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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种植基地选取：选择土

层深厚、富含腐殖质且水位低的砂质或粘土地区

作为种植基地；S2)：土壤治理：在种植基地挖穴，

穴长80cm、宽75cm、深65cm，每亩地挖55‑65个穴，

然后在穴内填入基肥，然后在基肥的撒上石灰

粉，用土进行覆盖；S3)：根苗种植：挑选长势好的

根苗，将其叶片剪掉二分之一，然后浅种在穴内，

并在每棵根苗的根部淋水，然后用杂草进行覆

盖，并分别在枇杷的膨大期、夏梢萌发期、开花期

及坐果期进行施肥；该方法能够减少枇杷种植过

程中农药及化肥的使用量，提高枇杷的品质及口

感，同时能够提高经济收益，方便种植基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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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种植基地选取：选择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且水位低的砂质或粘土地区作为种植

基地；

S2)：土壤治理：在种植基地挖穴，穴长80cm、宽75cm、深65cm，每亩地挖55-65个穴，然后

在穴内填入基肥，然后在基肥的撒上石灰粉，用土进行覆盖；

S3)：根苗种植：挑选长势好的根苗，将其叶片剪掉二分之一，然后浅种在穴内，并在每

棵根苗的根部淋水，然后用杂草进行覆盖，并分别在枇杷的膨大期、夏梢萌发期、开花期及

坐果期进行施肥；

S4)：农产品养殖：选取三黄鸡及蜜蜂作为养殖产品放入种植基地内，在种植基地的边

缘设置围栏，并每天投喂饲料，然后在每棵枇杷之间挖一个深坑，坑内按每千克鸡粪加15％

肥泥及5％麦糠并搅拌均匀，然后用薄膜密封发酵，产生大量蚯蚓，每隔5-7天打开一次供三

黄鸡进食，然后向坑内加入粪泥并密封；

S5)：病虫防治：在枇杷树树干上悬挂杀虫灯，对害虫进行诱杀，每隔5-6天将害虫的尸

体进行扫落地上；

S6)：种植基地管理：定期向种植基地内洒水灌溉，保持空气湿润，在冬季天气，在枇杷

树干包括保温膜进行保温，并在地上覆盖地膜，提高土地温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治理

步骤中基肥包含有杂草8-13公斤、石灰0.4-0.8公斤、钙镁磷肥1-2公斤、复合肥1-1.2公斤

和腐熟粪肥20-25公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病虫防治

步骤中还包括诱虫液与粘纸板，诱虫液通过带挥发棒的玻璃瓶挂在枇杷树的树干上，粘纸

板包裹在枇杷树的主干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诱虫液中

包含有红糖、醋和水，且红糖、醋和水的配比为5:20:8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苗之间

的种植间距为2.5-3.5m，行距为4-4.5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苗种植

步骤中的肥料每亩地包含有农家厩肥900-1000公斤、速效复合肥30-50公斤和饼肥120-1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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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枇杷树种植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枇杷树属于蔷薇科苹果亚科枇杷属，乔木常绿小乔木，高达12米，小枝粗壮，密生

锈色或灰棕色绒毛，叶革质，披针形、页面褶皱，叶下面密生锈色或灰棕色绒毛基部楔形，先

端渐尖，叶缘有疏锯齿，花期10-12月，顶生圆锥花序，翌年5-6月成熟，梨果球形或长圆形，

橙黄或橙红色，枇杷树在种植培育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农药和化肥，会破坏枇杷树种植

区域的生态环境，并且处理林间垃圾及维持土壤土质均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不利

于枇杷树的种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的缺陷，提供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

法，该方法能够减少枇杷种植过程中农药及化肥的使用量，提高枇杷的品质及口感，同时能

够提高经济收益，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1)：种植基地选取：选择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且水位低的砂质或粘土地区作为

种植基地；

[0006] S2)：土壤治理：在种植基地挖穴，穴长80cm、宽75cm、深65cm，每亩地挖55-65个穴，

然后在穴内填入基肥，然后在基肥的撒上石灰粉，用土进行覆盖；

[0007] S3)：根苗种植：挑选长势好的根苗，将其叶片剪掉二分之一，然后浅种在穴内，并

在每棵根苗的根部淋水，然后用杂草进行覆盖，并分别在枇杷的膨大期、夏梢萌发期、开花

期及坐果期进行施肥；

[0008] S4)：农产品养殖：选取三黄鸡及蜜蜂作为养殖产品放入种植基地内，在种植基地

的边缘设置围栏，并每天投喂饲料，然后在每棵枇杷之间挖一个深坑，坑内按每千克鸡粪加

15％肥泥及5％麦糠并搅拌均匀，然后用薄膜密封发酵，产生大量蚯蚓，每隔5-7天打开一次

供三黄鸡进食，然后向坑内加入粪泥并密封；

[0009] S5)：病虫防治：在枇杷树树干上悬挂杀虫灯，对害虫进行诱杀，每隔5-6天将害虫

的尸体进行扫落地上；

[0010] S6)：种植基地管理：定期向种植基地内洒水灌溉，保持空气湿润，在冬季天气，在

枇杷树干包括保温膜进行保温，并在地上覆盖地膜，提高土地温度。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土壤治理步骤中基肥包含有杂草8-13公

斤、石灰0.4-0.8公斤、钙镁磷肥1-2公斤、复合肥1-1.2公斤和腐熟粪肥20-25公斤，施加基

肥能够保证根苗的存活率。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病虫防治步骤中还包括诱虫液与粘纸板，

诱虫液通过带挥发棒的玻璃瓶挂在枇杷树的树干上，粘纸板包裹在枇杷树的主干上，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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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使用能够提高杀虫效率。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诱虫液中包含有红糖、醋和水，且红糖、醋

和水的配比为5:20:80，诱虫液的制备方式简单，经济成本低。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根苗之间的种植间距为2.5-3.5m，行距为

4-4.5m，能够为枇杷生长提供充足的环境。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根苗种植步骤中的肥料每亩地包含有农家

厩肥900-1000公斤、速效复合肥30-50公斤和饼肥120-130公斤，施加肥料能够促进枇杷的

生长。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中采用蜜蜂授粉的方式，可以减少

畸形枇杷果的数量，同时产出蜂蜜，提供经济收益，枇杷果掉落的腐质可以作为三黄鸡的饲

料，能够减少三黄鸡的饲料消成本，三黄鸡长期服用富含营养的枇杷饲料，能够形成独特的

品种，其产生的粪便可反哺至枇杷树中，用作肥料，减少肥料成本，同时采用粪泥培育蚯蚓，

能够松动土质，改善土壤环境，各物种间协调配合，能够大大的降低劳动强度，使种植枇杷

的成本明显的降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8] 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19] 实施例一：

[0020] 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S1)：种植基地选取：选择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且水位低的砂质或粘土地区作为

种植基地，选择合适的土壤能够提高枇杷树的存活率；

[0022] S2)：土壤治理：在种植基地挖穴，穴长80cm、宽75cm、深65cm，每亩地挖55个穴，然

后在穴内填入基肥，基肥包含有杂草13公斤、石灰0.8公斤、钙镁磷肥2公斤、复合肥1.2公斤

和腐熟粪肥25公斤，然后在基肥的撒上石灰粉，用土进行覆盖，土壤施肥能够提供枇杷存活

所需的营养，提高枇杷存活率；

[0023] S3)：根苗种植：挑选长势好的根苗，将其叶片剪掉二分之一，然后浅种在穴内，根

苗之间的种植间距为3.5m，行距为4.5m，并在每棵根苗的根部淋水，然后用杂草进行覆盖，

并分别在枇杷的膨大期、夏梢萌发期、开花期及坐果期进行施肥，肥料每亩地包含有农家厩

肥1000公斤、速效复合肥50公斤和饼肥130公斤；

[0024] S4)：农产品养殖：选取三黄鸡及蜜蜂作为养殖产品放入种植基地内，在种植基地

的边缘设置围栏，并每天投喂饲料，然后在每棵枇杷之间挖一个深坑，坑内按每千克鸡粪加

15％肥泥及5％麦糠并搅拌均匀，然后用薄膜密封发酵，产生大量蚯蚓，每隔7天打开一次供

三黄鸡进食，然后向坑内加入粪泥并密封，蜜蜂能够为枇杷树授粉，同时产出蜂蜜，三黄鸡

能够食用腐烂的枇杷果，同时其粪便能够用于枇杷树肥料使用，降低种植成本，也可用于培

育蚯蚓，疏松种植基地的土壤，改善土质，并用于饲养三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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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S5)：病虫防治：在枇杷树树干上悬挂杀虫灯，对害虫进行诱杀，每隔6天将害虫的

尸体进行扫落地上，还包括诱虫液与粘纸板，诱虫液通过带挥发棒的玻璃瓶挂在枇杷树的

树干上，粘纸板包裹在枇杷树的主干上，诱虫液中包含有红糖、醋和水，且红糖、醋和水的配

比为5:20:80，杀虫灯及粘纸板的使用能够节省人力，高效进行杀虫；

[0026] S6)：种植基地管理：定期向种植基地内洒水灌溉，保持空气湿润，在冬季天气，在

枇杷树干包括保温膜进行保温，并在地上覆盖地膜，提高土地温度。

[0027] 实施例二：

[0028] 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S1)：种植基地选取：选择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且水位低的砂质或粘土地区作为

种植基地，选择合适的土壤能够提高枇杷树的存活率；

[0030] S2)：土壤治理：在种植基地挖穴，穴长80cm、宽75cm、深65cm，每亩地挖55个穴，然

后在穴内填入基肥，基肥包含有杂草8公斤、石灰0.4公斤、钙镁磷肥1公斤、复合肥1公斤和

腐熟粪肥20公斤，然后在基肥的撒上石灰粉，用土进行覆盖，土壤施肥能够提供枇杷存活所

需的营养，提高枇杷存活率；

[0031] S3)：根苗种植：挑选长势好的根苗，将其叶片剪掉二分之一，然后浅种在穴内，根

苗之间的种植间距为2.5m，行距为4m，并在每棵根苗的根部淋水，然后用杂草进行覆盖，并

分别在枇杷的膨大期、夏梢萌发期、开花期及坐果期进行施肥，肥料每亩地包含有农家厩肥

900公斤、速效复合肥30公斤和饼肥120公斤；

[0032] S4)：农产品养殖：选取三黄鸡及蜜蜂作为养殖产品放入种植基地内，在种植基地

的边缘设置围栏，并每天投喂饲料，然后在每棵枇杷之间挖一个深坑，坑内按每千克鸡粪加

15％肥泥及5％麦糠并搅拌均匀，然后用薄膜密封发酵，产生大量蚯蚓，每隔5天打开一次供

三黄鸡进食，然后向坑内加入粪泥并密封，蜜蜂能够为枇杷树授粉，同时产出蜂蜜，三黄鸡

能够食用腐烂的枇杷果，同时其粪便能够用于枇杷树肥料使用，降低种植成本，也可用于培

育蚯蚓，疏松种植基地的土壤，改善土质，并用于饲养三黄鸡；

[0033] S5)：病虫防治：在枇杷树树干上悬挂杀虫灯，对害虫进行诱杀，每隔5天将害虫的

尸体进行扫落地上，还包括诱虫液与粘纸板，诱虫液通过带挥发棒的玻璃瓶挂在枇杷树的

树干上，粘纸板包裹在枇杷树的主干上，诱虫液中包含有红糖、醋和水，且红糖、醋和水的配

比为5:20:80，杀虫灯及粘纸板的使用能够节省人力，高效进行杀虫；

[0034] S6)：种植基地管理：定期向种植基地内洒水灌溉，保持空气湿润，在冬季天气，在

枇杷树干包括保温膜进行保温，并在地上覆盖地膜，提高土地温度。

[0035] 实施例三：

[0036] 一种生物链式枇杷种植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S1)：种植基地选取：选择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且水位低的砂质或粘土地区作为

种植基地，选择合适的土壤能够提高枇杷树的存活率；

[0038] S2)：土壤治理：在种植基地挖穴，穴长80cm、宽75cm、深65cm，每亩地挖60个穴，然

后在穴内填入基肥，基肥包含有杂草10公斤、石灰0.6公斤、钙镁磷肥1.5公斤、复合肥1.1公

斤和腐熟粪肥22.5公斤，然后在基肥的撒上石灰粉，用土进行覆盖，土壤施肥能够提供枇杷

存活所需的营养，提高枇杷存活率；

[0039] S3)：根苗种植：挑选长势好的根苗，将其叶片剪掉二分之一，然后浅种在穴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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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之间的种植间距为3m，行距为4.3m，并在每棵根苗的根部淋水，然后用杂草进行覆盖，并

分别在枇杷的膨大期、夏梢萌发期、开花期及坐果期进行施肥，肥料每亩地包含有农家厩肥

950公斤、速效复合肥40公斤和饼肥125公斤；

[0040] S4)：农产品养殖：选取三黄鸡及蜜蜂作为养殖产品放入种植基地内，在种植基地

的边缘设置围栏，并每天投喂饲料，然后在每棵枇杷之间挖一个深坑，坑内按每千克鸡粪加

15％肥泥及5％麦糠并搅拌均匀，然后用薄膜密封发酵，产生大量蚯蚓，每隔6天打开一次供

三黄鸡进食，然后向坑内加入粪泥并密封，蜜蜂能够为枇杷树授粉，同时产出蜂蜜，三黄鸡

能够食用腐烂的枇杷果，同时其粪便能够用于枇杷树肥料使用，降低种植成本，也可用于培

育蚯蚓，疏松种植基地的土壤，改善土质，并用于饲养三黄鸡；

[0041] S5)：病虫防治：在枇杷树树干上悬挂杀虫灯，对害虫进行诱杀，每隔6天将害虫的

尸体进行扫落地上，还包括诱虫液与粘纸板，诱虫液通过带挥发棒的玻璃瓶挂在枇杷树的

树干上，粘纸板包裹在枇杷树的主干上，诱虫液中包含有红糖、醋和水，且红糖、醋和水的配

比为5:20:80，杀虫灯及粘纸板的使用能够节省人力，高效进行杀虫；

[0042] S6)：种植基地管理：定期向种植基地内洒水灌溉，保持空气湿润，在冬季天气，在

枇杷树干包括保温膜进行保温，并在地上覆盖地膜，提高土地温度。

[0043] 本发明好处：本发明能够在种植基地内形成简单的链式循环，实现废物利用功能，

降低枇杷种植成本，种植过程中，由蜜蜂进行授粉，产出的蜂蜜可用于售卖，同时蜂蜜吸引

苍蝇，苍蝇能喂养散养的三黄鸡，三黄鸡产出的粪便可作为枇杷的肥料，同时也可培育蚯

蚓，蚯蚓产生的粪便可作为肥料，实现了链式养殖的生态链，能够大大的节省人力，提高经

济收益，同时也有助于种植基地的管理。

[004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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