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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区露地番茄高产栽培技术
桑凤贤
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水产能源工作站袁宁夏隆德 756300冤

摘要 本文总结了露地番茄高产栽培技术袁包括品种选择尧整地施肥尧起垄覆膜尧定植尧定植后管理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
六盘山区发展露地番茄生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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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袁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袁可生吃尧
熟吃或加工成番茄酱等遥番茄还是一味著名的中药袁早在清
朝就被记载遥番茄营养丰富袁具有美容养颜尧预防衰老等多
种功效袁是国民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蔬菜遥由于露地番茄具有

接影响番茄苗的成活率和缓苗速度袁一定要浇透尧浇好曰5 d
后浇缓苗水袁或视当时天气状况而定袁田间不能有积水[2]遥
5 定植后管理
5.1

水分管理

质量好尧价格低尧市场竞争力强尧投资小尧见效快等特点袁通

水分管理的原则是见干见湿遥缓苗后袁根据植株长势决

过合理管理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袁而且六盘山区发展

定是否浇水遥若长势过旺尧土壤水分比较充足袁可不浇水曰如

冷凉蔬菜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袁因而在经济较落后的六盘山
区种植露地番茄是个不错的选择遥为提高农民收入袁近年来

果长势弱尧土壤水分不足袁可轻浇 1 次水遥一般在第一穗果
坐住后尧有核桃大小时袁浇促果水[3]遥以后掌握野三看冶进行浇

隆德县大力推广露地番茄种植袁但是在露地番茄栽培管理中

水袁即晴天浇水袁阴天不浇水曰晴天正中午番茄叶片出现轻

仍存在一些问题袁使露地番茄的质量和产量受到影响遥因

微萎蔫现象袁而早晚能恢复正常袁则需浇水曰挖出植株根部

此袁普及露地番茄的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袁对促进六盘山区露

附近 10 cm 土壤用手稍用力捏袁然后离地面 30 cm 高度落下袁
如果土团散开则需浇水袁若不散开则不浇水遥

地番茄栽培推广具有重要意义遥

5.2

1 品种选择
在六盘山区种植番茄袁应选择耐寒性强尧耐弱光尧坐果

肥分管理
当番茄第一层果实长到核桃大小时应及时追施促果

率高尧抗病性强的高产品种遥通过近几年栽培实践发现袁适

肥袁一般结合第 1 次浇水进行袁追施碳铵 375 kg/hm2 或尿素

89尧鼎盛 1 号尧朝研 299尧金棚一号尧欧凯袁樱桃番茄有千禧尧

水灌入地膜下的暗沟遥铺设滴灌设施的地块最好实行水肥

宜六盘山区种植的粉果型品种有荷兰 218尧荷兰 118尧艾佳
碧娇尧龙女尧翠红尧金童渊黄色冤遥
2 整地施肥

土地深翻 30 cm 以上袁整平耙细遥施肥以有机肥为主[1]袁

番茄第 1 茬施肥标准院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渊鸡粪尧羊粪尧牛

粪冤45~60 t/hm 尧磷酸二铵 525~600 kg/hm 尧钾宝 150 kg/hm 尧
2

2

2

过磷酸钙 750 kg/hm2尧尿素 225 kg/hm2尧硫酸钾 150 kg/hm2遥
以上肥料撒施于地面后用旋耕机旋地袁促使肥土充分混合遥
3 起垄覆膜

采用南北向起垄袁垄高 25~30 cm袁垄底宽 85~90 cm袁垄

上宽 65~70 cm袁垄沟宽 30~35 cm袁选用 1.2 m 或 1.3 m 宽幅

地膜覆盖遥如采用膜下滴灌袁可在起垄后先铺设滴灌带袁然
后覆膜遥
4 定植

露地番茄的栽培苗龄为 2 个月左右袁一般要在定植前

2 个月左右开始播种育苗遥当环境温度在 10 益以上时袁番茄
种子即可发芽遥六盘山地区一般在 2 月底至 3 月中旬育苗袁

4 月底至 5 月上旬定植遥定植时袁实行大小行垄上栽培袁按大

行距 70 cm尧小行距 55 cm尧株距 35 cm 挖穴定植袁每垄双行袁
每穴单株袁定植密度为 5.25 万~5.55 万株/hm2遥栽苗深度以
穴盘苗坨的高度为准袁不宜过深遥定植后浇定植水袁定植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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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kg/hm2遥追肥方法可采用开穴深施或将肥料溶于水中随
一体化遥以后分别在第二尧三穗果膨大期各追肥 1 次袁以腐
熟农家肥或沼渣尧沼液最好袁化肥用磷酸二铵 300 kg/hm2+

硫酸钾 105 kg/hm2袁或三元复合 525~600 kg/hm2遥规定隔一水
追 1 次肥袁每次追肥后浇水遥
5.3 促花保果

每穗花开 3~4 朵以后袁于每天 9院00要10院30 用番茄丰

产剂 2 号渊1 小袋 10 mL 兑水 1 kg冤及时喷花遥喷花时袁在药

液中加少量食品红以作标记袁保证每穗花只喷 1 次袁不能重
复喷遥

5.4 植株调整
大田番茄一般采用单杆整枝法袁当番茄叶腋长出的侧

枝超过 3 cm 时袁应及时打掉袁始终保持 1 个主枝遥无限生长
型品种留 5 层果后袁摘除主枝生长点遥另外袁要注意进行疏
花疏果袁每穗留 3~5 个果袁多余花尧果及时去掉曰并及时摘除

植株下部老叶尧病叶[4]遥番茄第一穗果由绿色转为黄色后袁应
打掉果实下老叶袁只留果实下方 1 片叶遥以后依此类推进行
摘叶处理遥

6 病虫害防治
无公害蔬菜生产时袁病虫害防治应以野预防为主袁综合
防治冶为指导方针袁优先采用农业尧物理和生物防治措施袁科
学使用化学农药袁严禁使用高毒尧高残留农药遥番茄生产中袁
常见的病害有灰霉病尧叶霉病尧早疫病尧晚疫病尧番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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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未芳等院细叶韭垄作栽培的优点及关键技术
内操作完成袁不仅中耕尧松土尧除草时不会踩实苗地袁花序采
收也更加方便快捷袁而且在垄沟中可以同时采收相邻 2 垄
地块两边的花序袁采收效率显著提高遥
2 垄作栽培关键技术
2.1 合理选地
细叶韭生长对土壤环境要求不严格袁但不适宜在低洼

雨少尧春季多干旱袁为了促使移栽苗及时返青袁返青前需尽
早清理移栽苗根部杂物袁用钉齿耙将畦面上的枯叶尧枯薹和
杂草清除干净袁并及时浇水袁促进返青遥
2.5.2

水肥管理遥为了促进细叶韭分蘖袁新叶长出后要注意

适期浇水袁进入旺盛生长时期袁应视具体情况适期追肥尧浇
水袁促进植株生长遥追肥应以氮肥为主袁配合适量磷肥尧钾

易涝地块尧盐碱地种植袁最好选择排水良好尧土质疏松尧肥力

肥袁以加快植株生育进程袁使植株提前开花尧结实袁增加花序

中等尧通透性好的地块进行栽培遥低洼地渗水性差尧排水不
良尧土壤通气性差袁细叶韭易烂根产生蝇蛆袁引起植株死亡遥
2.2 施足底肥
细叶韭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袁一次施足底肥尤其关键遥特

产量遥夏季袁应注意排水防涝遥入秋后袁水分仍然是影响细叶

别要多施有机肥袁充足的有机底肥可以改善土壤结构袁改良
土壤蓄水条件袁提高土壤温度袁中和盐碱尧减少土壤盐分袁增

中耕除草作业需多次进行遥中耕不仅可以增加土壤通气性袁

韭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袁盛花期过后一直到收获结束袁仍
需注意加强肥水管理遥

2.5.3 中耕尧除草管理遥细叶韭每年 5 月就进入快速生长期袁
提高地温袁促使根系发育袁还可以切断土壤毛细管袁减少土

加土壤肥力袁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遥随旋耕施有机肥和硝
酸磷复合肥 750 kg/hm2 左右遥
2.3 整地起垄

壤水分蒸发袁有利于保水遥垄作栽培要注意掌握中耕深度袁

细叶韭垄作栽培可分为宽垄栽培和窄垄栽培遥有关研
究发现袁宽垄栽培更利于田间作业袁对细叶韭生长影响较

伤苗遥垄背杂草要及时清除袁锄干不锄湿袁彻底消灭杂草遥

小袁细叶韭植株生长良好尧品质好尧产量高遥起垄要求院秋季
深耕袁春季土壤解冻后旋耕耙耱袁整地尧南北起垄遥土壤不宜
过湿或太干袁以保持垄土疏松遥起垄规格院110~120 cm 为一
带袁开沟起垄袁垄沟宽 45~50 cm袁垄面宽度以 65~65 cm 为
宜袁垄沟上窄下宽均匀遥
2.4 适期移栽
有灌溉条件的地块袁早春或细叶韭花序采收后的雨季

750~900 mL/hm2遥

均可移栽遥旱地栽培选择在雨季移栽为宜遥移栽要随刨随
栽袁将根系剪至 5~6 cm 长袁把根系放直袁覆盖松土袁压实遥宽
垄栽培一带栽植 3 行袁行距 35~40 cm袁穴距 30~35 cm袁每穴
10~20 株袁覆土厚 4~5 cm遥

2.5 田间管理
2.5.1 返青前管理遥细叶韭返青较早袁北方地区一般前期降

垄底深除袁垄背浅除袁以免伤苗伤根造成减产遥中耕应在晴
天进行袁做到中耕野三忌冶院忌漏除尧忌植株周围不除尧忌伤根
苗心草要用手拔除袁也可使用 2袁4-D 丁酯化学除草袁用量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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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袁要尽量选择低毒尧低残留的农药袁而且

敌袁尤其是露地番茄栽培中病虫害的发生更为频繁遥一般优

达到无公害标准遥

病袁主要虫害有蚜虫尧白粉虱遥病虫害是番茄优质高产的天
先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预防遥一是通过种子处理袁减少病
虫害的发生曰二是通过合理的田间管理袁提高番茄植株的抗
性曰三是培养本地常见病虫害的天敌曰四是利用害虫的生物
特性袁人工诱杀害虫遥如果病虫害仍然发生袁则需要有针对
性地选择农药进行防治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有些消费者比较喜欢鲜食番茄遥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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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效益

双方共生互利尧高矮错层袁充分利用了空间优势遥辣椒
因病虫害发生减轻袁果品质量得到提高袁价格具有竞争优
势曰同时甜玉米因通风透光性好袁穗大粒多袁相比单一种植
辣椒多收嫩鲜甜玉米 6 000~7 500 kg/hm2袁均价 1.4 元/kg袁增
收 9 600~10 500 元/hm2遥
2.3 社会效益

此模式效益高袁提高了单位土壤面积的产出率袁适应性

在番茄上市前 14 d 内禁止使用农药防治病虫害袁确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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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袁对小户或大户规模种植均较实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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