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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芹菜的种植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1)选种及种子预处理；2)制作育苗盘并

配制育苗土；3)播种育苗；4)整地施肥；5)定植；

6)田间管理；7)采收。本发明在种子处理时，先进

行低温冷藏，保持芹菜种子活性；再进行超声处

理打破种子休眠后，放入赤霉素水溶液中催芽

后，置于深井中催芽处理，通过上述方法协同处

理，加快了出芽速度，并提高出芽率。试验结果表

明，采用该方法催芽，发芽时间为6天左右，相比

低温冷藏及赤霉素溶液催芽技术，出芽时间提前

1天左右，而且在6天左右时，出芽率达到8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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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芹菜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种及种子预处理

选择颗粒饱满的芹菜种子，将其置于通风透气处，摊放48～60小时，待含水量低于15％

时，放入冷藏室中，在温度为10～17℃、空气湿度为50～70％条件下，催芽9～12小时；取出

后，超声处理3～5分钟，再放入到质量浓度为5mg/kg的赤霉素水溶液浸种10～15分钟，捞出

并用清水冲洗2～3次；沥干水分后，将种子装入棉布袋中，悬吊在水井里离水面0.3～0.5m

处进行催芽，待种子露白率达到85％以上时播种；

2)制作育苗盘并配制育苗土

利用木屑加工方形育苗盘，育苗盘壁高10～20cm，壁厚为0.8～1.5cm，盘底厚度0.5～

0.7cm，且盘底设有透气针孔，针孔密度为50个/dm2，针孔直径大小为0.2cm，做好育苗盘后

向其盘底平铺黑色遮阴网；然后用透气硬纸板将育苗盘分割成若干大小均匀的育苗区，育

苗区长和宽为4～5cm；向每个育苗区中先填入一层沙土，厚度1.5～2.5cm，然后填入一层凹

凸棒土或水锈石粉，厚度0.5～1cm，再填入掺有多菌灵粉剂、FeSO4的湿润田土，厚度为8～

10cm，其中，多菌灵粉剂的添加量为0.01～0.02％，FeSO4的添加量为0.005～0.007％；

3)播种育苗

在育苗盘每个育苗区的中心位置打一个0.6～0.8cm深的小穴，每穴放入2～3粒已发芽

的种子，覆盖湿润沙土，厚度为0.5～1cm，再盖上遮荫网，然后将育苗盘放入育苗室中，控制

室内温度为15～22℃，相对湿度为80～85％，光照强度为自然光的50～70％；待出苗后揭去

遮荫网，育苗区土壤要经常保持湿润；当苗龄达到50～60天，苗高8～12cm时移栽，其中，沙

土中含沙量为5～10％；

4)整地施肥

在靠近水源的阴坡地带，选择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强的砂壤土地块作大田，每亩撤施

生石灰100～120kg，然后深翻入土，烤晒过白，整成宽1.5～1.8m畦；然后亩施腐熟粪肥2000

～2800kg、腐殖酸土肥40～50kg、尿素15～20kg、过磷酸钙20～30kg、硫酸钾10～15kg、硼砂

2～3kg，浅翻入土内，整平整细，闲置4～5天后移栽；

5)定植

定植行距18～22cm，丛距1～2cm，每丛4～5株，边定植边浇好压兜水；

6)田间管理

①中耕除草：芹菜生长前期和中期经历时间长、生长缓慢，田间易滋生杂草，应结合追

肥进行中耕除草，定植后至封垄前，中耕3～4次，中耕结合培土，有利于芹菜生长；

②肥水管理：定植1～2天后，浇1次水，待芹菜长出7～8片叶，进入旺盛生长期后，应4～

6天灌水一次，始终保持土壤湿润；追肥应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缓苗后亩施尿素10～15kg，

磷酸二氢钾2～4kg；定植后一个月亩施40％NPK复合肥15～20kg、磷酸二氢钾2～4kg，以后

每10～15天追肥一次，每次亩施尿素10～15kg，硫酸钾5～10kg；

7)采收：芹菜要适时采收，具体时间应根据市场需求和植株长势决定，采收以在短缩茎

下边下刀，将整株割下，削去根部及黄叶、病叶，甚至上部叶片，顺序装箱；割芹菜以不散叶

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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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芹菜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蔬菜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芹菜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芹菜属伞形科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可分为水芹

和旱芹(香芹)两种，但其功能相近，都是药食兼用植物。旱芹香气较浓，含有大量的铁、维生

素A和维生素C，是一种香辛叶菜类，西餐中用应较多，多作冷盘或菜肴上的装饰，也可作香

辛调料或供生食，特别是吃葱蒜后嚼香芹叶，可消除口齿中的异味。其以茎叶入药，性凉，味

甘、辛，无毒；入肝、胆、心包经。具有清热除烦、平肝的功效，主治高血压、头痛、头晕、暴热烦

渴、黄疸、水肿、小便热涩不利、妇女月经不调、赤白带下、瘰疬、痄腮等症。此外，芹菜含有大

量的胶质性碳酸钙，易被人体吸收，可补充双腿所需钙质，还能预防下半身浮肿。

[0003] 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饮食观念的改变，药食兼用食物越来越受到

人们喜爱，使得芹菜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菜农种植积极性很高，种植面积快速扩大，并形

成规模化种植生产体系。部分菜农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出功能性富营养芹菜种植方案，

如专利CN  104541821  A公开了一种富碘增产芹菜的种植方法，在向苗床施基肥时，加施自

制的碘肥，其中，碘肥的制作方法是：将干海带粉碎至直径为4～6mm，与过85～100目筛的低

品位硅藻土以1：2～3的比例，均匀混合后，通过挤压式造粒机，形成直径为4～6mm的颗粒状

固体碘有机肥。该方法通过在芹菜生长的初期，补充碘元素，得到的含碘芹菜不仅可以为人

体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作为人体有效的食物性补碘的自然来

源，从而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但该方法处理芹菜种子时用赤霉素溶液浸泡后，放在冷凉的地

方催芽，温度保持在15～20℃，并采用常规苗床及常规方法进行种植，存在发芽率低、芹菜

抗性不足，易生虫害，种苗生长后劲不足等问题。

[0004] 专利CN  103782769  A、CN  103385090  A都公开了一种大棚种植芹菜的方法，采用

大棚种植芹菜，虽然克服了季节性问题，但采用常规方法处理种子，并采用传统穴盘种植，

难以改善芹菜出苗率及抗性问题。CN  103798024  A公开了一种芹菜的种植方法，通过晾晒

打破休眠期后，放入凉井水中浸泡5～8小时，捞出再放入5mg/kg的赤霉素溶液中浸泡15～

20分钟，再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放入凉井水中浸泡4～6小时，捞出沥干水分后将种子

放入布袋中悬吊在水井里离水面0.3～0.5m处进行催芽；在播种时，在育苗盘每个大孔里铺

好育苗土，然后打一个0.6～0.8cm深的小穴，每穴放入2～3粒已发芽的种子，覆盖育苗土厚

0.5～1cm，再盖上遮荫网；在未出苗前育苗盆中土壤相对湿度控制在70～80％，待出苗后揭

去遮荫网，育苗土要经常保持湿润；当苗龄达到50～60天，苗高8～12cm时定植；在整地施肥

时，选择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强的砂壤土，每亩撤施生石灰150～200kg深翻入土，烤晒过

白，整成宽1.5～1.8m畦土，亩施腐熟农家肥3000～4000kg、尿素15～20kg、磷酸一铵40～

50kg、硫酸钾10～15kg、硼砂2～3kg、缓释g杀虫颗粒15～20kg，浅翻入土内，整平整细，闲置

4～5天，定植。该方法虽然能够提高芹菜产量，但在育苗时采用常规育苗盘，该盘底部透气

性不足，而且苗盘内营养、通透度等均难以控制，导致育苗效率低，增加芹菜籽用量，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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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芹菜的种植方法，通过低温冷藏，保持芹菜种子活

性；进行超声处理打破种子休眠，再放入赤霉素水溶液中催芽后，置于深井中催芽处理，进

而加快了出芽速度，并提高出芽率；同时，采用自制的育苗盘育苗，该育苗盘底部设有透气

孔，增加种苗根部呼吸强度，加快幼苗生长，实现快速壮苗的目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芹菜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选种及种子预处理

[0009] 选择颗粒饱满的芹菜种子，将其置于通风透气处，摊放48～60小时，待含水量低于

15％时，放入冷藏室中，在温度为10～17℃、空气湿度为50～70％条件下，催芽9～12小时；

取出后，超声处理3～5分钟，再放入到质量浓度为5mg/kg的赤霉素水溶液浸种10～15分钟，

捞出并用清水冲洗2～3次；沥干水分后，将种子装入棉布袋中，悬吊在水井里离水面0.3～

0.5m处进行催芽，待种子露白率达到80％以上时播种；

[0010] 2)制作育苗盘并配制育苗土

[0011] 利用木屑加工方形育苗盘，育苗盘壁高10～20cm，壁厚为0.8～1.5cm，盘底厚度

0.5～0.7cm，且盘底设有透气针孔，针孔密度为50个/dm2，针孔直径大小为0.2cm，做好育苗

盘后向其盘底平铺黑色遮阴网；然后用透气硬纸板将育苗盘分割成若干大小均匀的育苗

区，育苗区长和宽为4～5cm；向每个育苗区中先填入一层沙土，厚度1.5～2.5cm，然后填入

一层凹凸棒土或水锈石粉，厚度0.5～1cm，再填入掺有多菌灵粉剂、FeSO4的湿润田土，厚度

为8～10cm，其中，多菌灵粉剂的添加量为0 .01～0 .02％，FeSO4的添加量为0 .005～

0.007％；

[0012] 3)播种育苗

[0013] 在育苗盘每个育苗区的中心位置打一个0.6～0.8cm深的小穴，每穴放入2～3粒已

发芽的种子，覆盖湿润沙土，厚度为0.5～1cm，再盖上遮荫网，然后将育苗盘放入育苗室中，

控制室内温度为15～22℃，相对湿度为80～85％，光照强度为自然光的50～70％；待出苗后

揭去遮荫网，育苗区土壤要经常保持湿润；当苗龄达到50～60天，苗高8～12cm时移栽，其

中，沙土中含沙量为5～10％；

[0014] 4)整地施肥

[0015] 在靠近水源的阴坡地带，选择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强的砂壤土地块作大田，每亩

撤施生石灰100～120kg，然后深翻入土，烤晒过白，整成宽1.5～1.8m畦；然后亩施腐熟粪肥

2000～2800kg、腐殖酸土肥40～50kg、尿素15～20kg、过磷酸钙20～30kg、硫酸钾10～15kg、

硼砂2～3kg，浅翻入土内，整平整细，闲置4～5天后移栽；

[0016] 5)定植

[0017] 定植行距18～22cm，丛距1～2cm，每丛4～5株，边定植边浇好压兜水；

[0018] 6)田间管理

[0019] ①中耕除草：芹菜生长前期和中期经历时间长、生长缓慢，田间易滋生杂草，应结

合追肥进行中耕除草，定植后至封垄前，中耕3～4次，中耕结合培土，有利于芹菜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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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②肥水管理：定植1～2天后，浇1次水，待芹菜长出7～8片叶，进入旺盛生长期后，

应4～6天灌水一次，始终保持土壤湿润；追肥应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缓苗后亩施尿素10～

15kg，磷酸二氢钾2～4kg；定植后一个月亩施40％NPK复合肥15～20kg、磷酸二氢钾2～4kg，

以后每10～15天追肥一次，每次亩施尿素10～15kg，硫酸钾5～10kg；

[0021] 7)采收：芹菜要适时采收，具体时间应根据市场需求和植株长势决定，采收以在短

缩茎下边下刀，将整株割下，削去根部及黄叶、病叶，甚至上部叶片，顺序装箱；割芹菜以不

散叶为标准。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1)先进行低温冷藏，保持芹菜种子活性；再进行超声处理打破种子休眠后，放入赤

霉素水溶液中催芽后，置于深井中催芽处理，通过上述方法协同处理，加快了出芽速度，并

提高出芽率。试验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催芽，发芽时间为6天左右，相比低温冷藏及赤霉素

溶液催芽技术，出芽时间提前1天左右，而且在6天左右时，出芽率达到85％以上。

[0024] 2)本发明育苗时采用自制育苗盘，该育苗盘底部设有透气孔，能够增加种苗根部

呼吸强度，加快幼苗生长，且实现快速壮苗；同时向育苗盘中分层填充透气性较好的沙土，

增加种苗根部呼吸强度；再填充吸水材料(水锈石粉或凹凸棒土)，同时还向田土中混入多

菌灵粉剂和FeSO4，吸水材料可保证营养土湿润，为出苗提供良好的水分环境，而FeSO4可刺

激种子内酶的活性，对快速出苗有利。

[0025] 3)本发明播种后，严格控制温度为15～22℃，相对湿度为80～85％，光照强度为自

然光的50～70％，使其始终处于最利于出苗的环境中，保证出苗率，试验证明，通过本发明

方法育苗，出苗率达98.7％左右，且幼苗长势良好，抗病性强。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以便于同领域技术人员

的理解。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芹菜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选种及种子预处理

[0030] 选择颗粒饱满的芹菜种子，将其置于通风透气处，摊放48～60小时，待含水量低于

15％时，放入冷藏室中，在温度为10～17℃、空气湿度为50～70％条件下，催芽9～12小时；

取出后，超声处理3～5分钟，再放入到质量浓度为5mg/kg的赤霉素水溶液浸种10～15分钟，

捞出并用清水冲洗2～3次；沥干水分后，将种子装入棉布袋中，悬吊在水井里离水面0.3～

0.5m处进行催芽，待种子露白率达到85％以上时播种；

[0031] 2)制作育苗盘并配制育苗土

[0032] 利用木屑加工方形育苗盘，育苗盘壁高10～20cm，壁厚为0.8～1.5cm，盘底厚度

0.5～0.7cm，且盘底设有透气针孔，针孔密度为50个/dm2，针孔直径大小为0.2cm，做好育苗

盘后向其盘底平铺黑色遮阴网；然后用透气硬纸板将育苗盘分割成若干大小均匀的育苗

区，育苗区长和宽为4～5cm；向每个育苗区中先填入一层沙土，厚度1.5～2.5cm，然后填入

一层凹凸棒土或水锈石粉，厚度0.5～1cm，再填入掺有多菌灵粉剂、FeSO4的湿润田土，厚度

为8～10cm，其中，多菌灵粉剂的添加量为0 .01～0 .02％，FeSO4的添加量为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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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33] 3)播种育苗

[0034] 在育苗盘每个育苗区的中心位置打一个0.6～0.8cm深的小穴，每穴放入2～3粒已

发芽的种子，覆盖湿润沙土，厚度为0.5～1cm，再盖上遮荫网，然后将育苗盘放入育苗室中，

控制室内温度为15～22℃，相对湿度为80～85％，光照强度为自然光的50～70％；待出苗后

揭去遮荫网，育苗区土壤要经常保持湿润；当苗龄达到50～60天，苗高8～12cm时移栽，其

中，沙土中含沙量为5～10％；

[0035] 4)整地施肥

[0036] 在靠近水源的阴坡地带，选择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强的砂壤土地块作大田，每亩

撤施生石灰100～120kg，然后深翻入土，烤晒过白，整成宽1.5～1.8m畦；然后亩施腐熟粪肥

2000～2800kg、腐殖酸土肥40～50kg、尿素15～20kg、过磷酸钙20～30kg、硫酸钾10～15kg、

硼砂2～3kg，浅翻入土内，整平整细，闲置4～5天后移栽；

[0037] 5)定植

[0038] 定植行距18～22cm，丛距1～2cm，每丛4～5株，边定植边浇好压兜水；

[0039] 6)田间管理

[0040] ①中耕除草：芹菜生长前期和中期经历时间长、生长缓慢，田间易滋生杂草，应结

合追肥进行中耕除草，定植后至封垄前，中耕3～4次，中耕结合培土，有利于芹菜生长；

[0041] ②肥水管理：定植1～2天后，浇1次水，待芹菜长出7～8片叶，进入旺盛生长期后，

应4～6天灌水一次，始终保持土壤湿润；追肥应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缓苗后亩施尿素10～

15kg，磷酸二氢钾2～4kg；定植后一个月亩施40％NPK复合肥15～20kg、磷酸二氢钾2～4kg，

以后每10～15天追肥一次，每次亩施尿素10～15kg，硫酸钾5～10kg；

[0042] 7)采收：芹菜要适时采收，具体时间应根据市场需求和植株长势决定，采收以在短

缩茎下边下刀，将整株割下，削去根部及黄叶、病叶，甚至上部叶片，顺序装箱；割芹菜以不

散叶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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