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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

的栽培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选

用紫薯幼苗于播种期进行移栽；步骤2、施肥管

理：施入基肥并在移栽后进行追肥；步骤3、移栽

后的遮阴管理：移栽后50～130天进行遮荫处理，

且遮荫度为20％～40％。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

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有效提高薯块色

素含量的同时紫薯的产量变化不大且还可以保

持其工艺性状和商品性状优良，具有极为良好的

生产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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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选用紫薯幼苗于播种期进行移栽；

步骤2、施肥管理：施入基肥并在移栽后进行追肥；

步骤3、移栽后的遮阴管理：移栽后50～130天进行遮荫处理，且遮荫度为20％～4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紫薯幼苗的品种为“济黑一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所述播种期为5月中旬。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所述基肥包括黄土10～20份、细沙10～20份、糖渣5～10份、复合菌剂1～5份、草木灰10～20

份、矿物钾镁肥20份；所述复合菌剂包括重量比为5：2：3的枯草芽孢杆菌、胶冻样类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移栽后60天追施钾肥硫酸钾30kg/667m2，同时追施叶面肥，所述叶面肥包括5％的草木灰水

和0.2％磷酸二氢钾溶液；所述叶面肥每隔7天叶面喷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遮荫处理包括采用遮阳网或者套种遮阴方式中的一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所述遮荫度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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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作物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甘薯(Ipomoea  batatas  Lam.)是典型的高温短日照喜光作物，具有喜温、耐寒性

较强的特点。甘薯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其总产量仅次于水稻、小麦和玉米。紫薯

(Purple-fleshed  sweet  potato)块根积累大量花色苷型色素而呈现出深紫色，是一种具

有高色素含量和高营养特性的甘薯种质资源。花色苷物质是优质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具有

抗氧化、预防高血压、减轻肝机能障碍及抗癌等功能。紫薯块根的色素含量与葡萄果皮相

当，其稳定性更高，因此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我国人均土地资源极为有限，而提高土

地利用率、提高复种指数是有效的解决途径。甘薯具有根系发达，繁殖力强、栽培简便、高产

高营养等特点，即使种植在贫瘠地区依然表现出高产特性。因此，甘薯常作为一种拓荒性作

物以促进资源良性发展。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增加及消费者对食物品质的更高要求，开发

或改良栽培技术以期获得紫薯块根色素产量更高的紫薯新品种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提供了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

培方法，有效提高薯块色素含量的同时紫薯的产量变化不大，且其平均单薯重量、紫薯商品

性状和工艺性状未有太大影响。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06] 步骤1、选用紫薯幼苗于播种期进行移栽；

[0007] 步骤2、施肥管理：施入基肥并在移栽后进行追肥；

[0008] 步骤3、移栽后的遮阴管理：移栽后50～130天进行遮荫处理，且遮荫度为20％～

40％。

[0009]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紫薯幼苗的品种为“济黑一号”；所述播种期为5月中旬。

[0010]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所述基肥包括黄土10～20份、细沙10～20份、糖渣5～10份、

复合菌剂1～5份、草木灰10～20份、矿物钾镁肥20份；所述复合菌剂包括重量比为5：2：3的

枯草芽孢杆菌、胶冻样类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移栽后60天追施钾肥硫酸钾30kg/667m2，同时追施叶面肥，

所述叶面肥包括5％的草木灰水和0.2％磷酸二氢钾溶液；所述叶面肥每隔7天叶面喷施。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遮荫处理包括采用遮阳网或者套种遮阴方式中的一种。

[0013] 更为优选地，所述遮荫度为30％。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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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于块根快速膨大期(移栽

后50～130天)进行适当遮荫栽培(20％～40％遮光)可提高其色素总产量；采用30％遮光时

色素总产提高25 .3％大幅度提高特种作物的生产效益且紫薯的产量变化不大(减产

26.2％)。且所述减产26.2％经分析主要原因为单株薯块数量减少，而实际上其平均单薯重

量、紫薯商品性状和工艺性状未有太大影响。因此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

量的栽培方法有效提高薯块色素含量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其工艺性状和商品性状优良，具有

极为良好的生产利用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实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下面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不应视为对本发明进行限制。实施例中未注明的具体技术或者条件，均按照本领域

内的文献所记载或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进行操作。

[0017] 本发明的实施例为连续两年2016至2017年在华中农业大学盆栽场和试验田进行

材料种植和处理。每年5月选取长势一致的“济黑一号”紫薯幼苗(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

院蔬菜科学所友情提供)进行栽培。

[0018] 实施例1

[001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步骤1、选用紫薯幼苗“济黑一号”于播种期(5月中旬)进行移栽；具体地所述移栽

选用剪取20cm长度的薯蔓枝条移栽至移栽桶(桶高307mm，上口径300mm，下口径267mm)；

[0021] 步骤2、施肥管理：施入基肥并在移栽后进行追肥；施肥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所

述移栽桶内的基肥用量占总施肥用量的70％；所述基肥包括黄土15份、细沙15份、糖渣8份、

复合菌剂3份、草木灰15份、矿物钾镁肥20份；所述复合菌剂包括重量比为5：2：3的枯草芽孢

杆菌、胶冻样类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0022] 移栽后60天追施钾肥硫酸钾30kg/667m2，同时追施叶面肥，所述叶面肥包括5％的

草木灰水和0.2％磷酸二氢钾溶液；所述叶面肥每隔7天叶面喷施，共喷施2～3次。

[0023] 步骤3、移栽后的遮阴管理：移栽后50～130天进行采用遮阳网遮荫处理，且遮荫度

为30％。

[0024] 实施例2

[0025] 该实施例中除步骤3中遮阴度为20％外，其余步骤均同实施例1。

[0026] 实施例3

[0027] 该实施例中除步骤3中遮阴度为40％外，其余步骤均同实施例1。

[0028] 实施例4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步骤1、选用紫薯幼苗“济黑一号”于播种期(5月中旬)进行移栽；具体地所述移栽

选用剪取20cm长度的薯蔓枝条移栽至移栽桶(桶高307mm，上口径300mm，下口径267mm)；

[0031] 步骤2、施肥管理：施入基肥并在移栽后进行追肥；施肥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所

述移栽桶内的基肥用量占总施肥用量的60％；所述基肥包括黄土10份、细沙20份、糖渣5份、

复合菌剂1份、草木灰10份、矿物钾镁肥20份；所述复合菌剂包括重量比为5：2：3的枯草芽孢

杆菌、胶冻样类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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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移栽后60天追施钾肥硫酸钾30kg/667m2，同时追施叶面肥，所述叶面肥包括5％的

草木灰水和0.2％磷酸二氢钾溶液；所述叶面肥每隔7天叶面喷施，共喷施2～3次。

[0033] 步骤3、移栽后的遮阴管理：移栽后50～130天进行采用遮阳网遮荫处理，且遮荫度

为30％。

[0034] 该实施例仅所用基肥与实施例1不同，相比于对比例1其色素总产增幅24.8％，薯

块减产21.6％。

[0035] 实施例5

[003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7] 步骤1、选用紫薯幼苗“济黑一号”于播种期(5月中旬)进行移栽；具体地所述移栽

选用剪取20cm长度的薯蔓枝条移栽至移栽桶(桶高307mm，上口径300mm，下口径267mm)；

[0038] 步骤2、施肥管理：施入基肥并在移栽后进行追肥；施肥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所

述移栽桶内的基肥用量占总施肥用量的80％；所述基肥包括黄土20份、细沙10份、糖渣10

份、复合菌剂5份、草木灰20份、矿物钾镁肥20份；所述复合菌剂包括重量比为5：2：3的枯草

芽孢杆菌、胶冻样类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0039] 移栽后60天追施钾肥硫酸钾30kg/667m2，同时追施叶面肥，所述叶面肥包括5％的

草木灰水和0.2％磷酸二氢钾溶液；所述叶面肥每隔7天叶面喷施，共喷施2～3次。

[0040] 步骤3、移栽后的遮阴管理：移栽后50～130天进行采用遮阳网遮荫处理，且遮荫度

为30％。

[0041] 该实施例仅所用基肥与实施例1不同，相比于对比例1其色素总产增幅24.6％，薯

块减产21.2％。

[0042] 对比例1

[0043] 该对比例提供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除步骤3中不进行遮光采

用自然光照外，其余均同实施例1。

[0044] 对比例2

[0045] 该对比例提供一种提高紫薯块根色素产量的栽培方法，除步骤3中遮光度替换为

60％外，其余均同实施例1。

[0046] 对比例3

[0047] 该对比例除基肥不添加复合菌剂外，其余均同实施例1。相比于对比例1其色素总

产增幅20.1％，薯块减产44.8％。

[0048] 实验例1

[0049] 统计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2中紫薯块根产量和色素总量如表1所示。

[0050] 表1-本发明遮荫栽培方式与未遮光模式对紫薯产量和色素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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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由表1可知，遮荫栽种方式有效提高紫薯色素产量，遮荫栽培条件均能提高紫薯色

素总产量，从20％至60％遮光组色素总产增幅分别为2.3％、25.3％、22.8％和22.6％。

[0053] 与对比例1相比，本实施例1-3的不同程度遮荫栽培使薯块减产20.7％～33.2％。

具体地：实施例1(30％遮光)减产26.2％，实施例2(20％遮光)减产20.7％，实施例3(40％遮

光)减产33.2％；

[0054] 对比例2的重度遮荫(60％遮光)栽培同时降低了单株薯块数量和平均单薯重量导

致紫薯大幅度减产40.3％。

[0055]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1-3遮荫栽培模式有效提高紫薯色素积累量，且紫薯的产

量变化不大；特别是适度遮荫栽培(30％遮光)由于光照强度降低而损失26.2％产量，但其

色素总产提高25％，大幅度提高特用高色素型紫薯的生产效益。

[0056] 实验例2

[0057] 分析实施例1-4以及对比例1的紫薯薯块商品性状和色素品质，其中紫薯花色苷提

取的实验方法如下所述。采用1％盐酸溶液水解法进行样品花色苷提取，在黑暗条件下静置

提取1.5h，提取温度50℃。利用酶标仪(Infinite  200NanoQuant)测定525nm波长下的吸光

度值。通过公式测算花色苷含量，具体计算方法为C＝1/958×V/100×1/W×A525nm×

100000。其中，C为花色苷含量(mg/100g)，V为定容体积(mL)，W为样品质量(g)，A525nm为吸

光度值。结果如表2所示。

[0058] 表2本发明遮荫栽培方式与未遮光模式对紫薯商品性状和色素品质的影响

[0059]

[0060] 由表2可知，适当遮荫处理有效提高紫薯薯块色素积累，30％、40％和60％遮光程

度的遮荫栽培条件下成熟紫薯的花色苷含量分别可提高69.6％、71.8％和105.5％(结果见

表2)，从而显著提高紫薯色素总产量20％以上。不同程度遮荫栽培会导致不同程度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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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遮光栽培紫薯减产26.2％主要原因为单株薯块数量减少，而平均单薯重量、紫薯商品

性状和工艺性状未有太大影响。综合产量与品质平衡，适度遮荫(30％遮光)栽培方式有效

提高薯块色素含量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其工艺性状和商品性状优良，具有极为良好的生产利

用价值。

[0061] 且由实施例1、实施例4、实施例5以及对比例3可知，在采用30％遮光栽培的方法

下，采用本发明的基肥可尽可能少的减少薯块减产量。

[0062] 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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