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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

皖南山区无公害甜豌豆越冬高产栽培技术
周 庆
渊安徽省绩溪县家朋农业服务中心袁安徽绩溪 245351冤

摘要 介绍皖南山区无公害甜豌豆越冬高产栽培技术袁包括播前准备尧播种尧苗期管理尧开花结荚期管理尧采收等方面内容袁以供甜豌
豆种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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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绩溪县从 2005 年开始引种试种台湾奇珍 76 等

粒遥播种时袁将种子散开袁不要相互重叠袁栽逾 3 万穴/hm2遥条

速推广至长安尧金沙尧杨溪等乡镇袁甜豌豆种植面积达

子袁然后覆土袁保证基本苗 15 万株/hm2遥结合播种袁施氮磷钾

优良甜豌豆品种袁在板桥头尧瀛洲 2 个乡镇试种成功后袁迅
666.67 hm2袁产值 4.5 万元/hm2袁经济效益较好袁 对促 进农
民增收尧农业增效具有重要意义袁现将其高产栽培技术总结
如下遥

播院在畦中央开一条深 3耀4 cm 的浅沟袁每隔 5 cm 播 1 粒种

三元复合肥或配方肥 300耀375 kg/hm2袁另加硼肥 7.5 kg/hm2袁
肥料穴施或条施袁保持种子与化肥的距离为 6耀10 cm袁以防
烧种遥播种后用土杂灰或细土盖种袁盖土后轻轻镇压袁但不

1 播前准备

可大力踩压[4]遥

1.1 土壤选择

在海拔 500 m 以下的地区袁选择 2耀3 年未种植豆科作

物尧光照充足尧土层深厚尧土质肥沃尧排水良好的壤土或砂壤
土种植袁以接茬水稻水旱轮作为好遥

3 苗期管理

3.1 除草松土

在大冻前和开春时分别锄草 1 次袁结合锄草培土袁将豌

豆基部壅成野馒头状冶袁并清理畦沟遥

1.2 施足底肥

3.2 保温防冻

水稻收割或前茬作物收获后翻耕遥翻耕前袁施腐熟厩肥

12 月中下旬袁在大冻来临之前袁结合锄草用充分腐熟的

30.0耀37.5 t/hm2尧过磷酸钙 300耀450 kg/hm2袁充分混合均匀袁全

猪牛栏粪尧土杂灰尧碎稻草尧稻壳尧麦壳尧油菜籽壳等壅在根

全田均匀撒施袁让雨水将石灰融淋入土[1-2]遥

莫接触幼苗遥

田撒施袁然后深耕细耙遥再用新鲜石灰粉 1 500耀2 250 kg/hm2
1.3 整地做畦

播种前 2耀3 d袁再耕 1 次袁耙细土壤袁然后整地做畦遥畦

际附近袁保温防冻遥如猪牛粪未充分腐熟袁只能铺于穴间袁切
3.3 施返青肥

2 月中下旬袁气温开始回升袁施 45豫复合肥 150耀225

带沟宽 1.2耀1.3 m袁畦面宽 0.8耀0.9 m袁沟宽 0.4 m袁沟深 0.30耀

kg/hm2尧尿素 150 kg/hm2袁在距苗基部 15耀20 cm 处穴施或条

野龟背畦冶遥开好围沟尧腰沟尧出水沟袁沟沟相通尧水系配套袁做

3.4 苗期病虫防治

0.35 m遥宽沟窄畦袁深沟高畦遥畦面中间稍高尧两边略低袁呈
到排灌两便遥

苗期主要虫害是蚜虫袁可选用吡虫啉尧啶虫脒喷雾防

1.4 品种选择

甜豌豆选用 奇珍 76袁 该品 种耐寒袁 适宜 生长温 度为

16耀23 益遥蔓长 1.6耀2.2 m袁茎粗袁叶片浓厚袁结荚多袁丰产
性好 [3]遥

1.5 种子处理
选取饱满尧无病虫的籽粒袁去除虫蛀粒及病粒尧瘪粒袁

播种前晒种 2耀3 d遥再用种子重量 0.25豫的 20豫三唑酮或

种子重量 0.3豫的 70豫甲基托布津拌种袁密闭 48耀72 h 后
播种遥

2 播种

根据绩溪县的气候条件袁甜豌豆播种适期为 10 月下旬

至 11 月中旬遥低温山区宜早播袁温度较高的平地宜迟播袁以
4耀5 叶越冬为好遥
2.2 播种方法

每畦种 1 行袁穴播或条播袁用种 37.5 kg/hm 左右遥穴播院
2

在畦中央开深 3耀4 cm 的播种穴袁穴距 25 cm袁每穴播种 4耀5
124

治遥病害主要是根腐病袁可选用甲基托布津尧恶霉灵尧多抗霉
素等对水灌根防治遥
3.5 搭架引蔓

当幼苗茎蔓长到 25 cm 左右袁及时用长 2.0耀2.2 m尧粗

1.5耀2.0 cm 的竹竿等搭架遥在豌豆行的两侧分别插 1 行竹

竿袁同行竹竿间距 0.8耀1.0 m袁2 行竹竿间距为 60耀70 cm遥竹

竿必须插实尧插牢遥在竹竿上距地面 30 cm 处拉一道塑料
绳袁将塑料绳固定在竹竿上袁形成矩形遥及时引蔓上架袁使甜
豌豆的藤蔓沿塑料绳向上攀援生长遥
4 开花结荚期管理

2.1 播种适期

收稿日期 2011-08-22

施袁施肥后除草[5]遥

4.1 追肥

甜豌豆结荚期较长袁且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同时进行袁
需肥较多袁必须保证供应袁才能获得高产遥3 月下旬始花时袁

施三元复合肥 112.5耀150.0 kg/hm2 加尿素 75.0 kg/hm2袁肥料
施于返青肥的另侧袁距甜豌豆基部 25耀30 cm 处袁穴施或

条施遥采收后袁每隔 10 d 左右袁于雨前或灌水时袁撒施尿素

45耀75 kg/hm2遥 此外袁开始结荚 后袁 每隔 7 耀10 d 喷施 1 次
0.2%耀0.3%钼肥液遥

周 庆院皖南山区无公害甜豌豆越冬高产栽培技术
4.2 水分管理
甜豌豆对水分要求较高袁喜湿润袁但忌涝袁土壤水分以

保持在 70豫耀75豫为宜遥雨天要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曰干旱时袁
及时灌跑马水袁做到旱涝保收遥
4.3 搭架引蔓

随着茎蔓生长袁在竹竿自下而上每隔 35 cm 左右拉 1

道塑料绳袁共绑 4耀5 道遥及时引蔓袁使蔓在塑料绳围成的矩
形内向上生长遥

剂 1 000耀2 000 倍液袁或 25%多杀霉素悬浮剂 1 000耀1 500
倍液喷雾防治遥

4.5.4 白粉病尧霜霉病遥用 0.2%小苏打渊碳酸氢钠冤液喷雾防

治袁同时兼治炭疽病遥或用高锰酸钾 800耀1 000 倍液喷施袁每
隔 5耀6 d 喷 1 次袁连喷 2耀3 次[7]遥采收前袁另可选用 20%三唑
酮乳油 3 500 倍液袁或 10%苯醚甲环唑 1 500耀2 000 倍液喷

雾防治白粉病曰另可选用 72%霜脲氰窑锰锌 1 000 倍液袁或
58%雷多米尔 500 倍液喷雾防治霜霉病遥
4.5.5

4.4 疏花疏果
基部第一花序所结的荚果籽粒少尧果形短尧品质差袁没
有商品价值袁要尽早摘除该花序或幼荚袁减少养分消耗袁促
进生长遥
4.5 病虫草害防治
开花结荚期主要虫害有蚜虫尧潜叶蝇尧蜗牛等袁病害主
要有白粉病尧褐斑病尧霜霉病和根腐病等遥在及时锄去田间
和田块四周杂草袁摘除基部老叶尧黄叶袁拔除病株袁排除田间
积水袁改善生长环境袁减少病虫害的基础上袁采取以下措施

褐斑病遥选用 47%春雷霉素窑王铜 600耀800 倍液袁或

40%氟硅唑乳油 8 000耀10 000 倍液袁或 70%甲基托布津 800耀
1 000 倍液喷雾防治遥

4.5.6 根腐病遥采收前袁可选用高锰酸钾 800耀1 000 倍液袁或
70%甲基托布津 800耀1 000 倍液袁或 96%恶霉灵 3 000 倍液袁

或 10%多抗霉素 1 000耀1 200 倍液喷洒基部或淋蔸防治袁兼
治枯萎病遥采收期袁用高锰酸钾 600耀800 倍液对已发病株淋
蔸袁每隔 5耀7 d 淋 1 次袁连续 4 次遥
5 采收

甜豌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及时采掉嫩荚袁结荚就多袁

防治病虫害遥

4.5.1 蚜虫尧潜叶蝇遥悬挂黄油板 300耀375 块/hm 袁黄板悬挂

产量和效益就高遥豆荚长扁圆型袁饱满不露仁袁鲜嫩青绿时

着性诱杀蚜虫渊兼治潜叶蝇冤曰在潜叶蝇成虫盛发期袁用 3%

去腹线尧背线袁去柄尧去花遥用干净的塑料桶或光滑的东西存

2

高度始终在作物生长点上方 10耀20 cm 处袁并保持黄板的黏

采收遥初期袁隔天采收 1 次袁盛期每天采收 1 次曰采摘时要拉

红糖液或山芋尧胡萝卜汁煮出液加 0.5%敌百虫制成毒糖液袁

放袁小心轻放袁勿弄破豆荚表面遥剔除有斑点尧虫眼尧机械损

在田块四周点喷袁并视虫情每隔 3耀5 d 点喷 1 次袁连喷 2耀3

伤尧畸型荚遥

倍液尧10%啶虫脒乳油 4 000耀5 000 倍液尧50%灭蝇胺乳油

[1] 林成业.甜豌豆主要病虫害及综合防治技术[J].福建农业袁2009渊11冤院
16-17.
[2] 赵慧.甜豌豆标准化生产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袁2009渊17冤院86.
[3] 林俊升袁兰海滨.甜豌豆高优栽培[J].福建农业袁2009渊8冤院28.
[4] 张爱秀.半无叶型甜豌豆要要
要须菜 1 号[J].农业知识院致富与农资袁
2009渊6冤院46-47.
[5] 宋荣浩袁宋德宝袁马坤.甜豌豆越冬露地优质丰产栽培技术研究[J].安
徽农业科学袁2008袁38渊14冤院5861-5863.
[6] 崔海波.甜豌豆反季节栽培保苗技术[J].农民致富之友袁2008渊3冤院16.
[7] 顾娟袁吴克兰袁吴军袁等.甜豌豆品种特性及栽培技术[J].上海农业科
技袁2006渊4冤院89-90.

次袁即可诱杀成虫遥2要3 月袁另可选用 10%吡虫啉乳油 1 000
3 000 倍液喷雾防治[6]遥

4.5.2 蜗牛遥2 月至 3 月中旬袁于晴天傍晚袁在有蜗牛危害的

植株基部袁每穴撒 40%四聚乙醛颗粒剂 8耀10 粒遥进入 3 月
中旬后袁于有蜗牛危害的植株基部每穴撒茶枯粉 5 g曰或于

傍晚前后在地上设置草堆或菜叶堆袁夜间蜗牛躲于其下袁次
晨日出前揭开菜叶尧杂草袁将诱集的蜗牛集中杀死遥

4.5.3 豆荚螟尧甜菜夜蛾等遥选择 3.2%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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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肥水管理
定植后 3耀5 d 浇返苗水曰至开花前适当控制水分袁以促
进植株稳长袁增温发棵曰花期及时补水曰花期及结果期可多
次补水遥茄子定植到活株前禁止追肥袁当门茄有拇指大小时
施尿素 195耀240 kg/hm2袁对弱小苗可单独追施遥施肥后灌水遥
以后每采摘 2耀3 次袁结合灌水追肥 1 次袁追施尿素 90耀120
kg/hm2尧硫酸钾 45耀75 kg/hm2袁中后期为防植株早衰袁可每隔
5耀7 d 混配 0.5%尿素和 0.3%磷酸二氢钾遥
5.3 植株调整
在门茄坐果前后袁保留 2 个杈状分枝袁摘除主茎上其余
腋芽遥植株有 7 个果实时摘心遥生长期间应随着果实采收袁
及时摘除并集中处理植株下部老尧黄尧病叶袁以促进通风透
光袁减轻病害发生遥
5.4 保花保果
春大棚茄子定植早袁气温常低于 15 益袁加之光照不足袁
易引起落花落蕾和形成畸形果遥可用 50 mg/kg 防落素加入
30 mg/kg 九二茵浸花袁同时在浸花的防落素内加入速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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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扑海因 1 000 倍液袁以防治灰霉病尧绵疫病遥
6 病虫害防治

大棚茄子春季栽培易发生灰霉病尧褐纹病尧绵疫病尧烂
果及黄萎病遥加强通风袁防雨涝袁及时排水袁注意杀灭红蜘
蛛尧蚜虫尧茶黄螨等害虫遥按照野预防为主袁综合防治冶的原
则遥农药使用应符合无公害农产品投入品使用基本原则遥
7 采收

从开花至果实成熟需 20耀25 d袁当果实达到成熟时应立

即分批采收袁减轻植株负担袁促进后来果实膨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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