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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属于

茶叶领域，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步骤一、茶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土层厚达1

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有机

质含量1％～2％以上，通气性、透水性或蓄水性

能好，酸碱度PH值4 .5～6.5的土地；步骤二、整

地：对选好的茶树种植地翻耕，把种植地的表土

翻下，底土翻上，土块打碎，土地整平，翻土深度

为20～30cm，宽度为20～25cm，行间距为90～

110cm。本发明的茶叶种植方法各步骤明确量化，

兼顾栽培过程中各个细小步骤所应注意的问题，

分阶段合理的施肥方法和正确分类采摘茶叶的

方法进一步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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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包括，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茶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土层厚达1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壤

土，有机质含量1％～2％以上，通气性、透水性或蓄水性能好，酸碱度PH值4.5～6.5的土地；

步骤二、整地：对选好的茶树种植地翻耕，把种植地的表土翻下，底土翻上，土块打碎，

土地整平，翻土深度为20～30cm，宽度为20～25cm，行间距为90～110cm；

步骤三、茶园施肥：种植前，在选定的茶行开沟，在沟内施加基肥，施肥后将沟填平，再

浇上少量清水，日晒7～10天，在行与行之间挖有50～60cm深的沟道，在沟道内放置有固态

底肥，沟道上放置有木板；

步骤四、茶苗栽种：每年9月底10月中旬，选择多分枝、无病枝、适宜在本地种植的优质

品种茶树苗，带土移栽，植茶苗时，一手扶直茶苗，一手将土填入穴中，逐层填土，层层压实，

将土壤覆盖至不露须根时，用手将茶苗轻轻向上一提，使茶苗根系自然舒展，然后再适当加

细土压紧，随即浇足“定根水”，再在茶苗根部覆些松土；

步骤五、追肥浇水：每年分别于3月中旬、4月下旬到5月—上旬、7月中旬，施三次追肥，

在栽培的过程中，浇水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无积水为准；

步骤六、病虫害防治：茶树间种植桂花树、结香、向日葵，茶树划分成方阵，在每个方阵

的中心位置及茶园边缘安插杀虫板和杀虫灯，在茶园内养殖蜻蜓、瓢虫、青蛙、捕食蝽，茶树

生长期内每隔10～15天喷施一次无公害杀虫剂，在采茶前4～8天再喷施一次无公害杀虫

剂；

步骤七、茶树修剪：茶园不同树龄阶段分别采用定型修剪、整型修剪、轻修剪、深修剪、

更新修剪等方法，培养树冠，整饰树型，更新复壮，一年中有两个时期可以进行修剪，即春茶

前与春茶后，定型修剪宜在春茶前进行，如未达标准的植株，定型修剪可延至春茶后进行；

步骤八、适时采摘：清明节前采摘茶叶，只采摘芽叶长度为2～3cm的单芽和一芽一叶初

展，谷雨节前采摘茶叶，采摘芽叶长度为3～4cm的一芽一叶半开展和一芽二叶初展，以后采

摘长度为4cm以上的一芽二叶，采摘过程中应轻采轻放，并采用竹篓盛装、竹筐贮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基肥为厩

肥、秸秆、绿肥、土杂肥中的一种或混合物，所述底肥以速效氮肥为主，肥料种类为茶树专用

复合肥、尿素、硫酸铵、碳铵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茶苗种植

时如遇晴天，栽后马上浇适量的“定根水”，并插上遮荫树叶，移栽30天后，检查茶苗成活情

况，有死苗及时补栽，移栽后，及时拔除杂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茶苗栽种

深度为30～40cm，浇水，单行种植，行距为1～1.2m，株距为0.5～0.6m，茶苗底部放置适量覆

盖营养土3～5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七中所述茶树修

剪，对于两龄茶树，高度在30㎝以上，开始分枝时进行第一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15㎝以上

的植株体剪去，对于三龄茶树，进行第二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30～35㎝以上的植株剪去，

对于四龄茶树，进行第三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40～45㎝以上的植株体剪去，修剪后的茶树

呈伞型。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452068 A

2



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树，原名：茶，山茶科、山茶属灌木或小乔木，嫩枝无毛，叶革质，长圆形或椭圆

形，茶树的叶子可制茶，种子可以榨油，茶树材质细密，其木可用于雕刻，分布主要集中在南

纬16度至北纬30度之间，茶树喜欢温暖湿润气候，平均气温10℃以上时芽开始萌动，在热带

地区也有乔木型茶树高达  15～30米，基部树围1.5米以上，树龄可达数百年至上千年。

[0003] 茶叶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饮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茶叶的种类功效越来越多，人们对茶叶的多样化、保健化、高品质的要求日益强烈，

没有优良品质的茶叶将在市场上无立足之地，茶叶的生产与管理方法是广大茶叶生产者必

须掌握的一门技术，是茶叶生产研究永恒的课题，目前的栽培方法的茶叶产量偏低，投入产

出比较低，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市场对茶叶的产量和品质的高需。

发明内容

[0004]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具

备产量高的优点，解决了目前的栽培方法的茶叶产量偏低，投入产出比较低，质量参差不

齐，无法满足市场对茶叶的产量和品质的高需的问题。

[0006] 2.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一、茶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土层厚达1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

壤土，有机质含量1％～2％以上，通气性、透水性或蓄水性能好，酸碱度PH值4.5～6.5的土

地；

[0010] 步骤二、整地：对选好的茶树种植地翻耕，把种植地的表土翻下，底土翻上，土块打

碎，土地整平，翻土深度为20～30cm，宽度为20～25cm，行间距为90～110cm；

[0011] 步骤三、茶园施肥：种植前，在选定的茶行开沟，在沟内施加基肥，施肥后将沟填

平，再浇上少量清水，日晒7～10天，在行与行之间挖有50～60cm  深的沟道，在沟道内放置

有固态底肥，沟道上放置有木板；

[0012] 步骤四、茶苗栽种：每年9月底10月中旬，选择多分枝、无病枝、适宜在本地种植的

优质品种茶树苗，带土移栽，植茶苗时，一手扶直茶苗，一手将土填入穴中，逐层填土，层层

压实，将土壤覆盖至不露须根时，用手将茶苗轻轻向上一提，使茶苗根系自然舒展，然后再

适当加细土压紧，随即浇足“定根水”，再在茶苗根部覆些松土；

[0013] 步骤五、追肥浇水：每年分别于3月中旬、4月下旬到5月—上旬、7月中旬，施三次追

肥，在栽培的过程中，浇水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无积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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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六、病虫害防治：茶树间种植桂花树、结香、向日葵，茶树划分成方阵，在每个

方阵的中心位置及茶园边缘安插杀虫板和杀虫灯，在茶园内养殖蜻蜓、瓢虫、青蛙、捕食蝽，

茶树生长期内每隔10～15天喷施一次无公害杀虫剂，在采茶前4～8天再喷施一次无公害杀

虫剂；

[0015] 步骤七、茶树修剪：茶园不同树龄阶段分别采用定型修剪、整型修剪、轻修剪、深修

剪、更新修剪等方法，培养树冠，整饰树型，更新复壮，一年中有两个时期可以进行修剪，即

春茶前与春茶后，定型修剪宜在春茶前进行，如未达标准的植株，定型修剪可延至春茶后进

行；

[0016] 步骤八、适时采摘：清明节前采摘茶叶，只采摘芽叶长度为2～3cm的单芽和一芽一

叶初展，谷雨节前采摘茶叶，采摘芽叶长度为3～4cm的一芽一叶半开展和一芽二叶初展，以

后采摘长度为4cm以上的一芽二叶，采摘过程中应轻采轻放，并采用竹篓盛装、竹筐贮运。

[0017] 优选的，步骤三中所述基肥为厩肥、秸秆、绿肥、土杂肥中的一种或混合物，所述底

肥以速效氮肥为主，肥料种类为茶树专用复合肥、尿素、硫酸铵、碳铵等。

[0018] 优选的，步骤四中所述茶苗种植时如遇晴天，栽后马上浇适量的“定根水”，并插上

遮荫树叶，移栽30天后，检查茶苗成活情况，有死苗及时补栽，移栽后，及时拔除杂草。

[0019] 优选的，步骤四中所述茶苗栽种深度为30～40cm，浇水，单行种植，行距为1～

1.2m，株距为0.5～0.6m，茶苗底部放置适量覆盖营养土3～5cm。

[0020] 优选的，步骤七中所述茶树修剪，对于两龄茶树，高度在30㎝以上，开始分枝时进

行第一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15㎝以上的植株体剪去，对于三龄茶树，进行第二次定型修

剪，将离地面30～35㎝以上的植株剪去，对于四龄茶树，进行第三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40

～45㎝以上的植株体剪去，修剪后的茶树呈伞型。

[0021] 3.有益效果

[0022]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3] (1)本发明的茶叶种植方法各步骤明确量化，兼顾栽培过程中各个细小步骤所应

注意的问题，分阶段合理的施肥方法和正确分类采摘茶叶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了茶叶的产量

和质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0024] (2)先通过基肥和底肥施加，茶树根部对于肥料、水分的充分吸收，为茶树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条件，茶园保持水土效果良好，再通过后期追肥，使得肥料利用率高，茶树种植

成活率高，产量高、茶叶品质好。

[0025] (3)通过在茶树生长的过程中进行多次剪枝，可以大大提高茶树的发枝率，提高单

株茶树的成活率和产茶量，提高经济效率，幼龄茶由于苗木移栽前后生态环境改变，加上初

期苗木生长势较弱，对病、虫的抵抗力不强，因此应加强病虫害防治。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0027] 图中标号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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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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顶/底端”等指示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

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

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置有”、“套设/接”、“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

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

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

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1] 实施例1：

[0032] 请参阅图1，一种茶叶树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茶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土层厚达1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

壤土，有机质含量1％～2％以上，通气性、透水性或蓄水性能好，酸碱度PH值4.5～6.5的土

地；

[0034] 步骤二、整地：对选好的茶树种植地翻耕，把种植地的表土翻下，底土翻上，土块打

碎，土地整平，翻土深度为20～30cm，宽度为20～25cm，行间距为90～110cm；

[0035] 步骤三、茶园施肥：种植前，在选定的茶行开沟，在沟内施加基肥，施肥后将沟填

平，再浇上少量清水，日晒7～10天，在行与行之间挖有50～60cm  深的沟道，在沟道内放置

有固态底肥，沟道上放置有木板；

[0036] 步骤四、茶苗栽种：每年9月底10月中旬，选择多分枝、无病枝、适宜在本地种植的

优质品种茶树苗，带土移栽，植茶苗时，一手扶直茶苗，一手将土填入穴中，逐层填土，层层

压实，将土壤覆盖至不露须根时，用手将茶苗轻轻向上一提，使茶苗根系自然舒展，然后再

适当加细土压紧，随即浇足“定根水”，再在茶苗根部覆些松土；

[0037] 步骤五、追肥浇水：每年分别于3月中旬、4月下旬到5月—上旬、7月中旬，施三次追

肥，在栽培的过程中，浇水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无积水为准；

[0038] 步骤六、病虫害防治：茶树间种植桂花树、结香、向日葵，茶树划分成方阵，在每个

方阵的中心位置及茶园边缘安插杀虫板和杀虫灯，在茶园内养殖蜻蜓、瓢虫、青蛙、捕食蝽，

茶树生长期内每隔10～15天喷施一次无公害杀虫剂，在采茶前4～8天再喷施一次无公害杀

虫剂；

[0039] 步骤七、茶树修剪：茶园不同树龄阶段分别采用定型修剪、整型修剪、轻修剪、深修

剪、更新修剪等方法，培养树冠，整饰树型，更新复壮，一年中有两个时期可以进行修剪，即

春茶前与春茶后，定型修剪宜在春茶前进行，如未达标准的植株，定型修剪可延至春茶后进

行；

[0040] 步骤八、适时采摘：清明节前采摘茶叶，只采摘芽叶长度为2～3cm的单芽和一芽一

叶初展，谷雨节前采摘茶叶，采摘芽叶长度为3～4cm的一芽一叶半开展和一芽二叶初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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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摘长度为4cm以上的一芽二叶，采摘过程中应轻采轻放，并采用竹篓盛装、竹筐贮运。

[0041] 进一步的，步骤三中基肥为厩肥、秸秆、绿肥、土杂肥中的一种或混合物，底肥以速

效氮肥为主，肥料种类为茶树专用复合肥、尿素、硫酸铵、碳铵等。

[0042] 进一步的，步骤四中茶苗种植时如遇晴天，栽后马上浇适量的“定根水”，并插上遮

荫树叶，移栽30天后，检查茶苗成活情况，有死苗及时补栽，移栽后，及时拔除杂草。

[0043] 进一步的，步骤四中茶苗栽种深度为30～40cm，浇水，单行种植，行距为1～1.2m，

株距为0.5～0.6m，茶苗底部放置适量覆盖营养土3～5cm。

[0044] 进一步的，步骤七中茶树修剪，对于两龄茶树，高度在30㎝以上，开始分枝时进行

第一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15㎝以上的植株体剪去，对于三龄茶树，进行第二次定型修剪，

将离地面30～35㎝以上的植株剪去，对于四龄茶树，进行第三次定型修剪，将离地面40～45

㎝以上的植株体剪去，修剪后的茶树呈伞型。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改进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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