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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仁豆绿色栽培技术及优势栽培模式探索
周 岗
渊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农技站袁安徽寿县 232263冤
摘要 介绍了荷仁豆的生物学特性袁总结了荷仁豆绿色栽培技术袁探索了棉套荷仁豆栽培技术尧水稻要荷仁豆水
旱轮作栽培技术 2 种优势栽培模式袁并对 2 种优势栽培模式进行了简单评价袁以期为荷仁豆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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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仁豆又名荷兰豆尧食荚豌豆袁豆科蔬菜袁是以其

2.2 地块选择

嫩荚供食的豌豆品种类型遥 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荷仁

选择中上等肥力尧地势高尧排水方便尧有水源的田块曰

豆栽培始于 1992 年袁 常年种植面积 333.33 hm2 以上遥

10 月中旬袁基施优质土杂肥 45 t/hm2袁精耕细耙袁做

整袁多数改造成水田袁种植面积锐减遥 2020 年种植面积

播前晒种 2~3 d遥

2005 年实施国土资源平整项目袁棉田等旱地进行了平
仅约 33.33 hm 袁虽面积不大袁但依然延续种植袁主要归
2

功于豆荚营养价值高袁富含蛋白质尧糖分尧矿物质和维
生素袁风味鲜美曰收购企业宜于制作罐头尧速冻食品袁

延长品质期袁市场畅销曰豆荚作为蔬菜又是春淡的补
缺品种袁农业生产中是冬作茬口袁利于种植业结构调

1 m 宽渊南北冤的墒袁拉线开沟袁沟宽 27~33 cm尧深 20 cm遥
2.3 适时播种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为最佳播期袁播种量 30.0~

37.5 kg/hm2遥 按行距 24 cm尧 株距 27~30 cm 条播或穴

播袁每穴选健籽 3~4 粒袁穴中丢一匙复混肥后袁用土粪
盖种渊严禁种子离化肥太近袁防烧种烧芽冤袁干旱时要

整遥 荷仁豆种植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袁可解决老

带水点播袁严禁点后大水漫灌遥 盖种后用金都尔或者

弱劳力就业袁利于弱劳力脱贫致富袁是弱劳力脱贫致

禾耐斯 450 mL/hm2 封闭除草遥

富朝阳产业遥 本文对荷仁豆绿色栽培技术和优势栽培
模式进行总结袁以期为荷仁豆产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1 荷仁豆生物学特性

荷仁豆品种最适生长温度为 9~21 益袁不耐热也不

耐寒遥 不同生育期对温度要求有较大差异袁种子发芽
的最低温度为 1~5 益袁但发芽极为缓慢袁最适发芽温
度为 18~20 益袁苗期比较抗寒袁能耐-5 益的低温遥 荷仁
豆根系发达袁耐旱力较强袁但耐湿性差曰土壤渍水袁易
发生烂种尧烂根曰空气湿度大袁易引发病害遥 荷仁豆对
土壤肥力要求不严格袁而对土壤的 pH 值要求较高袁最

适 pH 值为 6.0~6.7袁不耐酸袁耐碱性较强袁pH 值为 8 时
也能生长良好[1]遥

2 荷仁豆绿色栽培技术
2.1 栽培品种选择

蔬菜用软荚品种袁如成驹 30尧台中 11尧农旺 604尧

益农 11 号尧日本札幌 1 号尧美国小白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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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播后管理

2.4.1 幼苗期渊11 月中旬至翌年 2 月下旬冤遥 出苗后至

越冬前袁要轻浅锄 2 次袁去杂草培土防冻曰可撒施干

草木灰 750~1 500 kg/hm2袁以利增土温尧防冻护苗尧补

肥[2]遥 豆苗长势差或原基肥不足的袁应穴施复混肥渊选

用不含氯的复合肥产品冤遥

2.4.2 抽蔓期渊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冤遥 淤早春应注意

排水防渍曰于在野清明冶前遵照绿色农产品生产规程袁

防治潜叶蝇袁每隔 5~7 d 再喷施 1 次袁共喷 2 次曰盂用
竹竿尧树条或高棉材搭牢攀蔓架 1 m 以上遥

2.4.3 开花结荚期渊4 月中旬至 5 月上中旬冤遥 此期间

要勤补肥尧浇水袁并注重防治白粉病尧灰霉病尧疫病尧霜
霉病尧炭疽病尧豆潜叶蝇遥
防治时袁推荐使用生物源农药袁严格遵循绿色农
产品生产规程遥 灰霉病尧疫病防治院淤25%吡唑醚菌酯
悬浮剂 450 L/hm2 兑水 750 kg/hm2袁 在发病初期喷雾袁

每 7 d 喷 1 次袁连续喷 3 次袁但收获前 15 d 停止用药曰
于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 1 500 g/hm2 兑水 750 kg/hm2袁发

病初期隔 7 d 喷 1 次袁连喷 2~3 次袁收获前 15 d 停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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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潜蝇渊地图虫尧夹皮虫冤袁寿县每年发生 16 代之

种袁优质高产优先袁用种 22.5 kg/hm2袁育苗 300 盘/hm2遥壮

曲曲的白色虫道遥 防治方法院淤康宽悬浮剂 150 mL/hm

根数 10 条以上袁秧苗整齐健壮袁清秀无病遥 于整地施

多袁4 月中旬开始为害蔬菜袁幼虫取食叶肉袁形成弯弯

2

兑水 750 kg/hm 袁在蝇发初期喷雾袁隔 7 d 喷 1 次袁收获
2

苗标准院秧龄 18耀25 d袁叶龄 3耀4 叶袁苗高 12耀17 cm袁白

肥遥5 月中下旬荷仁豆采收结束及时清田袁水旋水耙袁施

前 15 d 停止用药曰于20%抑食肼 1 500 mL/hm 曰盂1%

45%三元复合肥 450~600 kg/hm2尧锌肥 15 kg/hm2遥 机插

绿色食品农药遥

除草剂 50%丁草胺乳油 1 500 mL/hm2袁混匀后撒施遥 穗

2

苦参碱 750 mL/hm2曰榆BT渊苏云金芽孢杆菌冤等生物源
蚜虫渊蜜虫冤袁口针刺吸叶片幼荚袁排出粪便污染
叶片尧幼荚袁引发病害等遥防治方法院25%吡蚜酮可湿性
粉剂 375 g/hm 兑水 750 kg/hm 喷雾袁一般施药 1 次即
2

2

可袁收获前 15 d 严禁使用遥 各类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
隔期袁注意轮换用药遥
2.5 采收

荷仁豆多数品种豆荚在花谢后 8~10 d 停止伸长袁

随即进行采收遥 采收标准院豆荚长 5~7 cm袁厚 0.5~0.6 cm袁

豆形扁平袁色绿鲜嫩袁条直完整袁豆粒无突出袁无虫尧
病尧锈斑袁无机械损伤 遥 采摘期要注重叶喷微肥遥
[3]

3 荷仁豆优势栽培模式

3.1 棉套荷仁豆栽培技术

3.1.1 荷仁豆栽培技术遥 淤免耕播种遥 播前药剂拌种袁

防病治虫驱鸟遥 棉田棉花冠层下用草甘膦+禾耐斯封
杀杂草袁杂草枯死后棉花株间挖穴袁11 月上旬点播袁每
穴 5~6 粒袁 用优质腐熟农家肥 22.5 t/hm2 拌磷酸二铵

450~525 kg/hm 穴施袁播种施肥后清沟理墒袁保证排灌
2

5~7 d 后施返青分蘖肥袁施尿素 112.5~150.0 kg/hm2袁拌

肥施尿素 75~150 kg/hm2尧钾肥 75 kg/hm2袁促进穗大粒

多袁提高粒重遥 盂合理密植遥 适当密植袁增加基本苗以

夺取高产遥机插规格 30 cm伊15 cm袁栽植 22.5 万穴/hm2袁

每穴栽 4~5 株苗袁栽基本苗 105 万株/hm2遥 机插质量差

的田块袁栽后 2~3 d 进行人工补苗遥 利用低节位分蘖袁
促其早生快发袁争取穗多粒多遥 榆科学用水遥 机插秧苗

小袁薄水移栽袁机插结束袁灌水护苗袁水层保持在苗高
1/2 左右遥 切忌长时间深水袁根系尧秧心缺氧形成水僵

苗遥 浅水栽秧袁寸水返青袁薄水分蘖袁苗够晒田袁孕穗养
花灌浆期保持浅水层遥 虞综防病虫遥 根据病虫情报综

合防治病虫害袁遵循寿县 A 级绿色食品水稻种植技术

规程遥 愚快收晒垡遥 谷粒全部变硬黄熟袁及时收割袁趁

墒板茬翻犁晒垡遥

3.2.2 荷仁豆栽培技术遥 荷仁豆栽培技术同 2遥

4 荷仁豆栽培模式评价

棉套荷仁豆尧水稻与荷仁豆水旱轮作两套栽培模
式均可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袁是高效种植模式袁能使用

畅通遥干旱年份穴内浇水造墒袁力争一播全苗袁杜绝大水

弱劳力袁劳动密集袁可成为扶贫开发产业遥

漫灌遥于田间管理遥中耕除草尧施肥尧病虫害防治同 2.4遥

4.1 棉套荷仁豆

固袁大风大雨后及时处理遥盂采收遥根据加工要求袁及时

蔓能省竹竿 300 捆/hm2袁节约劳力 60 个/hm2袁节约成

爬蔓期注意及时理蔓攀附棉材袁棉材稀疏处需附绳加
采收袁剔除破碎尧畸形尧病虫斑点豆荚袁确保当天交售[4]遥

3.1.2 棉花栽培技术遥 淤育苗播种遥 品种选用双价抗
虫棉中棉所 41袁减少农药使用遥 营养钵育苗袁在 3 月底

2 种作物均是旱作袁劳动强度相对较低袁棉材攀

本 9 000 元/hm2遥 然而袁安丰塘镇旱地田块少袁荷仁豆

需要 2~3 年换茬袁连作障碍易导致减产遥 2 种作物均是

手工种植管理袁机械化程度低遥

至 4 月初播种袁 备足钵体苗 4.5 万个/hm 袁 苗龄 35~

4.2 水稻与荷仁豆水旱轮作

肥 600 kg/hm 尧硼肥 15 kg/hm 遥 宽窄行种植袁大行距 1 m

容易换茬曰 需要竹竿搭架袁 增加成本 9 000 元/hm2 左

2

40 d曰 大田施优质农家肥 30 t/hm 左右尧45%三元复合
2

2

2

左右袁小行距 33 cm袁株距 33 cm 左右遥 于肥水管理遥 花

铃期共追施尿素 375 kg/hm 袁结合降雨或浇水分 2耀3 次
2

施入曰立秋前后再撒施尿素 150 kg/hm 袁保证秋桃盖顶曰
2

水稻能机插袁劳动强度降低曰安丰塘镇水稻田多袁
右曰水稻收割后需要 1 个多月时间处理秸秆袁耕翻晒

垡袁耙细起垄做畦袁如遇阴雨难度较大曰水稻使用除草
剂对下茬荷仁豆影响较大袁需要仔细选择遥

棉花吐絮后袁随治虫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袁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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