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

(-)旱地马铃薯半膜垄沟深播高效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西北及华北西部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水资源匮乏，

对马铃薯生产造成了严重障碍。覆膜能有效地减少田间蒸发，垄面覆膜后可将垄面的降水聚

积于垄沟和垄侧，显著提高马铃薯根系土壤含水量。 近年来，西北及内蒙古各省份研究总结

出了不同方式的覆膜抗旱积水新技术，井在生产中应用，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但也存在

着费工费事、操作不便等缺点 。 综合全膜覆盖、半膜覆盖、垄侧播种，总结形成黑白两色膜

垄上覆盖、垄侧深播技术。该技术比常规覆膜栽培增产 20%以上 。

该技术主要优点:①聚积垄面降水，渗透到垄底马铃薯根系，充分接纳利用有限的自然

降水量。②改全覆盖为只覆盖垄面，垄问播种沟便于追肥管理;还能使覆盖地膜、打孔、播

种等多次作业为播种、覆膜、培土一次完成，与全膜垄上栽培相比，省去了覆膜后挖窝点种

和出苗时破膜引苗两道烦琐工序， 节约劳动力，降低了戚本。而且农艺技术简便，有利于小

型农机具的研制和推广应用。③改以往单一利用白色地膜实现增温、保埔，为根据播种季

节、选择应用黑、白不同颜色地膜，实现调温、遮光、保埔效果，使用地膜更加科学合理。

通过优化、筛选、综合、集成的旱地马铃薯半膜垄沟深播高效栽培技术已经取得了较高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12 年在甘肃省定西市示范推广 1 万余亩 。

增产增娘情况: 至 2010 年累计示范面积10 621商，平均亩产2 944.8千克，比全膜双垄

侧播亩增产1 372.3千克，增产增效十分显著。

技术要点: 与其他覆膜栽培技术相比，本技术最大区别和核心技术在于播种方法，其播

种技术要点为:开沟、播种、施肥、防治地下害虫作业一次完成，开沟深 10~15 厘米，然

后再覆土、盖膜，膜幅宽40 厘米，膜边恰好在两犁土垄合缝处。封压膜边时，将表土自然

培于种植行，形成底宽 10 厘米、高 15~20 厘米、顶宽 25 厘米的垄面。

注意事顶:选择当地适宜的马铃薯品种，提前预防和及时防治马铃薯晚疫病。

适宣区域: 主要适用于西北地区年均降水量 300~450 毫米、海拔1 300~2 300米的干

旱半干旱地区 。

技术依托单位:

1.通渭县农业技术推广申心

联系地址:通渭县平襄镇西街 59 号

邮政编码: 743300 

联系人:段攘全

联系电话: 13809325289 

电子邮箱: twnjzhx@ 126. com 
•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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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

联系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农科院新村 1 号

邮政编码: 730070 

联系人: 陆立银

联系电话: 13239646069 

电子邮箱 : luliyin62@163. com 

3. 陕西省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榆林市上郡南路 14 号

邮政编码: 719000 

联系人:方玉川

联系电话: 0912-3359655 

电子邮箱: ylnks@126. com 

(二)西南山区马铃薯地膜覆盖平作起垄高产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 西南地区马铃薯种植一直沿用传统的塘播稀植方式种植，生产上普遍存在着

种植密度稀、耕层浅、偏施氮肥、不防治病虫害、管理粗放、产量低而不稳等问题。

通过多年的试验示范和不断改进完善，总结出马铃薯平作起垄高产栽培技术。其要点是

在采用优良品种的前提下，把深耕整地、脱毒良种小整薯播种、单垄单行密植平播、后期高

垄培土 、 测土配方施肥、防治晚疫病、小型农机应用等技术组装集成起来综合应用。改变了

传统粗放的种植方式，使单产得到了大幅提高。通过了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奖励办公室

组织的成果鉴定， 2014 年已被云南省农业厅确定为马铃薯生产的主推技术。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开展了类似技术研发，集成了"脱毒良种、种薯处理、地膜覆盖、平

作后起垄、合理密植、科学施肥"为核心的"马铃薯地膜覆盖平作起垄高产栽培技术"。

增产增娘情况: 使用该技术后，每亩平均增产 600 千克以上，亩增效 500 元以上。

技术要点:

(1)选用脱毒良种:宣薯 2 号、凉薯 14 、) 11芋 117、会-2 等。

(2) 平作起垄 : 平作播种，地膜覆盖，出苗后揭膜培土起垄，垄宽 O. 8 米，垄高 0. 2

米，沟宽 0. 4 米。

(3) 种薯处理 : 在播种前 20 天，催大芽至 O. 5~ 1 厘米，切块后消毒，采取干拌消毒 .

2. 5 千克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加 2. 5 千克 58% 甲霜灵锤钵可湿性粉剂和 O. 2 千克

72%的农用链霉素均匀拌人 50 千克滑石粉成为粉剂，每 100 千克种薯用 2 千克海合粉剂在

切块后 30 分钟内均匀拌种 。

(4) 重施基肥，合理密植: 一般每亩施腐熟农家肥 1500 千克+马铃薯专用肥 (N-P

K=13-8 - 19) 50 千克做基肥。 每亩种植5 000~ 6 000株，地膜覆盖比常规栽培可提前 10

天左右播种 。

(5) 除草盖膜 : 播种覆土后，亩用 90%乙草胶 100 毫升全田喷雾后用 l 米的地膜覆腆 .

膜边用湿土压紧。

(6) 适时揭膜起垄，田间管理 : 薯芽出苗顶膜时，及时揭膜，同时培土起垄，花期亩JtI

磷酸二氢饵 O. 5 千克对水 60 千克根外追肥。



十、马铃薯。

(7) 病虫害防治:晚疫病用福帅得或银发利喷雾防治， 28 星瓢虫用 80%敌敌畏 800 倍

液喷雾防治，蜻虫用 10%毗虫琳2000倍液喷雾防治。

(8) 适时收获:睛天收挖，及时土市。

注意事顶:

①地膜覆盖出苗提早 10 天左右，出苗后要适时揭膜，培土起垄。②揭膜不能过晚，以

防烧苗。③及时防治晚疫病。

适宣区域:西南山区。

技术依托单位:

1. ÞÏ.'都市农林科学院

邮政编码: 611130 

联系人t 陈涛

联系电话: 13980050671 

电子邮箱: chentaoaa~163. corn 

Z 丽汪市农科所

联系地址:丽江市古城区祥和路 229 号

邮政编码: 674100 

联系人:王绍林

联系电话: 13908888630 

电子邮箱: ljwsl7766~ 126. corn 

(三)马铃薯主要土传病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技术概述:土壤病害是指病原菌随植株病残体或以病菌抱子、菌丝体等形式潜伏于土壤

中，待下一栽培季节遇到寄主后，开始新的侵染循环。 它以土壤传播病原菌为主，但种薯也

是主要的带菌媒体。马铃薯土传病害主要包括黑痞病、干腐病、疮躏病和粉躏病等。 调查结

果显示，黑痞病在我国一些马铃薯主产区广泛发生，病株率 5%~20% ，发病严重的地块为

70 %"-90% ，严重降低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影响商品价值，给薯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 。 疮踊病严重影响了块茎的外观质量和内在品质，降低了产商品价值，该病对微型薯生产

的影响尤为严重，有的地区微型薯疮蹦病发病率为 30%~60% 。 粉蹦病近年来也有加重的

趋势，严重地块发病率为 30%~70% 。

土壤病害的防治一方面要减少土壤中的侵染源，另一方面要减少种薯中所携带的病原

菌。 因此，综合防治是控制土传病害的有效防治途径。

增产蜡烛情况: 综合防治能有效控制士传病害的发生，相比药剂为主的化学防治，更环

保更经济，保证种薯和商品薯的质量和品质，减少农药成本同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 对土传

病害进行综合防治，平均亩产增加 5% "'20% ，每亩增收 100~400 千克，商品性增加，每

亩增加经济收入 100~400 元 。

技术要点:

1.黑痞病的防治技术

(1)选用抗病品种:适当选用早熟品种能够减轻该病害发生。

(2) 生物防治:木霉菌 (Trichoderma harzianum) 对立枯丝核菌类的病害具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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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运用 Laetisaria arualis 处理马铃薯种薯和土壤，能够有效控制黑痞病(地下茎、

鱼钩甸匍茎和块茎)的发生 。

(3) 农业防治 : ①轮作:与燕麦、大豆等非寄主作物轮作，如果病害发生比较严重应最

少进行 3~5 年轮作。 ②无病种薯:选用块茎表面没有菌核的种薯。③加快出苗:适期晚播，

测定土温;播种厚度不超过 5 厘米，尽量缩短出苗时间，减小病原菌侵染幼芽的概率。④控

制土壤温度:出苗前应尽量减少灌溉，合理控制土壤温度。⑤提早收获:收获期马铃薯植株

地上部分枯萎后，迅速收获新的块茎。

(4) 化学防治:①种薯处理 : 一种用 2.5%适乐时种衣剂(咯菌睛)切种后包衣，每

100 千克种薯需 100~200 毫升种衣剂，阴干后播种;另一种用 3%的大生 M45 (丙森铸) + 

2 %的甲基托布津+95%滑石粉1昆合剂，每千克混合剂处理 100 千克种薯。②药剂沟施:播

种时每亩用 25%阿米西达悬浮剂 60 毫升对水 30 千克喷施在播种沟内，播种后覆土。

2. 枯萎病和干腐病的防治技术

(1)生物防治:哈茨木霉 (T. harzianum) T-22 菌株，它能够抑制作物的立枯菌核菌、

腐霉等一些真菌的生长，用其处理种子，灌溉温室土壤或进行沟施，都能够在作物根系的所

有部位定植，且能维持很长时间，在温室及田间具有明显的防效。现在已经对下22 进行商

业化生产，将其制成颗粒或悬浊剂 。 细菌类的芽抱杆菌既具有抑制植物病害的能力，其代谢

产物可抑制尖抱镰刀菌的抱子萌发，影响病原菌在植株体内的定殖，又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的非致病性细菌，对人畜无害。

(2) 农业防治:①加强田间管理，清除田间病株及枯枝落叶减少土壤菌落。②种薯升温

至 10
0

C催芽， 7~10 天打破体眠，恢复活性，利于壮苗。切块时，清除所有烂薯，切到烂'

时切刀进行消毒。拌种后，维持在 10~120C ，进行伤口愈合， 2~3 天后播种。 ③合理灌概.

降低土壤含水量，及时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可减少病菌滋生和侵染。④控制氮肥的施

用，合理增施饵肥、磷肥和微量元素、有机肥料，可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使细菌、放编

菌增殖，影响土传病原菌的活力和残存数量以及病害的发生，使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植株抵

抗病害的能力，减缓枯萎病的发生。

(3) 化学防治:①种薯处理 : 一种用 2.5%适乐时种衣剂(咯菌睛)切种后包衣，锦

100 千克种薯需 100~200 毫升的种衣剂，阴干后播种;另一种用好立克 (43% 的悬浮剂.

有效成分为戊唾醇)沟施，剂量为推荐浓度。②药剂沟施:播种时每亩用 25 %阿米西达最

浮剂(唔菌醋) 60 毫升对水 30 千克喷施在播种沟内，然后覆土:或沟施锐毒霉，苗高 30

厘米和初花期喷到土壤中，可有效防治干腐病。③贮藏库施药:人库前剔除病、伤薯， HI 
224 毫升和 112 毫升好力克处理 1 吨种薯是最佳防治贮窑期间干腐病的浓度。

3. 疮躏病的防治技术

(1)轮作:疮蹦病的发生与轮作关系密切，因此尽可能与葫芦科、豆科、百合科等非块

茎类蔬菜进行轮作，依据国外研究结果最好 4 年轮作。

(2) 使用抗病品种:如美国使用高抗马铃薯疮蹦病的品种 Marcy。

(3) 农业防治:土壤 pH5.0 以下疮蹦病就很少发生，栽培马铃薯应选择偏酸性土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少水多次浇灌 。

(4) 化学防治:种薯可用 0.1 %对苯二酣浸种 30 分钟，或 0.2%福尔马林溶液浸种10-

15 分钟 。



4. 粉踊病防治技术

(1)合理轮作:轮作过程中最好进行压青处理。

(2) 农业防治:控制土壤湿度，增加通风性。

(3) 化学防治 : 用福帅得进行土壤处理及种薯处理，用量 230 毫升/亩 。

十 、 马铃 薯。

注意事顶: ①液体药剂播种时，一定要摊晾开或放置通风处，待种薯阴干后及时播种，

勿捂种。②使用药剂沟施时，将药剂棍均匀后喷洒到播种沟内，不宜与化肥共同施入，以免

影响药效。

适宣区域:北方地区马铃薯生产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内蒙古大学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010021 

联系人:张若芳

联系电话: 0471-4994155 , 13354715481 

电子邮箱: ruofang 一 zhang@ 163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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