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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福建农林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和福建省茶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FJ/TC 2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农林大学、福莲（武夷山）茶业有限公司、福建省安溪举源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武夷山市首席岩茶厂。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红、许锐能、孙丽莉、何世安、刘金龙、杨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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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茶园土壤用大豆种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茶园套种大豆的茶园土壤肥力判断、大豆品种选择、播种前准备、大豆施肥、接种根

瘤菌、大豆播种、田间管理、大豆压青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改良茶园土壤套种大豆的种植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404.2—2010  粮食作物种子  第2部分：豆类 

LY/T 1228  森林土壤氮的测定 

NY 410  根瘤菌肥料 

NY/T 1121.2  土壤检测  第2部分：土壤pH的测定 

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121.7—2014  土壤检测  第7部分：土壤有效磷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茶园土壤肥力判断 

测土方法 4.1 

种植前茶园宜测定土壤养分状况，土壤pH的测定方法按NY/T 1121.2执行，有机质含量测定方法

按NY/T 1121.6执行，速效磷含量测定方法按NY/T 1121.7—2014中5.3执行，碱解氮含量测定方法按

LY/T 1228执行。 

土壤肥力等级 4.2 

依据测定结果，茶园土壤肥力可分为三个等级，具体见表1。 

表1 茶园土壤肥力等级 

肥力等级 养分范围 

贫瘠土壤 有机质含量小于1%，速效磷含量小于50 mg/kg，碱解氮含量小于50 mg/kg。 

中等肥力土壤 有机质含量1%～2%，速效磷含量50 mg/kg～100 mg/kg，碱解氮含量50 mg/kg～100 mg/kg。 

高肥力土壤 有机质含量大于2%，速效磷含量大于100 mg/kg，碱解氮含量大于1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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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豆品种选择 

总体要求 5.1 

选用已通过国家（南方区域）或经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适应茶园酸性土壤生长的养

分高效大豆品种，大豆种子质量应符合GB 4404.2—2010中4.2.1的要求。大豆要求具体见表2。 

表2 大豆品种要求 

播种时间 茶树高度 宜栽大豆特点 推荐大豆品种 

2～5月 

小于50 cm 

耐低温、株高较矮、速生快发、生物

量较大的养分高效春大豆 

华春6号 

大于50 cm 华春6号、桂夏豆2号 

5～7月 

小于50 cm 
株高较矮、生物量较大的养分高效春

大豆或夏大豆 

华春6号、华夏1号、桂夏豆2号 

华春6号 

大于50 cm 
株高较高、生物量较大的养分高效夏

大豆 

华夏1号、华夏3号、桂夏豆2号 

华夏1号、桂夏豆2号 

 

高度要求 5.2 

选用大豆株高宜在80 cm～120 cm。 

生育期要求 5.3 

选用的大豆品种生育期宜在90～110天。 

株型要求 5.4 

选用分枝多、株型收敛且直立型的大豆品种，不宜选用匍匐型与爬藤型大豆品种。 

耐荫性要求 5.5 

选用有一定耐荫性的大豆品种。 

6 播种前准备 

茶园土壤养分测定 6.1 

播种前宜测定茶园土壤养分，详见表1。 

茶园选择 6.2 

茶树冠行间距应在30 cm以上，阳光能够直晒茶行中间地面。灌木型茶树品种（如肉桂、铁观音等），

茶树冠行间距至少达30 cm；小乔木型茶树品种（如水仙、梅占等），茶树冠行间距至少达40 cm。对于

不满足茶树冠行间距的茶园应修剪后再种植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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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 6.3 

播种前应适当除草，结合整地，清除杂草后再播种。 

7 大豆施肥 

沟施或穴施 7.1 

肥料作为基肥，沟施或穴施；或结合整地一次性施入，不应直接撒施在土壤表面。 

位置 7.2 

在茶行中间开施肥沟。 

深度 7.3 

施肥沟深15 cm～20 cm，宽10 cm左右。 

施肥方法 7.4 

大豆施肥方法因土壤肥力状况而异，具体见表3。 

表3 大豆种植施肥方法 

肥力等级 茶园类型 大豆种植施肥方法 

贫瘠土壤 

非有机茶园 
每亩10 kg尿素、5kg硫酸钾作为基肥，拌种20 kg钙镁磷肥，或每亩20 kg复合肥

（N:P:K≈3:1:1.5，N+P+K＞30%）作为基肥，拌种10 kg钙镁磷肥。 

有机茶园 
每亩50 kg茶树专用有机肥（有机质＞45%，N+P+K＞15%）作为基肥，拌种10 kg

钙镁磷肥。 

中等肥力土壤 

非有机茶园 
每亩10 kg复合肥（N:P:K≈3:1:1.5，N+P+K＞30%）作为基肥，拌种5 kg钙镁磷

肥。 

有机茶园 
每亩30 kg茶树专用有机肥（有机质＞45%，N+P+K＞15%）作为基肥，拌种5 kg

钙镁磷肥。 

高肥力土壤 
非有机茶园 不需要施基肥，但茶园土壤pH值小于5.5，每亩需拌种5 kg的钙镁磷肥。 

有机茶园 不需要施基肥，但茶园土壤pH值小于5.5，每亩需拌种5 kg的钙镁磷肥。 

 

覆土 7.5 

施肥后覆盖2 cm～3 cm的细土再播种大豆。 

8 接种根瘤菌 

菌剂要求 8.1 

根瘤菌菌剂应符合NY 4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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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种 8.2 

拌种时先将菌剂倒入适合的容器内，加入适量的水，加水量以轻握菌剂不滴水为宜。按5 kg大豆配

0.2 kg菌剂的比例混匀，以大豆表皮裹上一层薄而均匀的菌剂为宜。拌种后的种子应放在阴凉处，即拌

即播。 

9 大豆播种 

播种时间 9.1 

宜选择在下雨后，当地最低温度维持在15 ℃以上时播种大豆为宜。对于修剪的茶园，可在茶园修

剪后半个月内进行大豆播种。如遇干旱，播种后应及时适量浇水。 

大豆具体播种时间见表2。 

播种方法 9.2 

大豆播种方法具体见表4。 

表4 大豆播种方法 

茶园条件 采取方法 具体方法 

施基肥或翻耕

的茶园 
点播 

施肥沟覆土后，茶行间种植1行大豆，大豆与茶树间距为15 cm以上，大豆播种株距为30 cm，

直接点播2～3粒已拌根瘤菌的大豆，然后覆土。 

不施用基肥或

不翻耕的茶园 
穴播 

茶行间种植1行大豆，大豆与茶树间距15 cm以上，大豆播种株距为30 cm，挖宽和深为5 cm

左右的小穴，每穴播2～3粒已拌好根瘤菌的大豆，然后用周围的细土覆盖，不应用大土

块直接盖住种子，覆土厚度为2 cm～3 cm。 

10 田间管理 

大豆补苗 10.1 

如遇干旱或严重病虫害时，可适当地进行补苗，补苗时间在大豆出苗后两周以内为宜。 

病虫害防治 10.2 

按茶树病虫害管理。 

11 大豆压青 

压青时间 11.1 

在大豆种植后70～80天，大豆处于盛花期或鼓粒期时压青。 

压青方式 11.2 

人工或小型旋耕机压青。压青可结合翻地，把大豆秸秆埋进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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