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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

植方法，属于茶树栽培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

(1)品种选择；(2)育苗；(3)土壤管理；(4)开沟；

(5)茶苗定植；(6)土壤湿度监测以及自动喷淋；

(7)土壤养分监测以及自动施肥；(8)定期病虫害

防治；(9)茶树修剪；(10)茶树花期处理；(11)茶

树授粉；(12)果实采收；本发明二次翻新土壤时

在土壤中加入了腐熟的松针土，腐熟的松针土里

面含有大量的腐殖质,养分充足,肥力持久,与基

肥相互配合，能够为茶树果实的生长提供充足的

养分，同时腐熟的松针土呈微酸性，能够调节土

壤中的酸碱性，从而使土壤更适合茶树果实的生

长，提高茶树果实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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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品种选择：选用茶叶籽高产的茶树品种；

(2)育苗：在塑料大棚中采用扦插的方法育苗，扦插后利用大棚调控插穗幼苗的湿度、

温度与透光率，插穗生根生长后撤去大棚，逐渐炼苗；

(3)土壤管理：一次翻新种植地土壤，翻新深度在15公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晒一

周，消灭浅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基肥，二次翻新种植地土地，翻新深度在40公

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晒一周，再次消灭深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搅拌均

匀的基肥和腐熟松针土；

(4)开沟：按行距3-4米开深0.4-0.5米、宽0.6米的栽植沟；

(5)茶苗定植：在栽植沟底部覆一层干草树叶，选择多分枝、无病枝的茶树苗，带土移

栽，填土压实，为茶树浇透水并进行修剪；

(6)土壤湿度监测以及自动喷淋：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若干个土壤水分传感器，土

壤水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水分信息，同时土壤水分传感器通过无线通讯

与自动喷淋装置连接，能够控制自动喷淋装置自动对茶树进行喷淋；

(7)土壤养分监测以及自动施肥：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若干个土壤养分传感器，土

壤养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养分信息，同时土壤养分传感器通过无线通讯

与自动施肥装置连接，能够控制自动施肥装置自动对茶树进行施肥；

(8)定期病虫害防治：在每排茶树的侧边设置自动喷药装置，每隔10-15天喷施一次无

公害杀虫剂；

(9)茶树修剪：每季进行茶行边缘修剪，控制茶树间距为26-30cm，根据茶树品种控制茶

树高度为0.6-1m；

(10)茶树花期处理：在茶树盛花期前1～2天，喷施疏花剂，在茶树进入盛花期一周内，

喷施疏花剂，对茶树进行疏花处理，以提高茶叶果实的产量；

(11)茶树授粉：在种植土地中引入蜜蜂，利用蜜蜂进行授粉；

(12)果实采收：对茶树的果实进行采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育苗的具体方法为：

1)从茶叶籽高产的母树上剪取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扦插穗，保留一芽一叶，长度修剪为9

～10cm，上端口斜剪，下端口斜剪，得茶树扦插条；

2)扦插前2～3天，将茶树扦插条的上端口和下端口用2％～3％的硫酸亚铁溶液消毒，

消毒完成将茶树扦插条浸没于生根促进剂水杨酸中5～10分钟，沥液捞出，得处理茶树扦插

条；

3)将处理茶树扦插条扦插于塑料大棚的育苗基质内，扦插深度为2.9～3.1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基肥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鸡鸭粪35～50份、草木灰40～50份、微生物菌剂10

～1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6)中，自动喷淋装置包括固定架、储水箱、水泵和喷淋管，所述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

边，所述固定架上缠绕有喷淋管，所述喷淋管的一端连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所述水泵的进水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567498 A

2



端连接在储水箱内，所述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与土壤水分传

感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7)中，自动施肥装置包括固定架、肥料箱、水泵和施肥管，所述固定架为自动喷淋装置的固

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所述固定架上缠绕有施肥管，所述施肥管的一端连接在水泵

的出水端，所述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肥料箱内，所述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通

过无线通讯与土壤养分传感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8)中，自动喷药装置包括固定架、药水箱、水泵、喷药管和计时器，所述固定架为自动喷淋

装置的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所述固定架上缠绕有喷药管，所述喷药管的一端连

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所述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药水箱内，所述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

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与计时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0)中，所述疏花剂为甲酸钙疏花剂，所述甲酸钙疏花剂的甲酸钙浓度为10～25mg/L，甲壳

素含量为疏花剂药液总量的0.5～2.5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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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茶树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树的果实可以榨成茶籽油食用，茶籽油的其脂肪酸组成与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

植物油脂橄榄油相似，有“东方橄榄油”之美称，茶油中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长期食用，具

有知明显的预防心血管硬化、降血压、降血脂等功效，和道防癌抗癌的特殊功效。

[0003] 现有技术存在以下问题：现有茶树栽培技术较为落后，多数需要栽培人员根据茶

树生长情况判断何时需要补充水分、养分以及进行喷药，人为判断存在误差，不能随时及时

为茶树提供充足的水分、养分以及进行病虫害防治，从而使茶树不能生长在相对稳定的环

境中，降低茶叶籽的产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

方法，具有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特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品种选择：选用茶叶籽高产的茶树品种；

[0007] (2)育苗：在塑料大棚中采用扦插的方法育苗，扦插后利用大棚调控插穗幼苗的湿

度、温度与透光率，插穗生根生长后撤去大棚，逐渐炼苗；

[0008] (3)土壤管理：一次翻新种植地土壤，翻新深度在15公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

晒一周，消灭浅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基肥，二次翻新种植地土地，翻新深度在

40公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晒一周，再次消灭深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搅

拌均匀的基肥和腐熟松针土；

[0009] (4)开沟：按行距3-4米开深0.4-0.5米、宽0.6米的栽植沟；

[0010] (5)茶苗定植：在栽植沟底部覆一层干草树叶，选择多分枝、无病枝的茶树苗，带土

移栽，填土压实，为茶树浇透水并进行修剪；

[0011] (6)土壤湿度监测以及自动喷淋：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若干个土壤水分传感

器，土壤水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水分信息，同时土壤水分传感器通过无

线通讯与自动喷淋装置连接，能够控制自动喷淋装置自动对茶树进行喷淋；

[0012] (7)土壤养分监测以及自动施肥：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若干个土壤养分传感

器，土壤养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养分信息，同时土壤养分传感器通过无

线通讯与自动施肥装置连接，能够控制自动施肥装置自动对茶树进行施肥；

[0013] (8)定期病虫害防治：在每排茶树的侧边设置自动喷药装置，每隔10-15天喷施一

次无公害杀虫剂；

[0014] (9)茶树修剪：每季进行茶行边缘修剪，控制茶树间距为26-30cm，根据茶树品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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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茶树高度为0.6-1m；

[0015] (10)茶树花期处理：在茶树盛花期前1～2天，喷施疏花剂，在茶树进入盛花期一周

内，喷施疏花剂，对茶树进行疏花处理，以提高茶叶果实的产量；

[0016] (11)茶树授粉：在种植土地中引入蜜蜂，利用蜜蜂进行授粉；

[0017] (12)果实采收：对茶树的果实进行采收。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育苗的具体方法为：

[0019] 1)从茶叶籽高产的母树上剪取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扦插穗，保留一芽一叶，长度修

剪为9～10cm，上端口斜剪，下端口斜剪，得茶树扦插条；

[0020] 2)扦插前2～3天，将茶树扦插条的上端口和下端口用2％～3％的硫酸亚铁溶液消

毒，消毒完成将茶树扦插条浸没于生根促进剂水杨酸中5～10分钟，沥液捞出，得处理茶树

扦插条；

[0021] 3)将处理茶树扦插条扦插于塑料大棚的育苗基质内，扦插深度为2.9～3.1cm。

[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基肥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鸡鸭粪35～50份、草木

灰40～50份、微生物菌剂10～15份。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自动喷淋装置包括固定架、储水箱、水泵和喷淋管，所述

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所述固定架上缠绕有喷淋管，所述喷淋管的一端连接在水

泵的出水端，所述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储水箱内，所述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

通过无线通讯与土壤水分传感器连接。

[0024] 优选的，所述步骤(7)中，自动施肥装置包括固定架、肥料箱、水泵和施肥管，所述

固定架为自动喷淋装置的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所述固定架上缠绕有施肥管，所

述施肥管的一端连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所述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肥料箱内，所述水泵的启

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与土壤养分传感器连接。

[0025] 优选的，所述步骤(8)中，自动喷药装置包括固定架、药水箱、水泵、喷药管和计时

器，所述固定架为自动喷淋装置的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所述固定架上缠绕有喷

药管，所述喷药管的一端连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所述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药水箱内，所述水

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与计时器连接。

[0026] 优选的，所述步骤(10)中，所述疏花剂为甲酸钙疏花剂，所述甲酸钙疏花剂的甲酸

钙浓度为10～25mg/L，甲壳素含量为疏花剂药液总量的0.5～2.5wt％。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1、本发明二次翻新土壤时在土壤中加入了腐熟的松针土，腐熟的松针土里面含有

大量的腐殖质,养分充足,肥力持久,与基肥相互配合，能够为茶树果实的生长提供充足的

养分，同时腐熟的松针土呈微酸性，能够调节土壤中的酸碱性，从而使土壤更适合茶树果实

的生长，提高茶树果实的产量。

[0029] 2、本发明土壤水分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茶树土壤中的水分，并在土壤水分过低时

控制自动喷淋装置对茶树土壤进行喷淋，补足茶树土壤中的水分，较现有人为喷淋茶树土

壤补充水分的方式而言，水分补充时间更为精准，避免茶树缺水，从而使得茶树可以生长在

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提高茶叶果实产量。

[0030] 3、本发明土壤养分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茶树土壤中的养分，并在土壤养分不足时

控制自动施肥装置对茶树土壤进行施肥，补足茶树土壤中的养分，较现有人为对茶树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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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补充养分的方式而言，养分补充时间更为精准，从而使得茶树可以生长在养分充足的

环境，有利于提高茶叶果实产量。

[0031] 4、本发明计时器能够自动计时，并在每隔10-15天后控制自动喷药装置对茶树喷

施一次无公害杀虫剂，有效杜绝茶树病虫害的发生概率，从而使得茶树可以生长在相对稳

定的环境，有利于提高茶叶果实产量。

[0032] 5、本发明在茶树盛花期前1～2天以及茶树进入盛花期一周内均会喷施疏花剂，疏

花剂能够对茶树进行疏花处理，从而能够提高茶叶果实的产量。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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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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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5]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提高茶树果实产量的种植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36] (1)品种选择：选用茶叶籽高产的茶树品种；

[0037] (2)育苗：在塑料大棚中采用扦插的方法育苗，扦插后利用大棚调控插穗幼苗的湿

度、温度与透光率，插穗生根生长后撤去大棚，逐渐炼苗；

[0038] (3)土壤管理：一次翻新种植地土壤，翻新深度在15公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

晒一周，消灭浅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基肥，二次翻新种植地土地，翻新深度在

40公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晒一周，再次消灭深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搅

拌均匀的基肥和腐熟松针土；

[0039] (4)开沟：按行距3-4米开深0.4-0.5米、宽0.6米的栽植沟；

[0040] (5)茶苗定植：在栽植沟底部覆一层干草树叶，选择多分枝、无病枝的茶树苗，带土

移栽，填土压实，为茶树浇透水并进行修剪；

[0041] (6)土壤湿度监测以及自动喷淋：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若干个土壤水分传感

器，土壤水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水分信息，同时土壤水分传感器通过无

线通讯与自动喷淋装置连接，能够控制自动喷淋装置自动对茶树进行喷淋；

[0042] (7)土壤养分监测以及自动施肥：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若干个土壤养分传感

器，土壤养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养分信息，同时土壤养分传感器通过无

线通讯与自动施肥装置连接，能够控制自动施肥装置自动对茶树进行施肥；

[0043] (8)定期病虫害防治：在每排茶树的侧边设置自动喷药装置，每隔10-15天喷施一

次无公害杀虫剂；

[0044] (9)茶树修剪：每季进行茶行边缘修剪，控制茶树间距为26-30cm，根据茶树品种控

制茶树高度为0.6-1m；

[0045] (10)茶树花期处理：在茶树盛花期前1～2天，喷施疏花剂，在茶树进入盛花期一周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1567498 A

6



内，喷施疏花剂，对茶树进行疏花处理，以提高茶叶果实的产量；

[0046] (11)茶树授粉：在种植土地中引入蜜蜂，利用蜜蜂进行授粉；

[0047] (12)果实采收：对茶树的果实进行采收。

[0048] 具体的，步骤(2)中，育苗的具体方法为：

[0049] 1)从茶叶籽高产的母树上剪取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扦插穗，保留一芽一叶，长度修

剪为9～10cm，上端口斜剪，下端口斜剪，得茶树扦插条；

[0050] 2)扦插前2～3天，将茶树扦插条的上端口和下端口用2％～3％的硫酸亚铁溶液消

毒，消毒完成将茶树扦插条浸没于生根促进剂水杨酸中5～10分钟，沥液捞出，得处理茶树

扦插条；

[0051] 3)将处理茶树扦插条扦插于塑料大棚的育苗基质内，扦插深度为2.9～3.1cm。

[0052] 具体的，步骤(3)中，基肥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鸡鸭粪35～50份、草木灰40

～50份、微生物菌剂10～15份。

[0053] 具体的，步骤(6)中，自动喷淋装置包括固定架、储水箱、水泵和喷淋管，固定架设

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固定架上缠绕有喷淋管，喷淋管的一端连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水泵的

进水端连接在储水箱内，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与土壤水分传

感器连接。

[0054] 具体的，步骤(7)中，自动施肥装置包括固定架、肥料箱、水泵和施肥管，固定架为

自动喷淋装置的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固定架上缠绕有施肥管，施肥管的一端连

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肥料箱内，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通

过无线通讯与土壤养分传感器连接。

[0055] 具体的，步骤(8)中，自动喷药装置包括固定架、药水箱、水泵、喷药管和计时器，固

定架为自动喷淋装置的固定架，设置在每排茶树的侧边，固定架上缠绕有喷药管，喷药管的

一端连接在水泵的出水端，水泵的进水端连接在药水箱内，水泵的启停通过控制器控制，控

制器通过无线通讯与计时器连接。

[0056] 具体的，步骤(10)中，疏花剂为甲酸钙疏花剂，甲酸钙疏花剂的甲酸钙浓度为10～

25mg/L，甲壳素含量为疏花剂药液总量的0.5～2.5wt％。

[005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品种选择：选用茶叶籽高产的茶树品种；育苗：从

茶叶籽高产的母树上剪取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扦插穗，保留一芽一叶，长度修剪为9～10cm，

上端口斜剪，下端口斜剪，得茶树扦插条，扦插前2～3天，将茶树扦插条的上端口和下端口

用2％～3％的硫酸亚铁溶液消毒，消毒完成将茶树扦插条浸没于生根促进剂水杨酸中5～

10分钟，沥液捞出，得处理茶树扦插条，将处理茶树扦插条扦插于塑料大棚的育苗基质内，

扦插深度为2.9～3.1cm，扦插后利用大棚调控插穗幼苗的湿度、温度与透光率，插穗生根生

长后撤去大棚，逐渐炼苗；土壤管理：一次翻新种植地土壤，翻新深度在15公分左右，清理杂

草和石头，暴晒一周，消灭浅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菌，加入基肥，二次翻新种植地土地，

翻新深度在40公分左右，清理杂草和石头，暴晒一周，再次消灭深层土壤中的有害虫卵和细

菌，加入搅拌均匀的基肥和腐熟松针土；开沟：按行距3-4米开深0.4-0.5米、宽0.6米的栽植

沟；茶苗定植：在栽植沟底部覆一层干草树叶，选择多分枝、无病枝的茶树苗，带土移栽，填

土压实，为茶树浇透水并进行修剪；土壤湿度监测以及自动喷淋：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入

若干个土壤水分传感器，土壤水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水分信息，若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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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较少，土壤水分传感器将数据传至控制器中，控制器控制水泵启动，将储水箱中的

水源引入喷淋管中，由喷淋管进行喷淋补充水分，土壤水分传感器检测水分充足时，将数据

传递至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水泵停止；土壤养分监测以及自动施肥：在每排茶树的土壤中插

入若干个土壤养分传感器，土壤养分传感器能够测量每排茶树根区土壤的养分信息，若土

壤养分较少，土壤养分传感器将数据传至控制器中，控制器控制水泵启动，将肥料箱中的肥

料引入施肥管中，由施肥管进行施肥补充养分，土壤养分传感器检测养分充足时，将数据传

递至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水泵停止；定期病虫害防治：计时器计时，每隔10-15天，将数据传

递至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水泵启动，将药水箱中的无公害杀虫剂引入喷药管中进行喷洒，喷

洒完成，控制器控制水泵停止；茶树修剪：每季进行茶行边缘修剪，控制茶树间距为26-

30cm，根据茶树品种控制茶树高度为0.6-1m；茶树花期处理：在茶树盛花期前1～2天，喷施

疏花剂，在茶树进入盛花期一周内，喷施疏花剂，对茶树进行疏花处理，以提高茶叶果实的

产量；茶树授粉：在种植土地中引入蜜蜂，利用蜜蜂进行授粉；果实采收：对茶树的果实进行

采收。

[005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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