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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茄子的 3 个变种尧植物学特性尧适宜的生长环境条件等方面简单阐述了茄子的特征特性袁并提出了茄子高产栽培技术袁包括
选种尧整地施肥尧播种尧定植尧管理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提高茄子的种植效益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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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渊Olanum melongena L.冤袁属于茄科茄属一年生植物袁

此袁要根据各生长阶段的要求科学灌水遥一般前期植株对水

果实形状有椭圆尧圆形尧梨形等袁颜色包括紫黑尧紫色尧淡绿

分需求量相对较低袁可适当减少浇水量袁而开花结果期需要

色等袁是常用蔬菜之一袁在我国各地广泛栽植[1]遥

加大浇水量遥

1 茄子的特征特性

1.1 3 个变种

1.3.4

土壤条件遥要求土壤的透气性良好袁一旦遇到连续降

水袁为了避免土壤板结袁要及时开沟将田间的水排走袁以免

1.1.1 圆茄遥植株长势高大袁果实个体大袁多呈椭圆球形尧圆

造成茄子根系腐烂尧加重田间各种病害的发生程度遥茄子具

球形袁果皮颜色有黑紫尧紫尧红紫等遥相对于其他变种袁其稍

有较高的耐肥性袁适宜在土壤肥沃尧土质疏松尧有良好排灌

不耐高温湿润气候袁广泛栽植于我国北方地区遥圆茄品种多

条件的微酸性或者偏碱性土壤上生长袁施肥的种类主要是

数熟期中等或偏晚袁品种有六叶茄尧天津二敏茄等遥

氮尧钾肥遥

1.1.2 长茄遥长茄的长势属于中等水平袁果实细长袁呈棒状袁

2 高产栽培技术

长度可超过 30 cm袁果实表皮颜色为淡绿尧紫色或绿色遥此品

2.1

黑茄尧南京紫线茄等遥

地人饮食喜好尧适合当地气候及土壤条件遥种子播种前先置

种耐高温湿润气候袁多数熟期偏早或中等袁品种主要有成都
1.1.3

矮茄遥矮茄的植株长势较矮袁果实个体小袁多数为长

卵形或卵形袁籽多袁品质相对较差袁熟期多数偏早袁包括北京
小圆茄尧济南一窝猴等遥
1.2 植物学特性
茄子属于自花授粉植物袁以其嫩果食用袁具有发达的根

选择品质优良的对路品种袁科学处理种子
品种选择要求综合性状优良尧抗病虫害能力强尧符合当

于 50~55 益的热水中烫种袁其间要一直搅拌袁确保种子漂浮
在水中袁直到水温降至 30 益左右袁捞出稍微沥干袁浸于 1%
高锰酸钾溶液中袁15 min 后捞出清洗干净袁再浸于水温 30 益

左右的温水中 24 h袁其间反复用手揉搓种子袁将种子表面的
黏液充分搓掉袁确保种子彻底泡透遥捞出后用干净的纱布包

系袁根群范围广袁一般深度可达到 1.2~1.6 m袁侧向延伸半

裹袁置于 28 益左右的条件下催芽袁其间每天浇透水 1~2 次袁

30 cm 范围内遥茄子植株的茎长势笔直袁基部带木质曰单叶袁

2.2

径可达到 1.2 m袁主根分布比较集中袁多数分布在土壤表层

互生袁不同品种的叶片尧茎的颜色均有所差异曰花单生袁早熟

连续 4~5 d 后 8 成左右的种子出芽遥
整地袁施基肥

茄子有发达的根系袁吸肥能力较强遥因此袁要选择在土

品种一般主茎上着生 6~8 片叶时开第 1 朵花袁熟期中等或

壤肥力条件好尧保肥能力好尧排灌条件便利尧前 3 年未种植

形状扁圆袁发芽能力强袁发芽力一般可以持续 3~5 年[2]遥

深翻渊深度 25 cm 以上冤袁将大坷垃充分打碎袁施入石灰粉

偏晚的品种则在 8~9 片叶时开第 1 朵花遥茄子种子为黄色袁
1.3 适宜的生长环境条件

1.3.1 温度遥茄子种子发芽需要的温度条件是 30 益左右袁且

要求水分适宜遥幼苗期温度一般要求白天 25 益尧晚上 15~

20 益遥开花结果期适宜的温度在 25~30 益之间袁否则会影响

茄子的生长发育袁比如袁当温度约17 益时袁植株生长受到抑
制曰温度跃35 益时袁如果遇到干旱的气候条件袁则会影响花器
的发育曰如果夜晚温度过高袁则会造成茄子植株呼吸代谢过
于旺盛袁不利于果实生长袁严重的可造成大量僵果[3]遥
1.3.2 光照遥茄子对光照的时间要求不高袁但是对光照强度
有一定要求袁强度过高或者过低均会影响茄子植株积累营养
物质袁降低茄子的产量遥
1.3.3

水分遥茄子长势旺盛袁结果较多袁对水分需求大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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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茄科作物的黏性土地块种植遥定植前 2~3 周袁对地块进行
750~1 200 kg/hm2袁一方面可以对土壤起到一定的消毒效果袁

另一方面可以调节土壤的 pH 值遥移栽前施入充分腐熟的农

家肥 30 t/hm2尧复合肥 750 kg/hm2袁并起宽 1.5 m 左右的高畦
渊高 30 cm 左右冤袁挖宽 30 cm 的沟[4]遥
2.3

适时播种袁培育健壮茄苗

茄子播种的时间要结合栽培目的尧栽培条件尧各地的气

候等因素综合考虑遥如果在早春种植袁则适宜的播期为 12 月

左右袁大棚育苗袁第 2 年 2 月中下旬开始栽植袁采收时间在
4 月底曰如果在秋季栽植袁则宜在 5 月播种袁6 月定植袁8要

9 月采收遥播种量为 225~300 g/hm2遥播种采取撒播的方式袁
可以将种子与细沙充分拌和均匀袁以确保种子均匀分布于
苗床上遥种子出土后袁适当增施磷肥袁为幼苗生长尧根系发

育提供养分袁幼苗期间苗 1~2 次袁控制苗间距在 1~3 cm 之
间遥当苗长出 3~4 片真叶时进行假植袁之后施稀释的人粪
尿 2~3 次遥

王红丽等院茄子的特征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
2.4 定植

茄子定植前袁为了避免损伤秧苗根系袁可在起苗前 3~

4 d 浇透水 1 次袁起苗尽量多带土遥定植宜在温度适宜尧没有
风的晴天进行袁定植深度要求秧苗的子叶与土表相平袁之后
回土尧浇定根水遥定植密度结合栽植的茄子品种特性而定袁
熟期偏早的品种应适当增加定植密度袁晚熟品种可通过适
当增大株行距等降低定植密度曰此外袁种植密度与土壤肥力
也有很大关系袁土壤肥沃的地块适当稀植袁土壤肥力稍低的
地块种植密度可以适当增加遥畦面上双行栽植袁早熟尧晚熟
品种栽植的株行距分别在 50 cm伊40 cm尧75 cm伊45 cm 左右遥
2.5 科学管理

定植后约 2 周袁结合浅中耕除草袁培小土袁少量施肥作提

苗肥袁施入稀释的人粪肥 7.5~15.0 t/hm 遥当茄子植株根茄开
2

始坐果时袁摘除下部侧枝袁避免繁茂的枝叶消耗太多养分袁此
时未封行袁可适当深耕尧除草尧追肥袁追肥宜重渊施硫酸钾复
合肥 75 kg/hm2冤曰茄子生长中后期袁果实大量收获袁为了满足

植株对养分的需求袁每收获 2 次施入复合肥 225~300 kg/hm2袁
并喷适量的磷酸二氢钾稀释溶液等作为叶面肥遥

定植后初期袁茄子对水分需求量不大袁控制田间适当处
于干旱状态袁以更好地分化花芽遥待根茄果实坐稳后袁逐渐
增加浇水量袁确保土壤湿润袁田间有积水时应及时排走遥
茄子植株的枝叶长势旺盛袁为了避免过多的枝叶与果
实争夺营养袁应及时清理无效枝条尧老叶曰当茄子植株高度
达到 40 cm 左右时开始吊枝袁吊绳要固定牢固袁以避免果实
重量增加时坠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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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粮食作物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遥主要表现院淤目前袁在
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耐盐鉴定基本以单盐或混合盐碱进行胁
迫袁与野外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袁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很难在实
际环境中得到应用曰于鉴定技术和鉴定标准集中在发芽期至
苗期袁缺乏统一规范的十字花科作物全生育期耐盐性鉴定技
术规程曰盂耐盐相关的 QTL 定位和基因克隆较少袁可直接应

用于十字花科蔬菜耐盐品种选育及应用的较少曰榆耐盐分
子机理研究不够深入遥针对以上问题袁对十字花科作物耐盐
种质的创新和利用提出以下建议院淤模拟真实的试验条件袁
为种质资源筛选鉴定及引种栽培提供准确的依据曰于加快
耐盐性评价体系的建立与鉴定技术标准的制订袁构建融合多
种技术方法的精准鉴定技术体系曰盂对现有种质资源进行
深度精准挖掘袁筛选创制突变体袁开展耐盐分子机制和耐盐
基因挖掘研究曰榆加快传统育种与分子育种的融合袁利用分
子生物技术手段袁在全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分
子靶点的发掘袁加速耐盐核心种质创制及新品种选育遥
5 参考文献

[1] 郑素珊袁高琛袁黄龙生.盐碱地改良研究[J].河北林业科技袁2014渊3冤院
74.
[2] 黄伟袁毛小报袁陈灵敏袁等.浙江省盐碱地开发利用概况及政策建议[J].
浙江农业科学袁2012袁1渊1冤院1-3.
[3] 徐芬芬袁徐秀芳.NaCl 胁迫对萝卜种子萌发的影响[J].东北农业科学袁
2012袁37渊4冤院48-50.
[4] 梅燚袁祖艳侠袁吴永成袁等.萝卜幼苗在盐胁迫下的生理响应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袁2015袁31渊10冤院49-53.

2.6 病虫害防治
2.6.1 棉疫病遥选择抗病能力强的茄子品种种植曰栽植地选
择在地势较高处曰一旦在田间发现病茄果袁及时将其清理出
去并集中销毁处理曰适当增加磷肥尧钾肥的施入量袁促使植
株长势健壮袁提高植株抗性水平曰前 3 年不可与茄科作物轮
作遥棉疫病一旦在田间大发生袁则难以进行有效的防治袁但
是在刚发生时选择 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尧63%~

65%杀毒矾 M8 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每隔 1 周
左右防治 1 次袁连防 3 次遥
2.6.2 褐纹病遥茄子发生褐纹病后袁可选择 48%~52%代森
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尧48%~52%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具体的防治频次可结合天气等情况确
定袁一般每隔 1 周左右防治 1 次袁连防 3 次即可遥药剂选择

要注意交替使用袁以确保防治效果遥
2.6.3 蚜虫遥蚜虫对黄色表现出一定的趋向性袁可以在茄园
内放黄板诱杀袁也可选择敌敌畏烟熏剂进行熏蒸袁或者选择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 000 倍液等进行喷雾防治遥
2.6.4 茶黄螨遥茄子发生茶黄螨后袁可选择 2%~3%天王星
乳油 2 600 倍液尧72%~75%克螨特乳油 2 500 倍液进行喷雾
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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