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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卫杰博士：聚焦生产一线（十八）

萧县胡萝卜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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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萧县胡萝卜种植面积达 6 667 hm2
（10 万亩）
，胡萝卜种植过程中，整地起垄、
播种和采收均实现了机械化，且早、中晚熟品
种搭配使用，延长了胡萝卜的供应期，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显著。

胡萝卜规模化生产示范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省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并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在胡
萝卜整个采收季节（约 3 个月，即当年 11 月至翌
年 1 月）
，从事收获、清洗、装车及脱水加工的日
用工数量达 4 200 人。胡萝卜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显著，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

萧县位于安徽省北部、黄淮海平原南部，年平
均气温 14.3 ℃，年平均降雨量 854.6 mm，年日照
时数 2 408.3 h（小时）
，无霜期 210 d（天）
，土层
深厚，土壤疏松，具有胡萝卜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目前萧县胡萝卜种植面积 6 667 hm2（10 万
亩）
，每年 7 月中、下旬至 8 月上旬播种，10 月底
开始采收，中等偏上田块每 667 m2 产量达到 4 000
2
万亩）
kg，
产值 6 500 元。2014 年建立的 800 h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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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选择
产地使用的胡萝卜品种主要有红笋 901、宝典
红福、韩红宝来、红宝 716、天鹰、利加红福以及
当地品种孙圩红等。这些品种的共同特点：肉质细
嫩，皮红、芯红、肉红，尾部圆钝。红笋 901 为早
熟品种，宝典红福、韩红宝来、红宝 716、天鹰、
利加红福以及孙圩红为中晚熟品种。早、中晚熟品
种的搭配使用，延长了胡萝卜的供应期。
2 施肥整地
土壤耕层深厚、土质壤土或沙壤土、疏松透气、
能排能灌、中等肥力（有机质含量 10～20 g·kg-1，
全氮 0.7～1.2 g·kg-1，有效磷 10～20 mg·kg-1，速
效钾 100～200 mg·kg-1）的田块适宜胡萝卜生长。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晒土，翻耕深度 30
（667 m2）-1 的田块，结合
cm。目标产量 3 5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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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翻，每 667 m2 施入经夏季高温充分腐熟的农家

量小，土壤能够持续保持湿润状态，5 d（天）左

土杂肥 3 000 kg（或商品有机肥 300 kg）
、
N-P2O5-K2O

右即开始出苗，7～10 d（天）齐苗。幼苗 1～2 片

为 15-15-15 的硫酸钾复合肥 50 kg、3% 辛硫磷颗

真叶时第 1 次间苗，疏去劣苗、病苗、过密苗，保

粒剂 3～4 kg（用于防治蝼蛄、蛴螬等地下害虫）
，

持株距 3 cm 左右；5～6 片真叶定苗，株距为 6～8

针对根结线虫病发生严重的地块，再一同撒施 0.5%

cm。管理原则是早间苗、晚定苗、保全苗。

阿维菌素（扫线宝）颗粒剂 3～5 kg。肥、土、药

4.2

混匀，耙细整平。采用高垄栽培替代以往的平畦栽

土，除草保墒。定苗至封垄前，于雨后或浇水后进

培模式，使用起垄条播机械〔18.38 kW（25 马力）

行 2～3 次中耕，7～10 d（天）中耕 1 次。

拖拉机头，后带自制简易起垄条播机械〕
，一次性

4.3

完成起垄、播种操作，垄高 15～20 cm，垄沟宽 30

湿润，以利种子发芽，保苗齐、苗全。幼苗期前促

cm，垄面宽 60 cm 或 30 cm，长度因地而定。高垄

后控，前期（幼苗长至 5～6 片真叶）若遇旱，尤

条播的胡萝卜，由于其根系生长的土壤疏松，因此

其是持续高温天气，地面蒸发量较大，致使土壤表

产量较高、商品性好。

面发白，甚至出现细小裂缝的情况下，应及时浇水，

3 播期与播种方法

中耕除草

浇水

结合间苗，在行间浅锄，疏松表

发芽期间视天气情况浇水，保持土壤

使土壤保持湿润，以小水轻浇为宜；后期（幼苗从

淮北地区主要种植秋胡萝卜，露地栽培，7 月
2

5～6 片真叶生长至约 12 片真叶的阶段）适当控制

中旬到 8 月上旬播种。每 667 m 用种 0.3～0.5 kg。

浇水次数，
保持土壤见干见湿。当肉质根膨大时（即

播前晒种 1～2 d（天）
，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

幼苗长至 12 片真叶左右）
，需水量增加，应保持土

芽势。采用干籽直播，利用起垄条播机械播种，具

壤湿润，每次浇水要均匀，水分不足则根部瘦小而

有省种、省工、省力等特点，出苗均匀、苗齐、苗壮。

粗糙，供水不匀则引起肉质根开裂。田间忌积水，

30 cm 宽的垄面，每垄播种 2 行；60 cm 宽的垄面，

要注意排水防涝。

每垄播种 3 行。按行距 15～20 cm 条播，播种深度

4.4 追肥 生长期间一般追肥 1～2 次。根据苗情，

1.5 cm 左右，覆土后稍镇压，利用滴灌设施浇水，

2
第 1 次追肥在 3～4 片真叶时，每 667 m 追施尿素

确保播种后土壤湿润不积水，以利于苗齐、苗全、

5～7 kg、硫酸钾 5 kg。肉质根膨大初期进行第 2 次

苗壮。

追 肥， 每 667 m2 追 施 尿 素 5～7 kg、 硫 酸 钾 5～7

播种后要注意天气情况。播后遇到连阴雨天

kg。两次追肥均宜将化肥加水稀释 150～200 倍后

气是最适宜的。因为遇连续阴雨天，种子经过吸水

均匀浇施。9 月下旬每 667 m2 用磷酸二氢钾 200 g

膨胀，4～5 d（天）后子叶就可以拱出地面。这是

加尿素 500 g 兑水 50 kg，进行根外追肥 1～2 次，

胡萝卜出苗最关键的时期。如果此时地表潮湿，子

10 d（天）左右喷施 1 次。

叶可以顺利出土；如果此时遇到高温，加上地表干

4.5

燥，土壤板结，就容易出现烫苗现象，即早晨看

25～35 d（天）时培土，使根部没入土中，防止肉

是一地“黄芽”
（刚出土的子叶）
，而下午再看就什

质根见光转绿，出现“青头”
。

么都不见了，必须及时浇水。如果天气预报第 2 天

5 病虫害防治

培土

一 般 在 肉 质 根 膨 大 前 期、 定 苗 后

高温，就应该在头一天下午浇水，保持土壤湿润，

胡萝卜主要病害有根结线虫病、腐霉根腐病；

直到出苗为止。胡萝卜播种的最佳时机在降雨前的

虫害主要有地下害虫（蝼蛄、蛴螬等）
、烟粉虱、

，播种后即使雨后晴天，也不影响种
1～2 d（天）

甜菜夜蛾等。提倡优先采用田间设置黑光灯或频振

子出苗。如果播种在湿土里，
种子吸水膨胀后萌动，

杀虫灯诱杀地下害虫和鳞翅目害虫等；设置橙黄板

若遇到连续晴天，就会影响种子发芽。即使再遇到

诱杀烟粉虱等。其他防治方法如下。

连阴雨天气，也难以保证全苗。

5.1

4 田间管理

抗蚜·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或 5% 啶虫脒可湿性粉

4.1

间苗定苗

淮北地区胡萝卜播种期间温度在

30 ℃左右，如果播后出现连阴雨天气，地面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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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

用 25% 吡蚜酮可湿性粉剂，或 24%

剂 1 500～2 000 倍液交替喷雾防治，视虫情发展连
续防治 2～3 次，每次间隔 10 d（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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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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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孵幼虫期喷施 0.3% 印楝素（世

导致胡萝卜幼苗倒伏，生长重心偏移，肉质根分叉；

宽）乳油 1 000 倍液，或 15% 氟虫脲乳油 1 500～

大水漫灌，低洼地积水，苗根部坏死，导致肉质根

2 500 倍 液， 或 0.3% 甲 维 盐 乳 油 1 000 倍 液， 或

分叉；地下害虫为害，导致肉质根分叉；生长过程

各药剂交替使用，
20% 虫酰肼悬浮剂 1 000 倍液等，

中遇到土壤中的小砖石块、作物秸秆等阻碍，会导

视虫情发展连续防治 1～2 次，每次间隔 10 d（天）

致肉质根分叉。防治对策：选在地势较高、排灌方

左右。

便的地块种植，可减少暴雨危害；高温干旱时，在

5.3

甜菜夜蛾

CHINA VEGETABLES

地下害虫

幼苗生长期间，若出现蝼蛄、蛴

早晨或傍晚浇小水；深翻土地，清除土壤中的小砖

螬等地下害虫为害，可用 90% 敌百虫晶体 0.15 kg

石块、较大的作物秸秆等；及时间苗，消灭地下害

加水 4.5 kg，拌入炒香的豆饼、青菜撒施于田间地

虫，中耕培土。

表诱杀。

5.6.2 裂根 胡萝卜裂根主要表现为纵裂，裂口长

5.4 根结线虫病 根部发病后，直根上散生许多膨

度、宽度和深度不一。有的裂口不易愈合，受土壤

大为半圆形的瘤，侧根上多生结节状不规则的圆形

病菌侵染导致腐烂；有的伤口虽可愈合，但外观不

虫瘿，直根呈叉状分枝，瘤初为白色，后变褐色，

佳，商品性降低，造成损失。胡萝卜裂根是由于土

2

多生于近地面 5 cm 处。防治方法：每 667 m 用 0.5%

壤水分供应不均匀、忽干忽湿造成的。通常土质较

阿维菌素颗粒剂 3～5 kg 于耕翻前撒施。此外，建议

粘重或排水条件差的地块较多发生。防治方法：以

采取胡萝卜与小麦轮作栽培方式，利用小麦根系对

选好地块和肉质根膨大期做好水分管理为主，避免

胡萝卜根结线虫的抑制作用，不用药剂处理土壤，

土壤忽干忽湿，可减少或克服裂根现象。另外还要

也可有效解决胡萝卜根结线虫病危害严重的问题。

注意选用抗逆性强的品种。

5.5

6 收获

腐霉根腐病

幼苗期土传病害。主要侵染根

及茎部，病部最初呈水浸状，后于茎基或根部产生

肉质根充分肥大时适时采收。可根据品种说

褐斑，逐渐扩大后凹陷，严重时病斑绕茎基部或根

明中的生育期确定收获期，有经验的也可抽样拔

部一周，
致地上部逐渐枯萎。发病时间主要在苗期，

出肉质根，通过看外表、品尝口味确定收获期。

有的症状表现早，有的症状出现晚，叶部旺盛生长

外表饱满，表皮光滑，肉质根尖圆满，口感甜，无

期仍有死苗现象发生。针对该病害严重发生地块，

纤维，即可收获。淮北地区一般于 10 月下旬开始

2

每 667 m 可用 40% 威百亩水剂 20～30 kg 进行土

采收，根据市场行情，陆续采收供应市场，直至翌

壤熏蒸防治：在夏季高温季节，将土壤整平后灌足

年 1 月底 2 月初采收结束。于田间越冬迟收的，注

水，土壤水分达到饱和状态为宜，晾晒 1 d（天）
，

意适当培土，让根部被土层覆盖，然后盖上塑料

深翻 30 cm。人工开沟，沟深 20 cm，沟距 25 cm，

薄膜。

沟内均匀施入稀释好的威百亩药液，然后覆土。完

采收时用胡萝卜采收机械，从垄沟两边下犁，

成后覆盖地膜，封严，密闭时间为 14 d（天）
，然

将胡萝卜根部着生土壤处犁松，然后人工拣拾，再

后掀膜，经晾晒 7～10 d（天）后可以播种胡萝卜。

将秧部去除，保留根部，运出田间清洗即可。

土壤熏蒸的防效可达 98% 以上，且药剂处理试验
田杂草发生量相对较少，胡萝卜整体出苗情况好于
对照。利用胡萝卜播种前的夏季高温进行熏蒸，也
可兼防根结线虫病与地下害虫。
化学药剂防治：于病害发生初期喷淋 72.2%
霜霉威水剂 700 倍液，或 30% 恶霉灵·甲霜水剂
2 000 倍液，或 72% 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等，视病情发展连续防治 2～3 次。
5.6 生理性障碍
5.6.1 肉质根分叉 原因有多种：夏季暴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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