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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整地、施硒含量：10mg/g硒

肥，育苗，移栽、浇透硒含量：5mg/l富硒定根水，

田间管理，追肥三次，每次用硒含量：5mg/l富硒

水，采收。采用了硒肥较传统方法相比，绿色环

保，同时提高了产量，工艺简单；富硒葛根的功效

性能强于不含硒的粉葛，品质更好，市场价格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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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a.选地整地：

(1)选地

在1200米海拔以下，选平坦、避风向阳，坡度小于30度的砂质壤土或壤土；

(2)整地

清除选好地块内的杂草、石块杂物，进行深度55cm耕翻，第二年3月移栽前结合施硒肥

再进行一次耕翻，施硒含量：10mg/g的硒肥800kg/亩；做0.8m宽的高畦，畦长以土地条件而

定；

b.育苗：

用略粗于插穗的竹片在育苗床中斜插一深孔，边捅边插入插穗，插完后浇一次水，保持

土壤湿润，然后搭塑料小拱棚或地膜保温保湿；

c.移栽：

3月初，在整好的地上用锄头开l5—20cm深的斜穴，取出准备好的葛苗，生产用途可按

每亩500-750株进行栽植，育苗用途可按每亩1100株进行栽植；

d.田间管理：

(1)追肥

当苗长至30cm时，用硒含量：5mg/l的含P,K的复合肥富硒水水催苗2次，再用0.3％-

0.5％的硒含量：5mg/l的尿素富硒水喷洒提苗；

(2)中耕除草

施肥后，通常第一年需中耕除草三次，第一次在苗齐后，第二次于6—7月，第三次于冬

季落叶后结合田园清园进行；第二年起，每年中耕除草二次，第一次为齐苗后，第二次在冬

季叶枯后进行；中耕除去杂草，浅锄窝土，结合中耕除草进行追肥，每亩施硒含量：10mg/kg

的含硒富人畜粪800kg后覆土；

(3)灌溉与排水

长期干旱，地面干燥，葛藤失水，应及时灌溉，雨后，地面积水，应及时开沟排水，以防地

面积水引起葛块根腐烂或病虫害发生；

(4)修剪、去顶、除花

每株留2根主藤蔓，剪去多余的藤蔓，摘除距根部1-1 .5m范围内藤蔓的侧芽；藤蔓长到

2m时，摘除顶芽，促使分枝，增加叶面积；

(5)病虫害防治

锈病：8月发生，危害叶片，叶背形成针头状大小突起的黄色锈斑；用50％萎锈灵乳油1 

000倍液防治；

蚜虫：春夏发生，吸食茎叶汁液，使叶片皱缩，可用40％乐果1000倍液喷洒防治；

金龟子：5月发生，成虫晚上咬食叶片，灯光诱杀或用90％晶体敌百虫1  000倍液喷洒防

治；

e.采收：

采收通常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先割去地上茎藤，然后将块根挖出，注意勿挖破

块根，再用枝剪剪去基茎；总硒的检测按国家标准GB5009.93—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中硒的测定》进行，此种方法生产的粉葛硒的含量在20－50微克/1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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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a.选地

整地：

(1)选地

在1200米海拔以下，选平坦、避风向阳，坡度小于30度，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疏松，

腐殖质或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良好，土壤酸碱度中性或微酸的砂质壤土或壤土；

(2)整地

11月清除选好地块内的杂草、石块杂物，进行深度55cm耕翻，第二年3月移栽前结合施

硒肥再进行一次耕翻，施硒含量：10mg/g的硒肥800kg/亩，打碎土块，捡去石块、宿根及其它

杂物；做0.8m宽的高畦，畦长以土地条件而定；

b.育苗：

用略粗于插穗的竹片在育苗床中斜插一深孔，边捅边插入插穗，人土深度为插穗的2/

3，让茎节处生长点出露土面；插完后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然后搭塑料小拱棚或地膜保

温保湿；扦插株行距20cm×20cm，每亩苗圃扦插1万株葛苗；保持圃地清洁，无杂草；在苗期

遇到天干季节，视土壤墒情及时浇水，保持圃地土壤湿润；苗床内以保持温度20℃温度为

宜；当温度达到30℃以上时，应揭开棚的两侧通风降温或喷水调节，使温度均衡；移栽前，揭

棚练苗1周，起苗圃地应浇透水，以利起苗，用锄或手轻起葛苗，以保持种苗根系完整并尽量

减少对藤的伤害，将种苗按葛苗分级标准分级，地上部分留长30—50cm；

c.移栽：

3月初，在整好的地上用锄头开l5—20cm深的斜穴，取出准备好的葛苗，生产用途可按

每亩500-750株进行栽植，育苗用途可按每亩1100株进行栽植；种植时每苗留根3条，剪去过

多的根条和部分须根，边栽边覆土填平，留出部分根稍，随后浇透硒含量：5mg/l的富硒定根

水，确保成活率达95％以上；

采用竹子和小径树尖、树枝搭架，将葛藤引蔓上架，用细绳固定，或采用竹子、长树枝或

木棍，每一窝插木栈一个，引蔓上栈；

d.田间管理：

(1)追肥

苗木移栽半月后注意检查，发现缺窝、死苗及时补栽，保证每亩基本苗数，当苗长至

30cm时，用硒含量：5mg/l的含P,K的复合肥富硒水水催苗2次，隔15天一次；再用0.3％-

0.5％的硒含量：5mg/l的尿素富硒水喷洒提苗；

(2)中耕除草

施肥后，通常第一年需中耕除草三次，第一次在苗齐后，第二次于6—7月，第三次于冬

季落叶后结合田园清园进行；第二年起，每年中耕除草二次，第一次为齐苗后，第二次在冬

季叶枯后进行；中耕除去杂草，浅锄窝土，结合中耕除草进行追肥，每亩施硒含量：10mg/kg

的含硒富人畜粪800kg后覆土；

(3)灌溉与排水

长期干旱，地面干燥，葛藤失水，应及时灌溉，雨后，地面积水，应及时开沟排水，以防地

面积水引起葛块根腐烂或病虫害发生；

(4)修剪、去顶、除花

每株留2根主藤蔓，剪去多余的藤蔓，摘除距根部1-1 .5m范围内藤蔓的侧芽；藤蔓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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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时，摘除顶芽，促使分枝，增加叶面积；

(5)病虫害防治

锈病：8月发生，危害叶片，叶背形成针头状大小突起的黄色锈斑；用50％萎锈灵乳油1 

000倍液防治；

蚜虫：春夏发生，吸食茎叶汁液，使叶片皱缩，可用40％乐果1000倍液喷洒防治；

金龟子：5月发生，成虫晚上咬食叶片，灯光诱杀或用90％晶体敌百虫1  000倍液喷洒防

治；

e.采收：

采收通常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先割去地上茎藤，然后将块根挖出，注意勿挖破

块根，再用枝剪剪去基茎，按重量大小进行挑选分级，分别堆放；将不同级别的葛根分别用

猪毛刷在无污染的自来水中刷洗净表面泥沙及其它杂物，修整剪去块根两端的根茎、尾根

及周围的细根，存放入仓库以便进一步加工；总硒的检测按国家标准GB5009.93—2017《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硒的测定》进行，此种方法生产的粉葛硒的含量在20－50微克/1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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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野葛(Pueraria  lobata(Willd.)Ohwi)是豆科植物，属于药食两用植物，我国分布

较广，野葛根中含有丰富的葛根淀粉，野葛根中含有一种叫做异黄酮的物质，可以改善代谢

综合征的一些指标，包括血压、高胆固醇酯和血糖。葛根素的特殊的异黄酮，只存在于野葛

中，可能是最有益的物质。研究表明，葛根素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胆固醇。但是我们发现的

最大作用是调节血糖。糖尿病和肥胖都会引起血葛根素可以通过合理分布葡萄糖的方法降

低血糖，如把它放到有用的地方(肌肉)，而减少其在脂肪细胞和血管的分布。

[0003] 粉葛(Pueraria  lobata(Willd .)Ohwi  var .thomsonii(Benth .)Vaniot  der 

Maesen)是豆科植物，属于药食两用植物，我国分布较广。主治外感发热、头项强痛、麻疹初

起、疹出不畅、温病口渴、消渴、泄泻、痢疾、高血压、冠心病。中药材粉葛为豆科植物野葛或

甘葛藤的干燥根，通常在秋、冬两季采挖，除去杂质后，洗净，润透，切成厚片晒干即可。其性

凉，味甘、辛，具有解肌生津、透疹、退热、升阳止泻等功效，主治外感发热头痛、项背强痛、麻

疹不透、口渴、泄泻、高血压等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

[0005] 本发明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0006] a.选地整地：

[0007] (1)选地

[0008] 在1200米海拔以下，选平坦、避风向阳，坡度小于30度的砂质壤土或壤土；

[0009] (2)整地

[0010] 清除选好地块内的杂草、石块杂物，进行深度55cm耕翻，第二年3月移栽前结合施

硒肥再进行一次耕翻，施硒含量：10mg/g的硒肥800kg/亩；做0.8m宽的高畦，畦长以土地条

件而定；

[0011] b.育苗：

[0012] 用略粗于插穗的竹片在育苗床中斜插一深孔，边捅边插入插穗，插完后浇一次水，

保持土壤湿润，然后搭塑料小拱棚或地膜保温保湿；

[0013] c.移栽：

[0014] 3月初，在整好的地上用锄头开l5—20cm深的斜穴，取出准备好的葛苗，生产用途

可按每亩500-750株进行栽植，育苗用途可按每亩1100株进行栽植；

[0015] d.田间管理：

[0016] (1)追肥

[0017] 当苗长至30cm时，用硒含量：5mg/l的含P ,K的复合肥富硒水水催苗2次，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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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的硒含量：5mg/l的尿素富硒水喷洒提苗；

[0018] (2)中耕除草

[0019] 施肥后，通常第一年需中耕除草三次，第一次在苗齐后，第二次于6—7月，第三次

于冬季落叶后结合田园清园进行；第二年起，每年中耕除草二次，第一次为齐苗后，第二次

在冬季叶枯后进行；中耕除去杂草，浅锄窝土，结合中耕除草进行追肥，每亩施硒含量：

10mg/kg的含硒富人畜粪800kg后覆土；

[0020] (3)灌溉与排水

[0021] 长期干旱，地面干燥，葛藤失水，应及时灌溉，雨后，地面积水，应及时开沟排水，以

防地面积水引起葛块根腐烂或病虫害发生；

[0022] (4)修剪、去顶、除花

[0023] 每株留2根主藤蔓，剪去多余的藤蔓，摘除距根部1-1 .5m范围内藤蔓的侧芽；藤蔓

长到2m时，摘除顶芽，促使分枝，增加叶面积；

[0024] (5)病虫害防治

[0025] 锈病：8月发生，危害叶片，叶背形成针头状大小突起的黄色锈斑；用50％萎锈灵乳

油1  000倍液防治；

[0026] 蚜虫：春夏发生，吸食茎叶汁液，使叶片皱缩，可用40％乐果1000倍液喷洒防治；

[0027] 金龟子：5月发生，成虫晚上咬食叶片，灯光诱杀或用90％晶体敌百虫1  000倍液喷

洒防治；

[0028] e.采收：

[0029] 采收通常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先割去地上茎藤，然后将块根挖出，注意勿

挖破块根，再用枝剪剪去基茎；总硒的检测按国家标准GB5009.93—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中硒的测定》进行，此种方法生产的粉葛硒的含量在20－50微克/100克。

[0030] 本发明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a.选地整地：

[0031] (1)选地

[0032] 在1200米海拔以下，选平坦、避风向阳，坡度小于30度，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

疏松，腐殖质或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良好，土壤酸碱度中性或微酸的砂质壤土或壤

土；

[0033] (2)整地

[0034] 11月清除选好地块内的杂草、石块杂物，进行深度55cm耕翻，第二年3月移栽前结

合施硒肥再进行一次耕翻，施硒含量：10mg/g的硒肥800kg/亩，打碎土块，捡去石块、宿根及

其它杂物；做0.8m宽的高畦，畦长以土地条件而定；

[0035] b.育苗：

[0036] 用略粗于插穗的竹片在育苗床中斜插一深孔，边捅边插入插穗，人土深度为插穗

的2/3，让茎节处生长点出露土面；插完后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然后搭塑料小拱棚或地

膜保温保湿；扦插株行距20cm×20cm，每亩苗圃扦插1万株葛苗；保持圃地清洁，无杂草；在

苗期遇到天干季节，视土壤墒情及时浇水，保持圃地土壤湿润；苗床内以保持温度20℃温度

为宜；当温度达到30℃以上时，应揭开棚的两侧通风降温或喷水调节，使温度均衡；移栽前，

揭棚练苗1周，起苗圃地应浇透水，以利起苗，用锄或手轻起葛苗，以保持种苗根系完整并尽

量减少对藤的伤害，将种苗按葛苗分级标准分级，地上部分留长3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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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c.移栽：

[0038] 3月初，在整好的地上用锄头开l5—20cm深的斜穴，取出准备好的葛苗，生产用途

可按每亩500-750株进行栽植，育苗用途可按每亩1100株进行栽植；种植时每苗留根3条，剪

去过多的根条和部分须根，边栽边覆土填平，留出部分根稍，随后浇透硒含量：5mg/l的富硒

定根水，确保成活率达95％以上；

[0039] 采用竹子和小径树尖、树枝搭架，将葛藤引蔓上架，用细绳固定，或采用竹子、长树

枝或木棍，每一窝插木栈一个，引蔓上栈；

[0040] d.田间管理：

[0041] (1)追肥

[0042] 苗木移栽半月后注意检查，发现缺窝、死苗及时补栽，保证每亩基本苗数，当苗长

至30cm时，用硒含量：5mg/l的含P,K的复合肥富硒水水催苗2次，隔15天一次；再用0.3％-

0.5％的硒含量：5mg/l的尿素富硒水喷洒提苗；

[0043] (2)中耕除草

[0044] 施肥后，通常第一年需中耕除草三次，第一次在苗齐后，第二次于6—7月，第三次

于冬季落叶后结合田园清园进行；第二年起，每年中耕除草二次，第一次为齐苗后，第二次

在冬季叶枯后进行；中耕除去杂草，浅锄窝土，结合中耕除草进行追肥，每亩施硒含量：

10mg/kg的含硒富人畜粪800kg后覆土；

[0045] (3)灌溉与排水

[0046] 长期干旱，地面干燥，葛藤失水，应及时灌溉，雨后，地面积水，应及时开沟排水，以

防地面积水引起葛块根腐烂或病虫害发生；

[0047] (4)修剪、去顶、除花

[0048] 每株留2根主藤蔓，剪去多余的藤蔓，摘除距根部1-1 .5m范围内藤蔓的侧芽；藤蔓

长到2m时，摘除顶芽，促使分枝，增加叶面积；

[0049] (5)病虫害防治

[0050] 锈病：8月发生，危害叶片，叶背形成针头状大小突起的黄色锈斑；用50％萎锈灵乳

油1  000倍液防治；

[0051] 蚜虫：春夏发生，吸食茎叶汁液，使叶片皱缩，可用40％乐果1000倍液喷洒防治；

[0052] 金龟子：5月发生，成虫晚上咬食叶片，灯光诱杀或用90％晶体敌百虫1  000倍液喷

洒防治；

[0053] e.采收：

[0054] 采收通常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先割去地上茎藤，然后将块根挖出，注意勿

挖破块根，再用枝剪剪去基茎，按重量大小进行挑选分级，分别堆放；将不同级别的葛根分

别用猪毛刷在无污染的自来水中刷洗净表面泥沙及其它杂物，修整剪去块根两端的根茎、

尾根及周围的细根，存放入仓库以便进一步加工；总硒的检测按国家标准GB5009.93—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硒的测定》进行，此种方法生产的粉葛硒的含量在20－50微克/

100克。

[0055] 本发明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的有益效果：

[0056] (1)较传统方法相比，直接使用硒肥，促进粉葛生长过程中对硒元素的吸收，生产

富硒粉葛，提高粉葛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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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2)采用了硒肥较传统方法相比，绿色环保，同时提高了产量，工艺简单；富硒葛根

的功效性能强于不含硒的粉葛，品质更好，市场价格更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59] 实施例1本发明的一种富硒粉葛的栽培方法包含以下步骤：包含以下步骤：

[0060] a.选地整地：

[0061] (1)选地

[0062] 在1200米海拔以下，选平坦、避风向阳，坡度小于30度，排水良好，土层深厚，肥沃

疏松，腐殖质或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良好，土壤酸碱度中性或微酸的砂质壤土或壤

土；

[0063] (2)整地

[0064] 11月清除选好地块内的杂草、石块杂物，进行深度55cm耕翻，第二年3月移栽前结

合施硒肥再进行一次耕翻，施硒含量：10mg/g的硒肥800kg/亩，打碎土块，捡去石块、宿根及

其它杂物；做0.8m宽的高畦，畦长以土地条件而定；

[0065] b.育苗：

[0066] 用略粗于插穗的竹片在育苗床中斜插一深孔，边捅边插入插穗，人土深度为插穗

的2/3，让茎节处生长点出露土面；插完后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然后搭塑料小拱棚或地

膜保温保湿；扦插株行距20cm×20cm，每亩苗圃扦插1万株葛苗；保持圃地清洁，无杂草；在

苗期遇到天干季节，视土壤墒情及时浇水，保持圃地土壤湿润；苗床内以保持温度20℃温度

为宜；当温度达到30℃以上时，应揭开棚的两侧通风降温或喷水调节，使温度均衡；移栽前，

揭棚练苗1周，起苗圃地应浇透水，以利起苗，用锄或手轻起葛苗，以保持种苗根系完整并尽

量减少对藤的伤害，将种苗按葛苗分级标准分级，地上部分留长30—50cm；

[0067] c.移栽：

[0068] 3月初，在整好的地上用锄头开l5—20cm深的斜穴，取出准备好的葛苗，生产用途

可按每亩500-750株进行栽植，育苗用途可按每亩1100株进行栽植；种植时每苗留根3条，剪

去过多的根条和部分须根，边栽边覆土填平，留出部分根稍，随后浇透硒含量：5mg/l的富硒

定根水，确保成活率达95％以上；

[0069] 采用竹子和小径树尖、树枝搭架，将葛藤引蔓上架，用细绳固定，或采用竹子、长树

枝或木棍，每一窝插木栈一个，引蔓上栈；

[0070] d.田间管理：

[0071] (1)追肥

[0072] 苗木移栽半月后注意检查，发现缺窝、死苗及时补栽，保证每亩基本苗数，当苗长

至30cm时，用硒含量：5mg/l的含P,K的复合肥富硒水水催苗2次，隔15天一次；再用0.3％-

0.5％的硒含量：5mg/l的尿素富硒水喷洒提苗；

[0073] (2)中耕除草

[0074] 施肥后，通常第一年需中耕除草三次，第一次在苗齐后，第二次于6—7月，第三次

于冬季落叶后结合田园清园进行；第二年起，每年中耕除草二次，第一次为齐苗后，第二次

在冬季叶枯后进行；中耕除去杂草，浅锄窝土，结合中耕除草进行追肥，每亩施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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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kg的含硒富人畜粪800kg后覆土；

[0075] (3)灌溉与排水

[0076] 长期干旱，地面干燥，葛藤失水，应及时灌溉，雨后，地面积水，应及时开沟排水，以

防地面积水引起葛块根腐烂或病虫害发生；

[0077] (4)修剪、去顶、除花

[0078] 每株留2根主藤蔓，剪去多余的藤蔓，摘除距根部1-1 .5m范围内藤蔓的侧芽；藤蔓

长到2m时，摘除顶芽，促使分枝，增加叶面积；

[0079] (5)病虫害防治

[0080] 锈病：8月发生，危害叶片，叶背形成针头状大小突起的黄色锈斑；用50％萎锈灵乳

油1  000倍液防治；

[0081] 蚜虫：春夏发生，吸食茎叶汁液，使叶片皱缩，可用40％乐果1000倍液喷洒防治；

[0082] 金龟子：5月发生，成虫晚上咬食叶片，灯光诱杀或用90％晶体敌百虫1  000倍液喷

洒防治；

[0083] e.采收：

[0084] 采收通常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先割去地上茎藤，然后将块根挖出，注意勿

挖破块根，再用枝剪剪去基茎，按重量大小进行挑选分级，分别堆放；将不同级别的葛根分

别用猪毛刷在无污染的自来水中刷洗净表面泥沙及其它杂物，修整剪去块根两端的根茎、

尾根及周围的细根，存放入仓库以便进一步加工；总硒的检测按国家标准GB5009.93—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硒的测定》进行，此种方法生产的粉葛硒的含量在20－50微克/

100克。

[0085]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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