对芦笋栽培的影响

[0023] 。

[0024] 实施例3：采笋时期、留母茎时期及母茎生长时期试验

[0025] 2013年12月10日，以芦笋品种冠军为材料，室内浸种催芽，播种于日光温室中，营

养钵育苗，苗龄90d，2014年3月12日，定植于菇渣40%+蛭石33%+豆饼20%+鸡粪8%+ 

CaCl2150g+MgSO470g+ZnSO44.6g+硼酸2.2g无土栽培基质中，设置不同的采笋时期、留母茎

时期及母茎生长时期（表3），结果表明，1-3月采收70天，4月留母茎，4-7月留母茎采笋120

天，7月底二次留茎效果最好。

[0026] 表3 不同管理时期对芦笋栽培的影响

[0027] 。

[0028] 实施例4、冬季扣棚时期试验

[0029] 2013年12月10日，以芦笋品种冠军为材料，室内浸种催芽，播种于日光温室中，营

养钵育苗，苗龄90d，2014年3月12日，定植于菇渣40%+蛭石33%+豆饼20%+鸡粪8%+ 

CaCl2150g+MgSO470g+ZnSO44.6g+硼酸2.2g无土栽培基质中，2015年1-3月采收70天，4月留

母茎，4-7月留母茎采笋120天，7月底二次留茎，至11月下旬割除地上部所有母茎并彻底杀

菌消毒。设置不同扣棚时期（表4），结果表明，11月下旬闭棚产量最低，12月下旬温室扣棚效

果最好，产量最高。这是由于芦笋休眠之后，必须经历一定时期的低温处理才能重新生长。

[0030] 表4 不同扣棚时间对芦笋栽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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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

[0032] 实施例5

[0033] （1）设置栽培槽：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日光温室中，南北向挖宽

1m，深0.2m的沟槽，相邻2个沟槽间距0.5m，采用高0.6m的控根容器板，沿沟槽边缘围挡成栽

培槽，底部铺设8cm炉渣，炉渣上铺设一层无纺布，无纺布上填装0.5m基质。基质由以下体积

比原料配置而成：菇渣40%、蛭石32%、豆饼20%、腐熟鸡粪8%，同时每立方米基质中混有氯化

钙150g，硫酸镁70g，硫酸锌4.6g，硼酸2.2g。每个栽培槽中央铺设一条滴灌带，滴孔间距

20cm。

[0034] （2）育苗：以芦笋品种冠军为材料，2013年12月10日，室内浸种催芽,10%-15%种子

露白时，播种于日光温室中，营养钵育苗，苗龄90d，苗期白天温度24-30℃，夜间13-18℃。定

植标准为地上部3条以上茎，地下部4-5条肉质根。

[0035] （3）定植：2015年3月7日将苗龄90天的芦笋壮苗定植于上述栽培槽中，每个栽培槽

内定植1行，株距20cm，定植深度15cm。定植后栽培槽中浇透水，之后每隔3-4天浇一次水。

[0036] （3）2015年4月10日，利用滴灌带随水施用质量分数为17%-17%-17%的N-P2O5-K2O水

溶肥10kg/亩；之后至10月下旬每隔2-3天浇一次水，每隔20天追施一次质量分数为15%-

10%-30%的N-P2O5-K2O水溶肥5kg/亩。6月1日将温室下端塑料薄膜撤去，改用防虫网，以降低

温室内温度。2015年11月5日将地上部所有母茎割除并喷施一遍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彻底杀菌消毒。

[0037] （4）2015年12月20日封闭温室下端塑料薄膜，夜间加盖草苫，使温室内温度控制在

白天28-32℃，夜间12-15℃。

[0038] （5）2016年1月12日-3月20日剃光头采收68天，期间每隔5-7天浇一次水。3月20日

开始留母茎，每株留母茎6-7条，之后留母茎采收，采至7月17日共117天，期间每隔4-5天浇

一次水，间隔1水追肥1次，每次施用质量分数为17%-17%-17%的N-P2O5-K2O水溶肥5  kg/亩。6

月4日将温室下端塑料薄膜撤去，改用防虫网，以降低温室内温度。7月17日采收结束后，割

除所有母茎并喷施一遍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彻底杀菌消毒。再抽生的母茎全

部保留至11月5日，期间每隔3-4天浇一次水，7月20日追施质量分数为15%-10%-30%的N-

P2O5-K2O水溶肥20  kg/亩、氯化钙250g/亩、硫酸镁180g/亩、硫酸锌15g/亩。至2016年11月5

日割除地上部所有母茎并喷施一遍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彻底杀菌消毒,2016

年总产量689kg/亩。

[0039] 对比例1：土壤栽培与无土基质栽培对比

[0040] 2012年12月3日，以芦笋品种冠军为材料，室内浸种催芽，播种于日光温室中，营养

钵育苗，苗龄90d，2013年3月3日，分别定植于装有土壤和无土基质的栽培槽中。2014-2016

年采收，统计产量，2016年4月5日拉秧，更换栽培槽中的土壤和基质，统计劳务用工量与便

捷程度。结果表明采用无土基质栽培2014-2016年三年产量均高于土壤栽培，平均增产

27.5%，2016年更换土壤和基质时，更换无土基质的劳务工作量大大少于换土栽培，并且温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7211868 B

6



室内换土栽培不切合实际（表5）。

[0041] 表5土壤栽培与无土基质栽培芦笋的效果对比

[0042] 。

[0043]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并非本发明可行实施的穷举。对

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其所作出的任何显而

易见的改动，都应当被认为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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