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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地区夏季绿色快菜高效栽培技术
黄丽娜 冯健起 *
渊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袁河南开封 475004冤
摘要 总结了开封地区夏季绿色快菜高效栽培技术袁包括品种选择尧高温闷棚尧施肥整地尧播种尧田间管理尧
虫害防治尧采收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优质绿色快菜生产提供技术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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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菜为苗用型大白菜一代杂种袁具有整齐度好尧

出一套相对成熟尧适合开封地区应用的夏季绿色快

品质优尧速生尧适应性广尧茬口及采收灵活尧复种指数

菜生产技术袁 以期为夏季蔬菜供应淡季绿色快菜的

高尧土地利用率高等特点袁其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尧

生产提供技术支持遥

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在突发的自然灾害及特殊气候下

1

选择豫快 2 号尧豫快 4 号尧开蔬快菜 1 号尧开蔬

作为应急蔬菜平衡市场蔬菜供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遥 近年来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袁人们
对绿色快菜的需求也逐年增加遥 夏季是虫害高发尧多
发季节袁 露地生产绿叶蔬菜平均 5耀7 d 喷洒 1 次杀

品种选择

快丰尧新苗 2 号尧新科快菜 1 号等河南省育成的品质
优良尧生产周期极短渊25~30 d冤的苗菜品种遥

2

高温闷棚

虫农药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遥 利用大棚设施栽培茬口

选择前茬为春季黄瓜尧番茄等袁7 月初结束生产

空闲期袁采用绿色尧高效尧优质的配套栽培技术袁可快

的大棚袁待作物收完袁及时清理棚内残株杂草袁进行

速生产出不喷洒农药尧可放心食用的绿色快菜袁为夏

夏季高温闷棚袁以杀灭病菌尧虫源及棚内草籽袁改良

季蔬菜供应淡季生产出优质尧安全的绿色快菜提供

土壤遥

了保障袁 有利于满足人们对绿色食品日益增长的需

2.1 灌水

求袁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遥

在大棚四周做坝袁灌水至水面高出地面 4 cm 左

大棚设施栽培条件下的光照尧 温度及土壤水分

右袁明水下去后覆盖薄膜袁四周用土压严压实曰盖好

等条件与露地生产不同袁对品种选择以及水肥管理尧

大棚膜袁关好大棚风口袁严格保持大棚的密闭性袁使

病虫害防治等栽培技术管理方法的要求也与露地栽
培相异 [1]遥 由于栽培管理方式不当等原因造成快菜栽
培减产现象不断袁 导致绿色快菜的生产与供应更加
难以实现遥 鉴于以上原因袁本文结合生产实际袁总结
基金项目

河南省野四优四化冶科技支撑行动计划项目野蔬
菜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 范冶
渊20190503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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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以下 10 cm 地 温达到 70 益以上尧20 cm 地 温达

到 45 益以上袁 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的 60%耀
65%时灭菌杀虫效果最好遥
2.2 闷棚时间

从大棚密闭开始计算袁一般为 10 d 左右遥 另外袁

闷棚时间最好选择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袁 最晚不
超过 7 月底遥

2.3 注意事项
土壤中的农家肥等有机肥在高温发酵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氨气袁 所以应当在揭膜通风 5耀7 d 后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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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 1 次水袁整个生长期浇 2耀3 次水遥 由于前茬作物肥

定植蔬菜袁以防产生气害遥

3

施肥整地

料积累袁播种出苗后浇水时袁根据植株生长情况施加

闷棚后施用生物有机肥 15 t/hm 左右袁 补充有

高氮冲施肥 75耀150 kg/hm 2遥 利用水肥一体化设施施

施蔬菜土壤连作障碍遥 施用腐熟鸡粪尧干牛粪等有机

湿润管道曰二是选用水溶性肥料配成母液袁用施肥泵

肥袁可提高和维持地温袁增强杀菌效果遥 将腐熟鸡粪

将其按比例吸入到灌溉系统中进行喷施袁 肥液纯 N

2

机质和有益微生物调理改良土壤袁改善土壤袁缓解设

45 t/hm 2 左右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袁 深翻 25耀30 cm袁
之后将地块整平整细整好后起垄遥 根据棚宽尧精播耧

及微喷带大小袁做成畦宽 1.5耀2.0 m尧畦高 12耀15 cm
的畦袁畦面细碎平整袁精细整地 [2]遥

4

播种

肥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院 一是要先用清洁的灌溉水

浓度为 200耀300 mg/kg袁施肥时间选在早晨曰三是施

肥结束后袁 灌溉系统要继续运行 10 min袁 以清洗管
道袁避免肥料结晶堵塞喷头 [3]遥

6

虫害防治

快菜类品种抗病耐热袁病害少而虫害相对较重袁

采用条播的方式袁用行距为 10耀15 cm 的精量播

主要害虫有蚜虫尧黄曲条跳甲尧菜青虫尧小菜蛾尧甜菜

种耧分批播种遥 播种之后及时喷水袁大水喷透遥 明水

夜蛾尧斜纹夜蛾尧烟粉虱等遥 经过前期的高温闷棚袁可

下去后及时用芽前除草剂 96%金都尔 1 950 mL/hm 2

杀灭土壤表层中的幼虫和卵袁降低虫源基数袁从而大

间苗 1 次袁去除 弱苗 袁株 距 3 cm 左右 袁提 高 群 体整

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方法袁 生产

兑水 450 kg/hm 2 均匀喷雾遥 一般在幼苗 4 片真叶时

大减少虫害的发生遥 在此基础上的少量虫害可采用

齐度遥

出安全尧优质的绿色快菜遥

5

6.1 用防虫网隔离

田间管理

5.1 利用野两网一膜冶防雨控温

在大棚风口加装防虫网袁 既可以有效阻挡害虫

夏季光照强尧温度高袁会影响快菜的出苗和正常

飞入菜畦袁又可以减少化学农药污染遥 数据表明袁使

生长袁可利用大棚野两网一膜冶技术进行湿度及温光

用防虫网可有效阻隔蚜虫尧粉虱尧潜叶蝇尧黄曲条跳

调控遥 野两网一膜冶生产采取全程封闭栽培袁是一项有

甲等多种蔬菜害虫的入侵袁 防虫效果达 85%以上 [4]遥

效利用遮阳网尧 防虫网和棚膜进行越夏蔬菜生产的

防虫网要完全封闭袁一盖到底袁四周的网边用田土压

技术遥 棚膜有保温及夏季防雨的作用袁可实现棚内温

严压实袁 以免害虫从开启处飞入危害遥 防虫网采用

湿度的调控曰防虫网可减少病虫害危害曰遮阳网主要

22耀30 目的银灰色网效果较好遥 网目太稀袁阻隔不住

用于调控光照袁在夏季可降低棚室内温度袁一般选择

害虫的侵入曰网目太密袁会影响菜畦内的通风透气遥

遮光率为 30%左右的遮阳网遥 连续晴热高温天气加

选择银灰色防虫网可将晴天时的 光照强度降低

大棚顶放风量袁一般 10院00 以前不盖遮阳网袁以增强

25.6%耀37.0%[5]袁 同时由于蚜虫具有趋黄色而惧避银

光合作用曰10院00 之后覆盖遮阳网袁 防止强光伤苗曰

色的习性袁银灰色防虫网还具有驱赶蚜虫的作用遥

15院00 后揭除遮阳网增加光照曰阴雨天不盖遮阳网遥

6.2 悬挂黄板诱杀

5.2 采用水肥一体化喷灌技术

黄板诱杀技术是一种快速尧简便尧绿色环保型的

利用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合理的灌溉和施

高效杀虫技术遥 在棚内悬挂黄板诱杀蚜虫尧 斑潜蝇

肥管理袁根据作物的需肥尧需水规律袁将肥料溶入水

等袁可以减少虫害发生遥 用绳子穿过诱虫板悬挂孔袁

中袁 定时定量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系最集中的

将其固定好袁 将诱虫板两端拉紧垂直悬挂在大棚上

土壤区域袁通过规范化操作袁提高水肥利用率袁改善

部 袁 悬 挂 高 度 为 距 离 快 菜 上 部 15 耀20 cm 处 袁 并 随

作物生长环境袁提高快菜产量袁促进农业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遥
播种当天浇透水后袁 根据天气情况每隔 7耀1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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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作物生长高度不断调整遥 通常每 10 m2 放置 1 块
18 cm伊9 cm 的黄板遥 当诱虫板上粘的害虫数量较多
时渊粘虫面积达到 60%以上冤袁粘虫效果下降袁应及时

黄丽娜等院开封地区夏季绿色快菜高效栽培技术
清除粘板上的害虫或更换黄板袁 同时注意将使用后

的个体袁并适当进行整理尧挑选和分级遥 通风预冷并

的黄板回收集中处理遥

尽快销售遥

6.3 利用杀虫灯诱杀

开封市祥符区四妮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生

杀虫灯是根据害虫具有趋光性的特点袁 利用害

产基地严格按照上述栽培管理技术进行落实袁 快菜

虫敏感的特定光谱范围的诱虫光源袁 专门诱杀害虫

整个生长期间没有发生虫害袁未喷洒任何农药遥 农业

成虫的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的无公害防治技术袁 具有

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渊郑州冤对该基

节能省电尧保护天敌尧成本低尧效益高尧操作方便尧使

地现场采样检测袁检验报告渊编号院2019LS-094冤结果

用安全等特点袁生态效益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当

显示袁该批次产品结果符合叶绿色食品 白菜类蔬菜曳

可观遥

渊NY/T 654要2012冤尧农 业部 公 告 第 2032 号 和 叶绿色

在大棚旁边的菜田道路上悬挂杀虫灯诱杀小菜
蛾尧甜菜夜蛾尧菜螟成虫等害虫袁密度为 3 盏/hm 2 左
右袁挂灯高度为 1.2 m袁辐射面积 13 hm2袁杀虫效果显
著 袁可有效降低害虫基数袁使害虫的密度和落卵量
[6]

大幅度降低遥 由于昆虫的活动习性不同袁害虫每日在
不同的时 段扑灯 量有 较大差 异 袁 每 日 开灯 时 间为

19院00 至次日 4院00袁诱杀高峰时段为 21院00要23院00遥
据观测袁 相同挂灯高度和相同的间隔期及时清刷网
和不清刷网捕虫量有很大差异袁 应每日清理灯内诱
杀的害虫袁以提高捕虫量遥

7

采收
适时采收是高产尧优质的关键袁夏季宜在下午采

收袁规模种植时宜分期播种尧分批采收袁随收随上市袁

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曳渊NY/T 393要2013冤标准要求袁
真正做到了绿色尧工厂化生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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