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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

连作土壤处理方法，所述处理方法为将重茬克星

与土改按1∶1的比例均匀混合，定植前按每亩

1.5kg的标准均匀穴施，之后再按每亩1500kg的

标准灌注浓度为1.25％红糖水溶液。或定植前将

B1619按6克/株的用量均匀的撒入定植沟穴中，

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

活苗后按4克/株的量将B1619施于植株根部。本

发明的方法没有采用有害药剂，有机环保，符合

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并且该方法能够有效的克

服连作障碍，减轻连作对草莓生长及产量的影

响，促进草莓生长及连续生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9页

CN 108575608 B

2020.07.10

CN
 1
08
57
56
08
 B



1.一种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具体为：

将重茬克星与土改按1∶1的比例均匀混合，定植前按每亩1.5kg的标准均匀穴施，之后再按

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浓度为1.25％红糖水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处理方法还可以为：定植前将B1619按6克/株的用量均匀的撒入定植沟穴中，再按每亩

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活苗后按4克/株的量将B1619施于植株根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灌

注1.25％红糖水溶液后，增加用太阳能热水灌注这一步骤，具体是按照15L/m2的标准灌注

62～68℃的太阳能热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处理方法还可以为：定植前用宁盾一号A型剂2.5％稀释液100kg灌注土壤，宁盾一号B型剂

1.25％稀释液100kg灌注土壤，最后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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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草莓土壤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

壤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连作的土壤中，由于草莓对土壤营养元素的消耗，生产上往往会使用过量的化

肥，从而使土壤的含盐量一直增加，而硫酸根离子、钙离子、硝酸根离子、氯离子等一些离子

的增加会引发土壤的次生盐渍化(洪春来等，2013)。这些离子的积累，会导致土壤渗透势增

加，从而导致草莓根系的吸水、吸肥能力减弱，进一步会引发草莓的一些缺素症状，最后会

导致草莓生长育受阻，果实品质和产量的下降。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连作的土壤中，氢离

子的浓度会逐渐增加，导致pH值下降引起土壤酸化致使植株养分吸收异常。

[0003] 土壤消毒是减轻草莓连作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以前人们常用一些化学土壤消

毒剂进行土壤消毒。但化学消毒剂往往会对环境产生一些危害。比如种植户用溴甲烷进行

土壤熏蒸，可以杀灭土壤中大多数的细菌真菌以及线虫，减轻连作障碍的效果十分好。但是

使用溴甲烷会对臭氧照成严重的危害，这两年溴甲烷已经被禁止。因此我们急需寻找新型

环保的方法来替代这些化学消毒剂。比如土壤蒸汽消毒法，这是一种用80～100℃蒸汽来杀

灭土壤中的土传病原微生物和杂草的办法。通过提前在土壤深层埋入的管子上的小孔释放

蒸汽，让其逐渐渗入土壤中，这样能杀灭大部分的土壤中细菌真菌以及线虫。效果可以与溴

甲烷土壤熏蒸媲美。但此方法成本较高，一般种植户承受不起。所以现在生产上往往利用太

阳能进行消毒，在6月到7月间对大棚土壤进行灌水，并在之后覆上塑料薄膜进行高温闷棚，

在夏季阳光的照射下，棚内温度可高达50度，土壤温度可高达70度。

[0004] 虽然上述方法能够大幅度的减轻连作障碍的影响，但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因此，有

必要研究一些新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草莓连作土壤处理方法，该方法能够改善土壤，

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促进草莓生长及生产的连作土壤处理方法，所述处理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0008] 一、将重茬克星与土改按1∶1的比例均匀混合，定植前按每亩1.5kg的标准均匀穴

施，之后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浓度为1.25％红糖水溶液。

[0009] 二、定植前将B1619按6克/株的用量均匀的撒入定植沟穴中，再按每亩1500kg的标

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活苗后按4克/株的量将B1619施于植株根部。

[0010] 三、定植前将B1619按6克/株的用量均匀的撒入定植沟穴中，再按每亩1500kg的标

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按照15L/m2的标准灌注62～68℃的太阳能热水，活苗后按4克/

株的量将B1619施于植株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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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四、定植前用宁盾一号A型剂2.5％稀释液100kg灌注土壤，宁盾一号B型剂1.25％

稀释液100kg灌注土壤，最后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

[0012] 本发明通过试验证明，上述四种方法均能提前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方

法一、二、四均能增加草莓株高、冠幅、叶长、叶宽和茎粗。

[0013] 并且，上述四种方法均能降低草莓的枯萎病发病率，并且还能提高草莓的产量。综

合各种指标，优选的两个方法为：方法一和方法二。

[0014] 本发明的方法没有采用有害药剂，有机环保，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并且该方

法能够有效的克服连作障碍，减轻连作对草莓生长及产量的影响，促进草莓生长及连续生

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16] 实施例

[0017] 一、材料与方法

[0018] 1.1试验材料

[0019] 供试材料为镇江农科所高架栽培大棚内原地留种的母株匍匐茎上着生的子株繁

育的红颊草莓。重茬克星(由北京天助益农科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每克中含有26亿个微生

物菌群和病菌干扰素以及对镰刀菌有特效杀灭作用的专利成分ADT的生物菌素肥，其剂型

为粉剂。其在土壤中迅速裂变、繁殖具有以菌克菌生物防治土传病害的功能)、土改(由北京

天助益农科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高效含微量元素型多功能微生物菌剂。其能解决植株微量

元素吸收难、利用率低等问题，其剂型为粉剂)、宁盾一号A型剂(由无锡本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一种有效成分为芽孢杆菌的液体菌剂，其能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农作物的免

疫能力和抗逆能力)宁盾一号B型剂(由无锡本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有效成分为

芽孢杆菌(有效活菌数≥2亿CFU/ml)的液体菌剂，其能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农作物的免疫

能力和抗逆能力)、B1619：2亿活芽孢/克解淀粉芽孢杆菌B1619水分散粒剂(其是由江苏省

农业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制并由江苏省苏科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种生防菌剂。

B1619可有效控制枯黄萎病和根结线虫病，抑制土传病害发生和侵染，实现以菌治菌和土壤

的生态修复)和粘细菌菌液(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制备)。

[0020] 试验用地在镇江农科所草莓高架种植大棚内。

[0021] 需要的工具有：电子称、硬度计、便携式糖度计、直尺、游标卡尺。

[0022] 1.2方法

[0023] 1.2.1草莓定植前对土壤进行不同处理

[0024] 处理1：在西1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定植前按每亩750kg的标准灌注7.7％红

糖水溶液。

[0025] 处理2：在西2垄和西6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将重茬克星与土改按1∶1的比例

均匀混合，定植前按每亩1.5kg的标准均匀穴施。之后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

糖水溶液。

[0026] 处理3：在西3、西7和西9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定植前将B1619按6克/株的用

量均匀的撒入定植沟穴中。之后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活苗后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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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株的量将B1619施于植株根部，然后灌水。

[0027] 处理4：在西10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定植前将B1619按6克/株的用量均匀的

撒入定植沟穴中。再按每亩1500kg的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之后再用太阳能热水灌

注。活苗后按4克/株的量将B1619施于植株根部，然后灌水。

[0028] 处理5：在西4垄和西8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定植前用宁盾一号A型剂2.5％稀

释液100kg灌注土壤，宁盾一号B型剂1.25％稀释液100kg灌注土壤，最后再按每亩1500kg的

标准灌注1.25％红糖水溶液。

[0029] 处理6：在西5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定植前用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

[0030] 处理7：在西11垄进行试验，设置3次重复。活苗后用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制

备的粘细菌菌液对植株进行灌根处理，每株用量25ml。

[0031] 处理8：在西11垄试验，设置3次重复，作为空白对照。

[0032] 1.2.2栽后管理

[0033] 定植后一周内要充分人工浇水保证幼苗的存活率，已见湿不涝为标准。及时摘除

病叶、老叶、黄化叶及葡匐茎。及时去除病株。现蕾前要及时覆上地膜，地膜以黑色为好，用

来控制土壤温度以及抑制一些杂草的生长。草莓对水肥的需求量较高，要及时施肥浇水，采

用膜下滴灌的方式，整个生长周期肥水滴灌5次左右，氮肥的施加不需要太多，主要是施加

磷肥和钾肥以及一些微量元素。试验大棚有三层薄膜，根据不同时段不同气温及时调整覆

膜层数来调控温度到适宜草莓生长的程度。

[0034] 因为大棚长期密闭，空气流动性差，草莓授粉的情况往往不好，这样会导致畸形果

的产生，所以我们要在大棚内养峰来辅助授粉，往往一个标准大棚养一箱蜂。

[0035] 1.2.3病虫害管理

[0036] 草莓极易感病虫害。常见的草莓病害有要病害有根腐病、萎凋病、青枯病、炭疽病

等。常见的草莓虫害有红蜘蛛、蛴螬、小地老虎、蚜虫、蜗牛、蝼蛄等(向发云，2016)。在防治

上我们要做到以防为主，综合防治。首先是物理防治，我们可以通过及时发现并清除病株病

叶，人工捕虫，色诱板与杀虫灯捕虫等来减轻草莓的病虫害。在化学防治方面，我们要选取

低毒甚至无毒的农药，最好是生物农药来进行防治。尽量提高农药的间隔使用期。

[0037] 1.2.4采收

[0038] 由于草莓是陆续分批成熟的，所以我们也要分批采收，在每天黄昏左右进行采收，

这时温度低，不易引起机械损伤，采那些顶端已着色且硬度适宜的草莓果实。采收后放到干

净的水果包装盒中。

[0039] 1.2.5观察并测定相关数据

[0040] 观察并记录不同处理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及盛花期。在草莓的采收期，也是在每

个处理的每个重复中选取3株有代表性的植株并测出他们的株高、冠幅、冠幅、叶长、叶宽、

叶柄长、叶柄粗、花序梗长、花序梗粗、花梗长、花梗粗。在草莓整个生长期，仔细观察有无病

苗，一旦发现立即除去病苗并及时补栽新苗并记录病苗数，移栽的新苗要做上标记避免重

复计数增大草莓的感病率。在草莓采收期之前，在每个处理的每个重复中选取3株有代表性

的植株，并加以标记，对每一株标记了的植株所结出的果实都要密切关注即时采收并测定

记录采收的果实的硬度、糖度及重量。

[0041] 具体的测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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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显蕾期：观察并统计25％植株花蕾显露的日期。

[0043] 始花期：观察并统计5％植株有花开放的日期。

[0044] 盛花期：观察并统计75％植株有花开放的日期。

[0045] 植株高度：用直尺量出地面到最高叶片的自然高度。

[0046] 叶片长：用直尺量出中心展开叶往外数第三叶的中心小叶基部至叶先端的长度。

[0047] 叶片宽：用游标卡尺量出中心展开叶往外数第三叶的中心小叶最宽处之宽度。

[0048] 叶柄长度：用游标卡尺量出用直尺量出中心展开叶往外数第三叶从托叶鞘到小叶

着生处的长度。

[0049] 叶柄长宽：用直尺量出中心展开叶往外数第三叶叶柄最宽处之宽度。

[0050] 花序梗长：用直尺量出草莓第一花序从植株基部着生处，到该花序第一个分歧部

位之间的长度。

[0051] 花序梗粗：用游标卡尺量出草莓第一花序从植株基部着生处，到该花序第一分歧

部位之间中部的直径。

[0052] 花梗长：用游标卡尺量出第一花序第一朵花花朵的基部，到该花朵在花序梗上分

歧处之间的长度。

[0053] 花梗粗：用游标卡尺量出第一花序第一朵花朵的基部，到该花朵在花序梗上分歧

处之间的中部的直径。

[0054] 产量：在草莓年生长周期内，单株生产草莓果实的重量即为产量。用电子称测出所

挑选出并标记好的草莓植株整个生长周期内每颗草莓的重量并记录，等到草莓采收结束后

将每株草莓果实的重量加起来即为该株草莓的产量。

[0055] 硬度：在草莓采收后，针对每一个处理随机抽取几颗草莓果实，手握硬度计，使硬

度计压头垂直于草莓果实纵茎的一半处，压头均匀压入草莓果实内，当压头压到刻度线时

停止下压，此时指针所指着的读数即为草莓的硬度。

[0056] 糖度：在草莓采收后，针对每一个处理随机抽取几颗草莓果实，挤出草莓整个果实

的液体，均匀混合后置于糖度计，糖度计读数即为草莓糖度。

[0057] 二、结果与分析

[0058] 2.1不同处理对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及盛花期影响

[0059] 定植后记录各处理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及盛花期。得到到结果如表1。

[0060] 表1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及盛花期

[0061] Table1  The  bud  stage，flowering  stage  and  flowering  stage  of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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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由表1可知处理1、2、3、4、5、6、7均能提前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其中处

理4、处理3以及处理7提前的程度最大。这说明在草莓定植前对土壤灌注7.7％红糖水溶液、

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

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和太阳能热水灌注、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

液与用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以及草莓定植后用粘细菌菌液对草莓进行灌根处理均能提前

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其中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和太阳能热水灌

注以及用粘细菌菌液对草莓进行灌根提前草莓显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的效果最为显著。

[0064] 2.2不同土壤处理对草莓苗期长势的影响

[0065] 在定植一个半月后测定各处理草莓生长状况。得到结果如表2。

[0066] 表2草莓苗期生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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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由表2可知，定植一个半月后，经处理2、3、5、6的土壤上所种植草莓的株高、冠幅、

叶长、叶宽均显著高于处理8的草莓，这说明对土壤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

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用

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均能提高草莓苗期的株高、冠幅、叶长、叶宽。经各处理的土壤上所种

植的草莓的叶柄长与叶柄宽与处理8的草莓无显著差异。经处理2、3、5的土壤上所种植的草

莓的茎粗要显著粗于处理8的草莓，这说明施用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

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均能提

高草莓苗期的茎粗。

[0069] 2.3草莓采收期生长状况

[0070] 在草莓进入采收期后测定各处理草莓生长状况。得到结果如表3。

[0071] 表3草莓采收期的生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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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由表3可知，经处理2、3、5、6的土壤上所种植草莓的株高和冠幅均显著高于处理8

土壤上种植的草莓，这说明对土壤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

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用太阳能热水

进行灌注均能提高草莓采收期的株高和冠幅。经处理3的土壤上所种植草莓在叶长以及叶

柄粗上显著高于处理8土壤上种植的草莓。这说明对土壤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

液能提高草莓的叶长和叶柄粗。经处理1和6的土壤上所种植草莓在叶宽上显著高于经处理

8土壤上种植的草莓。这说明定植前对土壤灌注7.7％红糖水溶液或太阳能热水进行能显著

提高草莓采收期叶宽。经处理1、2、3、4、5、6、7的土壤上所种植草莓的花梗长均高于经处理8

土壤上种植的草莓。这说明在草莓栽培前对土壤灌注7.7％红糖水溶液、施用重茬克星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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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并灌注1 .25％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 .25％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

1.25％红糖水溶液和热水灌注、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用太阳能热水进

行灌注以及草莓定植后用粘细菌菌液对草莓进行灌根处理均能提高草莓的花梗长。经处理

3、5、6土壤上所种植草莓花梗粗均显著高于经处理8土壤上种植的草莓。这说明在草莓栽培

前对土壤灌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

与用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均能提高草莓的花梗粗。经处理1、2、3、4、5、6的土壤上所种植草

莓的花序梗长以和花序梗粗均显著高于经处理8土壤上种植的草莓的花序梗长以及花序梗

粗。这说明在草莓栽培前对土壤灌注7.7％红糖水溶液、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

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和

热水灌注、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用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均能提高草莓

采收期的花序梗长以和花序梗粗。经处理1、2、3、4、5、6、7的土壤上所种植草莓的根茎粗以

及小花数均与经处理8土壤上种植的草莓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所有处理均不能改变草莓的

根茎粗及小花数。

[0074] 2.4不同土壤处理以及不同定植苗对草莓枯萎病发病率的影响

[0075] 在草莓整个生长期观察并统计各处理的枯萎病发病率得到表4。

[0076] 表4草莓枯萎病发病率

[0077]

[0078] 由表4可知，处理1、2、3、4、5、6、7的草莓枯萎病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处理8，这说明在

草莓栽培前对土壤灌注7.7％红糖水溶液、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

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和热水灌注、施

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用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以及草莓定植后用粘细菌

菌液对草莓进行灌根处理均能降低草莓的枯萎病发病率。其中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

糖水溶液和热水灌注对枯萎病的抑制效果最好。

[0079] 2.5产量

[0080] 在2016年12月到2017年3月测定所标记草莓所有成熟果实的重量得到表5。

[0081] 表5草莓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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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0084] 由表5可知，处理2、3、4、5、6的草莓单果重要显著高于处理8草莓，这说明在草莓栽

培前对土壤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施用B1619、施用宁盾一号与用太阳能热水进行灌注均能

提草莓单果重。处理2、5能显著提高草莓的产量，也就是在草莓栽培前对土壤施用重茬克星

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能显著提高草

莓的产量。

[0085] 由试验结果表明所有处理均能提前草莓的显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其中施用

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和太阳能热水灌注以及用粘细菌菌液对草莓进行灌根提前

草莓显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的效果最为显著。所有处理均能一定程度提高草莓的生长势，

其中定植前对土壤施用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施用B1619并灌注

1.25％红糖水溶液、施用宁盾一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效果最为显著。所有处理均能

减低草莓枯萎病发病率，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和热水灌注对枯萎病的抑制效

果最好。其中不同处理在果实品质方面并无太大提升。处理1、2、3、4、5都能提高草莓的产

量，其中在草莓栽培前对土壤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与施用宁盾一

号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能显著提高草莓的产量。综合分析施用重茬克星与土改并灌注

1.25％红糖水溶液(处理2)与施用B1619并灌注1.25％红糖水溶液(处理3)是众多指标处理

中均表现较好的处理。

[0086]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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