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011266.8

(22)申请日 2020.09.23

(71)申请人 桃江佛座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413000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灰山港

镇灰山港村佛座坳组

    申请人 益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72)发明人 卢和平　周雯　莫军　杨石奇　

文蓉　邹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中海宏图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3224

代理人 罗霞

(51)Int.Cl.

A01G 22/05(2018.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1)品种选择；2)育苗；3)假植；4)整地

施肥；5)移栽、田间管理；6)剪枝再生；7)再次剪

枝再生。本发明实现了一次种植、多次采收，达到

高产、高质、高效的目的，不仅省时、省力，还大大

提高茄子周年产量。本发明通过选用特定的育苗

基质进行假植，并配合控水控肥等操作，使得茄

苗健壮、整齐，并能提早分化花芽，增加前期产

量；同时再通过后期移栽田间管理及剪植再生等

实现一次种植，三茬采收，每次剪枝后再生的枝

条生长势强，果实不但个大而且色正，产量高、商

品性佳，延长了采收期，并且采收时间正是茄子

上市淡季，市场价格较高，能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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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品种选择：选择植株生长势强，枝干再生能力强、易发侧枝，根系发达，吸收能力强，

抗病力强、抗逆性强，结果能力强，坐果率高的茄子品种；

2)育苗：9月下旬开始育苗，播种前平整好棚内苗床，把种子均匀撒播床面，保持湿度，

防止板结，提高地温，加快出苗；

3)假植：10月下旬使用育苗基质将茄子苗假植至营养钵，其中育苗基质中有机质含量

≥35％，pH值为5.5-7.0；并在假植后期进行控水控肥；

4)整地施肥：将土壤进行深耕，并施有机肥和复合肥；

5)移栽、田间管理：次年2月中下旬，当茄子苗开始现蕾，将苗子带花移栽至大棚内，种

植密度为1000-1200株每亩，若气温较低可加盖小拱棚；3月中旬，摘掉门茄，整枝，追肥；盛

果期结合中耕培土，追肥，并做好病虫害防治，重点防治灰霉病与红蜘蛛，从4月中旬开始采

收上市；

6)剪枝再生：7月上旬将茄树地上枝30cm以上全部剪去，留长势好、粗壮的侧芽2-4个，

其余枝芽全部打掉，剪枝前15天施肥促壮，同时为了减少剪枝后病虫害的发生，剪枝前做好

病虫害防治；剪枝后若气温偏高可用遮阳网覆盖塑料大棚；在第一个茄子坐果后及时追肥，

8月上旬开始采收第二茬；

7)再次剪枝再生：9月下旬重复6)的步骤，坐果后及时追肥，重点防控粉虱，11月上旬开

始采收第三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肥按

1000kg/亩施用，有机肥中的有机质含量≥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合肥为氮磷

钾元素比为16:16:16的肥料，按50kg/亩施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整枝为双杆整

枝，即除主干外，再留第一花序下的一条侧枝，而把其它侧枝全部去掉，使选苗的侧枝与主

干同样生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追肥采用水溶

性肥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灰霉病采用速

克灵与腐霉利防治。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红蜘蛛采用扫

蛛灵和虫螨克防治。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虱采用黄板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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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种植方法，特别指一种茄子的再生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茄子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种植区域广泛，其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其中维生素P的含量很高，每100克中即含750

毫克维生素P,能增强人体细胞间的黏着力，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减低脆性及渗透性，防止

微血管破裂出血。茄子纤维中所含的维生素C和皂草甙，具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茄子所含

的B族维生素对痛经、慢性胃炎及肾炎水肿等也有一定辅助治疗作用，具有清热活血化瘀、

利尿消肿、宽肠之功效。所以茄子是备受大众喜爱的蔬菜之一。

[0003] 茄子喜高温，冬春季节不适合露地栽培。目前大多利用塑料大棚实现茄子春提早

栽培和秋延后栽培，以保证茄子的周年供应，但每茬都需要浸种、催芽、育苗和移栽定植，不

仅耗费时间又要投入人力物力，经济效益难以提高。

[0004] CN104663232B公开了一种茄子多茬栽培方法，该方法通过在头茬采收后的茄子植

株的修剪和施肥过程中，适时运用抗病毒、抗感染、低残留的特殊配方农药，同时配合一整

套科学的田间管理办法，实现茄子的多产高产，并且保证了多茬茄子的品质不降低。但是该

方法需要药物干预，存在一定的安全性，而且药物的配制、施用等操作都较为麻烦，增加了

栽培的劳动强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加以改进和创新，提供一种茄

子的再生栽培方法

[0006] 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品种选择：选择植株生长势强，枝干再生能力强、易发侧枝，根系发达，吸收能力

强，抗病力强、抗逆性强，结果能力强，坐果率高的茄子品种。

[0008] 2)育苗：9月下旬开始育苗，播种前平整好棚内苗床，把种子均匀撒播床面，保持湿

度，防止板结，提高地温，加快出苗。

[0009] 3)假植：10月下旬使用育苗基质将茄子苗假植至营养钵，其中育苗基质中有机质

含量≥35％，pH值为5.5-7.0；并在假植后期进行控水控肥。

[0010] 4)整地施肥：将土壤进行深耕，并施有机肥和复合肥。

[0011] 5)移栽、田间管理：次年2月中下旬，当茄子苗开始现蕾，将苗子带花移栽至大棚

内，种植密度为1000-1200株每亩，若气温较低可加盖小拱棚；3月中旬，摘掉门茄，整枝，追

肥；盛果期结合中耕培土，追肥，并做好病虫害防治，重点防治灰霉病与红蜘蛛，从4月中旬

开始采收上市。

[0012] 6)剪枝再生：7月上旬将茄树地上枝30cm以上全部剪去，留长势好、粗壮的侧芽2-4

个，其余枝芽全部打掉，剪枝前15天施肥促壮，同时为了减少剪枝后病虫害的发生，剪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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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病虫害防治；剪枝后若气温偏高可用遮阳网覆盖塑料大棚；在第一个茄子坐果后及时

追肥，8月上旬开始采收第二茬。

[0013] 7)再次剪枝再生：9月下旬重复6)的步骤，坐果后及时追肥，重点防控粉虱，11月上

旬开始采收第三茬。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有机肥按1000kg/亩施用，有机肥中的有机质含量≥45％。优选的，

所述的复合肥为氮磷钾元素比为16:16:16的肥料，按50kg/亩施用。通过具体肥料的选择，

以及控制有机肥和复合肥的施用量，既保证了后期多茬茄子的生长需求，又不会因用肥过

量对植物和土壤造成不良影响。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整枝为双杆整枝，即除主干外，再留第一花序下的一条侧枝，而把

其它侧枝全部去掉，使选苗的侧枝与主干同样生长，确保了选枝的有效生长，为再生的产量

和品质提供了保障。

[0016] 优选的，所述的追肥采用水溶性肥料，施用方便，利于吸收。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灰霉病采用速克灵与腐霉利，按常规方法防治即可。

[0018] 优选的，所述的红蜘蛛采用扫蛛灵和虫螨克，按常规方法防治即可。

[0019] 优选的，所述的粉虱采用黄板，按常规方法防控即可。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实现了一次种植、多次采收，达到高产、高质、高效的目的，不仅省时、省力，

还大大提高茄子周年产量。

[0022] 本发明在移栽前假植，假植有利于培育健壮、整齐的秧苗且使花芽提早分化，增加

前期产量等。假植使苗子有充足的成长空间，可以避免因苗子拥挤、相互竞争养分而导致的

苗子细弱、病虫害增多等问题，改善了子苗生长的土壤与通风透光条件，更好地培育壮苗。

此外在假植后期可通过控水控肥来达到提前花芽分化的目的，提早开花结果。

[0023] 本发明实现一次种植，三茬采收，每次剪枝后再生的枝条生长势强，果实不但个大

而且色正，产量高、商品性佳。并且采收时间正是茄子上市淡季，市场价格较高，能提高经济

效益。第一茬采收：4月中旬，在“春提早”茄子上市前，即可开始采收上市，能获得较高的市

场价格。第二茬采收：8月上旬开始采收，可持续采收至9月中旬，正值茄子价格较高、市场需

求量大。第三茬采收：11月再次开始采收，正是秋果上市淡季，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给出了本发明的几个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

发明的公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5]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中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目的，不是

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1、品种选择：选择植株生长势强，枝干再生能力强、易发侧枝，根系发达，吸收能力

强，抗病力强、抗逆性强，结果能力强，坐果率高的茄子品种，本例选用早丰茄2号。

[0028] 2、育苗：9月下旬开始育苗，播种前平整好棚内苗床，用60℃温水浸泡种子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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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种子均匀撒播床面，保持湿度，防止板结，提高地温，加快出苗。

[0029] 3、假植：10月下旬使用育苗基质将茄子苗假植至营养钵，育苗基质中有机质含量

≥35％，pH值为5.5-7.0，营养钵大小为9cm(钵口直径)*9cm(钵高)。在假植后期进行控水控

肥。

[0030] 控水控肥具体操作方法：在控水阶段基本不浇水，当幼苗缺水暂时萎蔫后，只浇平

常的一半水，或者洒些水；控肥阶段不施肥。控水控肥的目的在于抑制植株发芽长新叶，使

植株养分全部供应到老叶上，枝条木质化，促进花芽分化。只有降低细胞的合成速度,使细

胞降解代谢速度大于合成速度,花芽分化基因才能被活化。同时控水控肥能够增加透气性，

促进侧根生长，提高移栽成活率。

[0031] 4、整地施肥：将土壤进行深耕并施有机肥和复合肥。每亩施用1000kg有机肥，其中

有机质含量≥45％(有机肥行业标准)；每亩施用复合肥50kg，其氮磷钾元素比为16:16:16。

[0032] 5、移栽、田间管理：次年2月中下旬，当茄子苗开始现蕾，将苗子带花移栽至大棚

内，种植密度为1200株每亩。若气温较低可加盖小拱棚。3月中旬，摘掉门茄，即摘掉茄树第

一次分枝时长出的茄子。然后整枝，为双杆整枝，除主干外，再留第一花序下的一条侧枝，而

把其它侧枝全部去掉，使选苗的侧枝与主干同样生长。并及时追肥，前期追肥每次施用氮磷

钾元素比为20:20:20的水溶性肥料2kg/亩，挂果后追肥施用氮磷钾元素比为5:10:40的水

溶性肥料1.5kg/亩，盛果期可结合中耕培土，追肥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并做好病虫害防治，

重点防治灰霉病与红蜘蛛，从4月中旬开始采收上市。

[0033] 假植并控水控肥与直播后直接移栽对比情况表：

[0034]

[0035] 6、剪枝再生：7月上旬将茄树地上枝30cm以上全部剪去，留长势好、粗壮的侧芽2-4

个，其余枝芽全部打掉，剪枝前15天施肥促壮，同时为了减少剪枝后病虫害的发生，剪枝前

做好病虫害防治。剪枝后若气温偏高可用遮阳网覆盖塑料大棚。在第一个茄子坐果后及时

追肥，8月上旬开始采收第二茬。

[0036] 7、再次剪枝再生：9月下旬重复上步操作，坐果后及时追肥，重点防控粉虱，11月上

旬开始采收第三茬。

[0037] 实施例2：

[0038] 1、品种选择：选择植株生长势强，枝干再生能力强、易发侧枝，根系发达，吸收能力

强，抗病力强、抗逆性强，结果能力强，坐果率高的茄子品种，本例选用早丰茄1号。

[0039] 2、育苗：9月下旬开始育苗，播种前平整好棚内苗床，用60℃温水浸泡种子15min，

然后将种子均匀撒播床面，保持湿度，防止板结，提高地温，加快出苗。

[0040] 3、假植：10月下旬使用育苗基质将茄子苗假植至营养钵，育苗基质中有机质含量

≥40％，pH值为5.5-6.5，营养钵大小为9cm(钵口直径)*9cm(钵高)。在假植后期进行控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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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0041] 4、整地施肥：将土壤进行深耕并施有机肥和复合肥。每亩施用1000kg生物有机肥，

其中有机质含量≥45％；每亩施用复合肥50kg，其氮磷钾元素比为16:16:16。

[0042] 5、移栽、田间管理：次年2月中下旬，当茄子苗开始现蕾，将苗子带花移栽至大棚

内，种植密度为1000株每亩。若气温较低可加盖小拱棚。3月中旬，摘掉门茄，即摘掉茄树第

一次分枝时长出的茄子。然后整枝，为双杆整枝，除主干外，再留第一花序下的一条侧枝，而

把其它侧枝全部去掉，使选苗的侧枝与主干同样生长。并及时追肥，前期追肥每次施用氮磷

钾元素比为20:20:20的水溶性肥料2kg/亩，挂果后追肥施用氮磷钾元素比为5:10:40的水

溶性肥料1.5kg/亩，盛果期可结合中耕培土，追肥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并做好病虫害防治，

重点防治灰霉病与红蜘蛛，从4月中旬开始采收上市。

[0043] 6、剪枝再生：7月上旬将茄树地上枝30cm以上全部剪去，留长势好、粗壮的侧芽2-4

个，其余枝芽全部打掉，剪枝前15天施肥促壮，同时为了减少剪枝后病虫害的发生，剪枝前

做好病虫害防治。剪枝后若气温偏高可用遮阳网覆盖塑料大棚。在第一个茄子坐果后及时

追肥，8月上旬开始采收第二茬。

[0044] 7、再次剪枝再生：9月下旬重复上步操作，坐果后及时追肥，重点防控粉虱，11月上

旬开始采收第三茬。

[0045] 实施例1、2的采收及产量记录：

[0046]

[0047] 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

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本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

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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