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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淡秀英
渊四川省威远县铺子湾镇人民政府袁四川威远 642450冤

摘要 本文总结了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袁包括地块选择尧选种催芽尧适时播种尧肥水管理及病害防治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马铃薯高产栽
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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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一种粮菜兼用作物袁营养丰富袁在我国种植广
泛遥在马铃薯种植过程中袁品种退化尧管理粗放和病虫害等
都会导致马铃薯产量降低遥因此袁准确掌握马铃薯高产栽培
技术是顺利推广马铃薯栽培的重要前提袁针对马铃薯种植
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袁是提高马

2 个或者 3 个健全的芽眼位曰然后将谷草铺设在阴凉通风的
室内[3]袁铺设厚度为 4 cm 左右袁将薯块放置于谷草上袁薯块
放置层数为 1 层袁厚度大概在 10 cm 左右袁最多可放置 3 层袁

再利用谷草覆盖薯块进行催芽遥10 d 左右袁马铃薯种薯即可
出芽遥在种薯切块时袁可能会通过切刀传染病毒袁增加烂种尧

铃薯产量和质量的核心内容遥近年来袁威远县马铃薯栽培工

缺苗或者田间发病概率遥因此袁切块催芽时应严格消毒切块

作日益受到重视袁栽培面积不断扩大遥但在实际种植过程中

使用的刀具等遥结合实际情况袁利用恰当的方法开展催芽工

也存在产量较低等问题袁相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需提高对

作袁可有效提升植株存活率遥

马铃薯栽培技术的重视程度袁在客观分析原因的基础上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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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播种

用全新的栽培技术尧采取科学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增加马铃
薯产量袁帮助马铃薯种植户获得更理想的经济效益遥从宏观
角度来说袁马铃薯高产增收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
重要作用遥
1 地块选择
排灌条件较好尧肥力水平较高尧3 年内未种植过马铃薯
和其他茄科作物的地块适宜种植马铃薯遥马铃薯属于地下
茎作物袁冬季马铃薯栽培需要采用封冻前整地的方式促进
土壤熟化袁科学调节土壤中的水尧肥尧气尧热袁满足植株生长
的需求袁这是满足马铃薯高产要求的重要前提遥
威远县秋季马铃薯栽培与冬季马铃薯栽培之间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袁秋季马铃薯栽培可选择水稻茬尧蔬菜茬和玉米
茬地块 遥选择水稻茬开展秋季马铃薯栽培时袁应于收获水
[1]

生育期温度决定马铃薯播种时期遥从理论上说袁当日平

均温度在 15~25 益之间时袁马铃薯才开始结薯袁这段时间特
别适合马铃薯块茎持续生长袁其重量不断提升遥威远县冬季

马铃薯种植时间为 11 月中下旬至 12 月初袁种薯最高播种
量 1 875 kg/hm2遥种植时袁首先是开沟排湿袁尽量增加马铃薯

的土中深度袁最大限度地避免马铃薯种芽受冻遥秋季马铃薯

种植一般在 9 月上旬进行遥种植之前需要用优质堆杂肥作
底肥袁同时还要配施草木灰以及复合肥曰种植完成后袁利用免
耕稻草进行覆盖袁可以有效避免因薯块出现青皮影响品质的

问题遥一般情况下袁大田需要覆盖稻草 22.5 t/hm2袁覆盖厚度
不可以低于 10 cm遥
5

肥水管理

施肥时可底施清粪水 15 t/hm2袁最少不可以低于 12 t/hm2遥

稻时浅留稻桩袁并尽快完成开厢作业袁宽度控制为 2 m尧沟深

为避免出现烂种问题袁施用底肥时严禁使用碳铵遥秋季马铃

2 种薯选择

以利于种薯顺利出苗曰出苗后袁追施碳铵 300 kg/hm2 以及硫

最深可达到 30 cm袁然后取出厢沟中的泥土均匀撒在厢面上遥

为了发挥马铃薯品种自身优势与价值袁满足商品性能较
好尧产量较高的需求袁无论是露地种植还是保护地栽培马铃
薯袁都要结合种植地的区域条件开展马铃薯选种工作遥威远
县开展冬季马铃薯种植时袁最好选择脱毒品种曰除脱毒品种

外袁还可选用适宜鲜食的品种袁如川芋 56尧费乌尧坝薯 10 等袁
这几个品种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袁具有高产特性遥川芋 56

薯种植如果在天气较干旱的情况下播种袁可施适量清粪水袁
酸钾 75 kg/hm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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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防治

6.1

6.1.1

马铃薯早疫病
症状及发生规律遥马铃薯早疫病病原菌属于半知菌

类遥植株残体或者其他寄主植物都是早疫病病原菌生存的
主要载体遥相对于晚疫病来说袁早疫病发病时间较早尧生长

还是威远县种植秋马铃薯时最常使用的一个品种袁具有早

传播速度较慢尧不会过度依赖叶片表面遥马铃薯发生早疫病

熟尧高产尧抗病等优势遥在选择种薯时袁要注意严格筛选袁选

时袁受害部位存在有角的黑色小斑点袁叶缘位置会有褪色的

用无虫眼尧无病斑尧未受冻尧表皮光滑尧芽眼明显尧薯形较正

枯黄组织遥在受害部位不断扩大的同时袁病斑也会逐步成

的种薯袁同时还要考虑休眠期薯块的完整性[2]遥

3 切块催芽

熟袁最后形成凹凸不平的同心圆遥
6.1.2

防治措施遥首先袁从栽培管理工作着手袁为马铃薯生

马铃薯播种之前需要开展科学合理的切块尧催芽作业袁

长提供充足的水肥袁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尧提高植株抗病能力遥

以尽早破除休眠袁满足提早发芽出苗的需求遥催芽时严格遵

其次袁收获马铃薯后需进行深耕灭茬袁有效减少翌年初侵染

循以下方法院首先将马铃薯种薯切块袁要求每块种薯上有

源[4]遥最后袁于马铃薯植株生长稳定期渊马铃薯封垄后冤袁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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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文学院林下套种草珊瑚栽培技术
冬季也可以施 1 次农家肥袁保证土壤的肥力遥肥料的施用量

6 采收与加工

105 kg/hm 或氯化钾 30~45 kg/hm 即可遥

秋季采下 5~10 cm 植株的果实洗干净出售即可遥由于林下草

要严格按照土壤的种植面积进行计算袁一般施入尿素 90~
2

2

4.4 适当遮荫与降温

草珊瑚耐阴性较强袁喜欢漫散射光遥可以在松树林下种
植袁如果夏季的阳光过于强烈袁则必须要通过遮荫的方式避
免出现叶片灼伤或者夜间边缘脱胶等情况曰如果发现夜间
边缘出现病斑袁则必须要通过灌水降温的方式来为草珊瑚生
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曰如果草珊瑚郁闭度过高也会导致生长
发育陷入停滞袁故应该对松树林进行定期修枝管理遥
5 病虫害防治
在草珊瑚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袁只需要适当地对害虫和
病害进行管理即可袁因为草珊瑚抗病抗虫的能力非常强袁目
前并没有严重危害的病虫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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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袁10 d 喷施 1 次遥同时
严密监控马铃薯田间生长状况袁如果发现早疫病症状袁必须

及时喷洒治疗性杀菌剂袁一般用 80%代森锰锌以及 64%杀毒

在生长期可以直接摘下草珊瑚植株底部的老叶袁或者在

珊瑚定植袁当年可产新鲜草珊瑚 1.5~2.0 t袁晒干之后的干品
为 200~300 kg袁且产量能够逐年提高袁可产草珊瑚 60 t/hm2袁

干品 9 000 kg/hm2 以上遥种植草珊瑚具有非常良好的经济
效益[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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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传播再度传染遥
6.2.2

防治措施遥一是选用健康无病的种薯播种袁种薯最好

单收尧单存尧单藏遥二是实时监控天气状况袁尤其是在 8 月一
定要高度重视天气变化遥如果有马铃薯晚疫病症状出现袁必

矾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每隔 7 d 喷洒 1 次袁共喷洒 3 次遥

须及时科学防治遥开花前后袁可定期喷施保护性杀菌剂袁如

6.2.1 症状及发生规律遥凉爽以及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袁最容

剂 500 倍液进行系统性防治袁每隔 7 d 喷 1 次遥

6.2 马铃薯晚疫病

易发生马铃薯晚疫病遥即使在炎热季节袁也可能会形成马铃

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64%杀毒矾可湿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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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3 d 采收 1 次遥

可使用苏云金杆菌 6 号液剂 1 000 倍液袁或 1.8%阿维菌素渊青

采摘时间通常为每年 8 月上旬至 12 月上旬袁结果盛期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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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袁包括选择种植抗冻性强的品种袁增施有机肥增强树势袁

7 采收与储藏

薯晚疫病遥如果长期持续处于潮湿以及凉爽的气候条件
下袁则可以在任何时期或任何地方出现马铃薯晚疫病遥受到
雨水冲刷或者植株较密集的叶冠底部都是马铃薯晚疫病的
主要发病部位袁叶片是马铃薯晚疫病病原传播的主要介质遥

啉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喷洒遥防治棉铃虫尧烟青虫等虫害
青乐冤乳油 3 000 倍液袁或 5%氟虫脲渊卡死克冤乳油 1 500 倍
液交替喷洒遥

8 及时采收

辣椒果实足够膨大尧果肉变硬尧果皮发亮时即可采摘[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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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喷 3耀4 次袁防治炭疽病等[1]遥

树体涂白或刷防冻液以及绑缚麦秸尧防冻带袁根颈部培土等遥

按照果实成熟度标准进行适时采收袁采收时要注意轻

对于遭受轻微冻害的果树袁可以利用砧木蘖条嫁接的方式

拿轻放袁减少人为损伤遥猕猴桃常温下易软化和腐烂袁采收

进行修复曰严重冻害的应及时清除园区袁销毁病株袁并更换

后应尽快销售袁未及时销售的应放入冷库中保存遥

位置进行补栽遥
在全生育期重视病虫草害防治工作袁可采用杀虫灯等
物理防治和杀虫剂尧杀菌剂等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遥
以预防为主袁防治结合遥冬剪后将病残枝集中销毁袁并全园
喷施 3耀5 毅B佴 石硫合剂 1耀2 次曰对主干和基部进行涂白袁涂
白剂按生石灰颐食盐颐水=50颐1颐200 的比例配制而成袁防止成虫
产卵曰早春萌芽前再喷施石硫合剂 1 次袁落花后每隔 2 周

左右袁喷施 1 次 25%多菌灵尧70%甲基托布津或代森锌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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