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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木本植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地

说是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种植方法，

包括种植紫斑牡丹、种植甜玉米和大豆、田间管

理、收获与秸秆还田。主要特点是紫斑牡丹栽植

株行距为1.5m×2.0m，在紫斑牡丹的行间条播种

植两排甜玉米，再在两排甜玉米行间居中位置条

播种植一排大豆。本发明主要用于干旱沙区木本

油料植物紫斑牡丹大田规模化种植，具有利用生

物的共生关系，克服或避免紫斑牡丹在干旱沙区

大田规模化栽培出现的日灼伤害，促进紫斑牡丹

生长发育，生物固氮，提高土壤肥力、减轻或避免

病虫害危害，产品无公害、绿色有机，单位面积经

济效益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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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种植紫斑牡丹、种植甜

玉米和大豆、田间管理、收获与秸秆还田，具体如下所述：

一、  种植紫斑牡丹

（1）土壤选择：选择排水良好的沙壤土，避免选择含盐量超过0.55%的盐碱土和黏性土

壤作为种植造林地；

（2）施肥：整地前，每666.67m2施腐熟农家肥羊粪或牛粪1000kg+过磷酸钙50kg做基肥；

（3）土壤消毒：整地前，每666.67m2施用质量浓度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kg，与细干

土20kg混合均匀制成毒土，撒施于土壤表面；

（4）整地：秋季造林整地：造林当年7～8月夏收后进行，清理造林地，结合施肥和土壤消

毒，深耕翻晒，深度50  cm，曝晒30～60天，将土地耙平整，达到地平、土细、墒足、肥高的整地

质量要求；春季造林整地：在造林前1年10月秋收后进行，清理造林地，结合施肥和土壤消

毒，深耕造林地，达到地平、土细、墒足、肥高的整地质量要求，灌足冬水，便于疏松土壤；

（5）造林：苗木选择：紫斑牡丹苗木采用4～5年生苗，剪除过多的枝叶，保留4～5个主

干；开穴施肥：开挖1.0m×0.8m的植树穴，每植树穴施熟化粉碎后的牛粪或羊粪3～5kg+生

物微肥0.1kg，有机肥和挖出的土壤充分搅拌均匀，回填；栽植时间：秋季9月中旬或春季4月

上旬栽植，春季栽植在紫斑牡丹未发叶前进行；栽植：株行距为1.5m×2.0m，苗木带土球移

栽，土球规格0.40m×0.35m×0.30m，栽植深度0.4～0.5m，将苗扶正，采取“一提二踏三埋”

栽植，植树穴表面和地面保持水平，移栽后立即灌水；

二、种植甜玉米、大豆

种植时间：4月20～30日；种植技术：常规玉米、大豆种植技术；种植规格：在紫斑牡丹行

间条播种植两排甜玉米，株行距为0.3m×0.5m，即两排甜玉米与两侧紫斑牡丹的行距均为

0.75m；再在两排甜玉米行间居中位置条播种植一排大豆，即大豆与紫斑牡丹的距离为

1.0m、大豆与两排甜玉米的距离为0.25m，大豆株距0.3m；

三、田间管理

（1）灌水：每年11月上旬浇足冬水，竖年4月中旬浇早春水，5月中旬、6月下旬、7月中旬、

8月下旬各灌水一次；全年灌水6次；

（2）松土除草：5月、6月、7月在灌水后5～6天各松土除草一次；

（3）紫斑牡丹整形修剪：每年入冬前或春季萌芽前对紫斑牡丹进行一次整形修剪，确定

主枝，去掉多余的、过密的、交叉重叠的枝条；保留健壮枝条，除去病虫枝、弱枝、下垂枝、枯

枝；疏除植株基部的萌蘖、过密的花蕾，剪去花芽上端干枯部分；使其枝干分布均匀，株形完

美，通风透光，促进紫斑牡丹的生长发育；

（4）甜玉米适时去雄：一般在7月中旬，采收玉米笋，应在雄穗超出顶叶尚未散粉时去

雄，采收甜玉米嫩穗，应在雄穗散粉后2～3天时去雄；去雄时间以选择晴天为宜，在上午9时

至下午4时进行，因为这段时间温度较高，植株水分较少，伤口容易愈合，可避免病菌感染；

（5）甜玉米除穗：为了生产出高品质、高合格率的果穗，必须在7月中旬不断除去多余的

小穗，即只保留一个最大穗；甜玉米叶面积较小，为了保证足够的营养面积，分蘖可以保留

不去除；

四、收获与秸秆还田

（1）紫斑牡丹：9月，果皮黄褐色，缝合线微裂即可采收种子；采摘后，摊放于荫凉通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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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堆放厚度20cm，每天翻动1～2次，经过7～10天，荚果大多数自行开裂，爆出种子，未爆

出的采用轻度碾压，分选后荫干至种子含水率8～10%，置于通风、防潮、防虫防鼠处储藏；

（2）甜玉米：一般在8月中、下旬收获甜玉米，在籽粒含水量为66%～71%的乳熟期采收，

采收期5～7天；以加工罐头为目的则可早收1～2天，以出售鲜穗为主的可晚收2～4天；

（3）大豆：在9月中、下旬收获大豆；

（4）甜玉米秸秆还田：大豆收获后，通过机械粉碎甜玉米收获后的秸秆，耕地时直接将

秸秆翻压在土壤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造林的

栽植时间是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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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木本植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

种植方法。包括主栽作物油用牡丹（Paeonia  rockii）、伴生作物大豆（Glycine  max）、甜玉

米（Zea  mays  Var.  rugosa  Bonaf）复合种植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紫斑牡丹为芍药科芍药属落叶灌木，其花硕大，多姿多彩、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被

誉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野生种分布在甘肃、陕西、河南西部。作为观赏和药用植物，

在我国有1500多年的载培史。

[0003] 紫斑牡丹属木本油料植物，结实率高，籽仁的出油率31.36%，含18种脂肪酸，其中

亚麻酸占其总脂肪酸含量的65.2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其脂肪酸总量的96.62%，它对降

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疾病具有明显的功效。国家卫生部发

布了“关于牡丹籽油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11  第9号），现已开发出了牡丹茶、牡丹精

油、牡丹食品、牡丹保健品等，深受市场欢迎。

[0004] 大豆原产中国，栽培于世界各地。是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已有五千年栽培历

史，是一种其种子含有丰富植物蛋白质的作物。大豆最常用来做各种豆制品、榨取豆油、  酿

造酱油和提取蛋白质。大豆-根瘤菌有固氮的功能，能够有效的提高土壤肥力。

[0005] 甜玉米是玉米的一个变种，又称蔬菜玉米，具有甜、鲜、脆、嫩的特色而深受各阶层

消费者青睐，加工成甜玉米罐头或以鲜果穗上市，是欧美、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要蔬

菜之一。其生育期90～100天，株高1.9m，穗长0.18～0.22m，直径0.04～0.06m。

[0006] 紫斑牡丹主要栽培地为甘肃、青海、陕西、宁夏等省区。甘肃河西走廊将紫斑牡丹

作为景观树种栽培有悠久的历史，主要栽植于庭园及城市景观地带，大田栽植油用紫斑牡

丹易受早春生理干旱和夏季强烈太阳辐射造成日灼而受害，生理干旱通过提高枝条木质化

水平、营造农田防护林等栽培技术措施减轻和避免受害。

[0007] 为了防止强烈太阳辐射对紫斑牡丹造成日灼伤害，发明人通过对不同遮阳条件下

紫斑牡丹的光合特性和叶片性状特征进行试验分析，探明其生长发育最适合的光照强度，

在了解其光合生理特征及其调控机制的基础上，为干旱沙区规模化种植木本油料植物紫斑

牡丹提供一种全新复合种植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种植方法，该方法利用生物

共生关系，克服或避免紫斑牡丹在干旱沙区大田栽培出现的日灼伤害，促进其生长发育，为

干旱沙区规模化种植木本油料植物紫斑牡丹，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提供一种全新的种植模

式。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干旱沙区油用紫斑牡丹复合

种植方法；包括种植紫斑牡丹、种植甜玉米和大豆、田间管理、收获与秸秆还田，具体如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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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0010] 一、  种植紫斑牡丹

[0011] （1）土壤选择：选择排水良好的沙壤土，避免选择含盐量超过0.55%的盐碱土和黏

性土壤作为种植造林地。

[0012] （2）施肥：整地前，每666.67m2施腐熟农家肥羊粪或牛粪1000kg+过磷酸钙50kg做

基肥。

[0013] （3）土壤消毒：整地前，每666.67m2施用质量浓度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kg，

与细干土20kg混合均匀制成毒土，撒施于土壤表面，防治多种真菌病害。

[0014] （4）整地：秋季造林整地：造林当年7～8月夏收后进行，清理造林地，结合施肥和土

壤消毒，深耕翻晒，深度50  cm，曝晒30～60天，将土地耙平整，通过曝晒促进土壤熟化，杀灭

病菌和虫卵，达到地平、土细、墒足、肥高的整地质量要求。春季造林整地：在造林前1年10月

秋收后进行，清理造林地，结合施肥和土壤消毒，深耕造林地，达到地平、土细、墒足、肥高的

整地质量要求，灌足冬水，便于疏松土壤。

[0015] （5）造林：苗木选择：紫斑牡丹苗木采用4～5年生苗，剪除过多的枝叶，保留4～5个

主干。开穴施肥：开挖1.0m×0.8m的植树穴，每植树穴施熟化粉碎后的牛粪或羊粪3～5kg+

生物微肥0.1kg，有机肥和挖出的土壤充分搅拌均匀，回填。栽植时间：秋季9月中旬或春季4

月上旬栽植，最好秋季，栽植后越冬前长出毛根，利于次年发芽成活；春季栽植在紫斑牡丹

未发叶前进行。栽植：株行距为1.5m×2 .0m，苗木带土球移栽，土球规格0.40m×0 .35m×

0.30m，栽植深度0.4～0.5m，将苗扶正，采取“一提二踏三埋”栽植，植树穴表面和地面保持

水平，移栽后立即灌水。

[0016] 二、种植甜玉米、大豆

[0017] 种植时间：4月20～30日；种植技术：常规玉米、大豆种植技术；种植规格：在紫斑牡

丹行间条播种植两排甜玉米，株行距为0.3m×0.5m，即两排甜玉米与两侧紫斑牡丹的行距

均为0.75m；再在两排甜玉米行间居中位置条播种植一排大豆，即大豆与紫斑牡丹的距离为

1.0m、大豆与两排甜玉米的距离为0.25m，大豆株距0.3m。

[0018] 三、田间管理

[0019] （1）灌水：每年11月上旬浇足冬水，竖年4月中旬浇早春水，5月中旬、6月下旬、7月

中旬、8月下旬各灌水一次；全年灌水6次。

[0020] （2）松土除草：5月、6月、7月在灌水后5～6天各松土除草一次。

[0021] （3）紫斑牡丹整形修剪：每年入冬前或春季萌芽前对紫斑牡丹进行一次整形修剪，

确定主枝，去掉多余的、过密的、交叉重叠的枝条；保留健壮枝条，除去病虫枝、弱枝、下垂

枝、枯枝；疏除植株基部的萌蘖、过密的花蕾，剪去花芽上端干枯部分；使其枝干分布均匀，

株形完美，通风透光，促进紫斑牡丹的生长发育。

[0022] （4）甜玉米适时去雄：适时去雄是保证甜玉米高产、优质的一项关键栽培技术。一

般在7月中旬，采收玉米笋，应在雄穗超出顶叶尚未散粉时去雄，采收甜玉米嫩穗，应在雄穗

散粉后2～3天时去雄。去雄时间以选择晴天为宜，在上午9时至下午4时进行，因为这段时间

温度较高，植株水分较少，伤口容易愈合，可避免病菌感染。

[0023] （5）甜玉米除穗：为了生产出高品质、高合格率的果穗，必须在7月中旬不断除去多

余的小穗，即只保留一个最大穗；甜玉米叶面积较小，为了保证足够的营养面积，分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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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不去除。

[0024] 四、收获与秸秆还田

[0025] （1）紫斑牡丹：9月，果皮黄褐色，缝合线微裂即可采收种子；采摘后，摊放于荫凉通

风的室内，堆放厚度20cm，每天翻动1～2次，经过7～10天，荚果大多数自行开裂，爆出种子，

未爆出的采用轻度碾压，分选后荫干至种子含水率8～10%，置于通风、防潮、防虫防鼠处储

藏。

[0026] （2）甜玉米：一般在8月中、下旬收获甜玉米，在籽粒含水量为66%～71%的乳熟期采

收为宜，甜玉米的收获期对其商品品质和营养品质影响极大，过早收获，籽粒内含物较少，

收获晚了，则果皮变硬、渣多，失去甜玉米特有的风味。一般来说，采收期5～7天。以加工罐

头为目的则可早收1～2天，以出售鲜穗为主的可晚收2～4天。

[0027] （3）大豆：在9月中下旬收获大豆。整株豆荚、豆粒呈现品种原有色泽，叶片发黄脱

落，干物质积累不再增加时，籽粒水分下降，为大豆成熟期，应适时收获，防止爆荚。

[0028] （4）甜玉米秸秆还田：大豆收获后，通过机械粉碎甜玉米收获后的秸秆，耕地时直

接将秸秆翻压在土壤里。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使土壤疏松，孔隙度增加，容量

减轻，促进微生物活力和作物根系的发育，增产效果明显。

[0029] 本发明主要用于干旱沙区木本油料植物紫斑牡丹大田规模化种植。本发明的主要

特点是紫斑牡丹栽植株、行距为1.5m×2.0m，在紫斑牡丹的行间条播种植两排甜玉米，再在

两排甜玉米行间居中位置条播种植一排大豆。本发明具有利用生物的共生关系，克服或避

免紫斑牡丹在干旱沙区大田规模化栽培出现的日灼伤害，促进紫斑牡丹生长发育，生物固

氮，提高土壤肥力、减轻或避免病虫害危害，产品无公害、绿色有机，单位面积经济效益高等

优点。主要特点如下：

[0030] 1、甜玉米“助”紫斑牡丹生长发育：合理的作物选择和株、行距有利于紫斑牡丹通

风、遮阳，形成对紫斑牡丹有利的生长发育微环境。紫斑牡丹具有“春发芽、夏打盹、秋长根、

冬休眠”的生长特性，5～6月发叶生长，此时甜玉米、大豆生长矮小，对牡丹生长发育影响较

小，7～8月上旬，太阳辐射强烈，大气干燥度高，此时玉米高度1.3～1 .9m，大豆高0.3～

0.5m，能遮阳10～25%，增加近地面空气相对湿度2～5%，提高紫斑牡丹净光合速率13～25%。

[0031] 2、大豆提高土壤肥力：根瘤菌通过与大豆共生结瘤固氮，为大豆生长发育提供氮

素营养，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

[0032] 3、经济效益较高：投入：紫斑牡丹苗木费分摊160元/666.67m2、大豆种子费用5元/

666 .67m2，甜玉米种子费15元/666 .67m2，劳动力成本545元/666 .67m2，其它投入120元/

666.67m2，合计投入845元/666.67m2。收入：大豆收入120元/666.67m2，甜玉米收入1480元/

666.67m2。紫斑牡丹8年生进入稳产、高产期，产种子100～125kg/666.67m2，20～30元/kg，收

入2800元，合计收入4400元，纯收入3555元/666.67m2。

附图说明

[0033] 图1 是本发明种植模式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1；秋季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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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一、种植紫斑牡丹

[0036] 1、土壤选择：在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民勤沙生植物园，选择排水良好、经过改良的

沙嚷土11400m2，作为紫斑牡丹种植区。四周有杨树防护林，土壤含盐量0.43%。

[0037] 2、  施肥：2016年7月10～12日，每666.67m2施腐熟农家肥牛粪1000kg+过磷酸钙

50kg做基肥。

[0038] 3、土壤消毒：2016年7月13日，每666.67m2施用质量浓度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1kg，与细干土20kg混合均匀制成毒土，撒施于土壤表面，防治多种真菌病害。

[0039] 4、  整地造型：2016年7月14～19日，结合施肥和土壤消毒，深耕翻晒，深度50  cm，

曝晒49～55天，用灌溉渠道、作业道将紫斑牡丹种植区分割为10m×10m的种植小区98块。

[0040] 5、  造林：造林时间：2016年9月7～12日。苗木选择：紫斑牡丹苗木来源于兰州榆中

和平牡丹园，苗龄5年生，栽植时，剪除过多的枝叶，保留4～5个主干。开穴施肥：开挖1.0m×

0.8m的植树穴，每植树穴施熟化粉碎后的牛粪5kg+生物微肥0.1kg，有机肥和挖出的土壤充

分搅拌均匀，回填。栽植：株行距为1.5m×2.0m，苗木带土球移栽，土球规格0.40m×0.35m×

0.30m，栽植深度0.4～0.5m，将苗扶正，采取“一提二踏三埋”栽植，植树穴表面和地面保持

水平，移栽后立即灌水。

[0041] 二、种植甜玉米、大豆

[0042] 种植时间：2017年4月24～28日。种植技术：常规玉米、大豆种植技术。种植规格：在

紫斑牡丹行间条播种植两排甜玉米，株行距为0.3m×0.5m，两排甜玉米与两侧紫斑牡丹的

行距均为0.75m。而后，再在两排甜玉米行间居中位置条播种植一排大豆，即大豆与紫斑牡

丹的距离为1.0m、大豆与两排甜玉米的距离为0.25m，大豆株距0.3m。

[0043] 三、田间管理

[0044] 1  、灌水：2016年9月11～12日，灌足定苗水，11月10日浇足冬水，2017年4月中旬浇

早春水，视土壤水分情况在5月22日、6月21日、7月16日、8月23日各灌水一次，11月9日浇足

冬水；全年灌水6次。

[0045] 2、紫斑牡丹整形修剪：2017年3月27～28日，在紫斑牡丹春季萌芽前对其进行一次

整形修剪，确定主枝，去掉多余的、过密的、交叉重叠的枝条；保留健壮枝条，除去病虫枝、弱

枝、下垂枝、枯枝；疏除植株基部的萌蘖、过密的花蕾，剪去花芽上端干枯部分；使其枝干分

布均匀，株形完美，通风透光，促进紫斑牡丹的生长发育。

[0046] 3、松土除草：2017年5月、6月、7月在灌水后5～6天各松土除草一次。

[0047] 4、甜玉米适时去雄：在2017年7月10～15日，在雄穗超出顶叶尚未散粉时去雄，用

于采收玉米笋，7月12～17日，在雄穗散粉后2～3天时去雄，用于采收甜玉米嫩穗。去雄时间

以选择晴天为宜，在上午9时至下午4时进行。

[0048] 5、甜玉米除穗：2017年7月10～20日，为了生产出高品质、高合格率的果穗，摘除去

多余的小穗，每珠只保留一个最大穗。甜玉米叶面积较小，为了保证足够的营养面积，分蘖

可以保留不去除。

[0049] 四、收获与秸秆还田

[0050] 1、紫斑牡丹：2017年9月6～10日，采收紫斑牡丹种子，采摘后，摊放于荫凉通风的

室内，堆放厚度20cm，每天翻动1～2次，经过7～10天，荚果大多数自行开裂，爆出种子，未爆

出的采用轻度碾压，分选后荫干至种子含水率8～10%，置于通风、防潮、防虫防鼠处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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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2、甜玉米：2017年8月14～20日，在籽粒含水量为66%～71%的乳熟期采收。采收期7

天。早收的甜玉米鲜穗用以加工罐头，晚收的甜玉米鲜穗直接出售。

[0052] 3、大豆：2017年9月20～24日收获大豆。

[0053] 4、甜玉米秸秆还田：2017年10月24日，甜玉米收获后的秸秆，通过机械化粉碎、耕

地，直接翻压在土壤里。

[0054] 实施例2；春季造林

[0055] 一、  种植紫斑牡丹

[0056] 1、土壤选择：在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选择排水良好、经过改良的沙嚷土8640m2，

作为紫斑牡丹种植区，土壤含盐量0.48%。

[0057] 2、施肥：2015年10月23～25日，每666.67m2施腐熟农家肥羊粪1000kg+过磷酸钙

50kg做基肥。

[0058] 3、土壤消毒：2015年10月26日，每666.67m2施用质量浓度为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1kg，与细干土20kg混合均匀制成毒土，撒施于土壤表面，防治多种真菌病害。

[0059] 4、整地造型：2015年10月27～28日，结合施肥和土壤消毒，深耕翻晒，深度50  cm，

将土地耙平整，达到地平、土细、墒足、肥高的整地质量要求。用灌溉渠道将紫斑牡丹种植区

分割为120m×12m的种植小区3块。

[0060] 5、造林：造林时间：2016年4月8～10日，紫斑牡丹叶芽萌动还未发叶时进行。苗木

选择：紫斑牡丹苗木来源于武威市凉州区清源镇蔡寨村，苗龄5年生，栽植时，剪除过多的枝

条，保留3～4个主干。开穴施肥：开挖1.0m×0.8m的植树穴，每植树穴施熟化粉碎后的羊粪

5kg+生物微肥0.1kg，有机肥和挖出的土壤充分搅拌均匀，回填。栽植：株行距为1.5m×

2.0m，苗木带土球移栽，土球规格0.40m×0.35m×0.30m，栽植深度0.35～0.4m，将苗扶正，

采取“一提二踏三埋”栽植，植树穴表面和地面保持水平，移栽后立即灌水。

[0061] 二、种植甜玉米、大豆

[0062] 种植时间：2016年4月25～26日。种植技术：常规玉米、大豆种植技术。种植规格：在

紫斑牡丹行间条播种植两排甜玉米，株行距为0.3m×0.5m，即2排甜玉米与两侧紫斑牡丹的

行距均为0.75m。再在两排甜玉米行间居中位置条播种植一排大豆，即大豆与紫斑牡丹的距

离为1.0m、大豆与甜玉米的距离为0.25m，大豆株距0.3m。

[0063] 三、田间管理

[0064] 1、灌水：2016年4月14日，灌足定苗水，视土壤水分情况，在2016年5月26日、6月24

日、7月16日、8月25日各灌水一次，11月8日灌足冬水，全年灌水6次。

[0065] 2、松土除草：2016年5月、6月、7月在灌水后5～6天各松土除草一次。

[0066] 3、甜玉米适时去雄：在2016年7月12～14日，在雄穗超出顶叶尚未散粉时去雄，用

于采收玉米笋，7月14～16日，在雄穗散粉后2～3天时去雄，用于采收甜玉米嫩穗。去雄时间

以选择晴天为宜，在上午9时至下午4时进行。

[0067] 4、甜玉米除穗：2016年7月16～20日，摘除去多余的小穗，每珠只保留一个最大穗；

分蘖保留。

[0068] 四、收获与秸秆还田

[0069] 1、紫斑牡丹：2016年9月8～10日，采收紫斑牡丹种子，采摘后，摊放于荫凉通风的

室内，堆放厚度20cm，每天翻动1～2次，经过7～10天，荚果大多数自行开裂，爆出种子，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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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采用轻度碾压，分选后荫干至种子含水率8～10%，置于通风、防潮、防虫防鼠处储藏。

[0070] 2、甜玉米：2016年8月15～21日，在籽粒含水量为66%～71%的乳熟期采收，采收期6

天。

[0071] 3、大豆：2016年9月24～26日，为大豆成熟期，收获大豆。

[0072] 4、甜玉米秸秆还田：2016年10月18日，将甜玉米收获后的秸秆，通过机械粉碎、耕

地，直接翻压在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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