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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胡萝卜种植主要集中在厦门市周边，以漳州市漳浦县、泉州市晋江以及厦门同安区等地为
主，此地区地处北纬 24.12-24.74°之间。该地区东南沿海，北部有高大的武夷山脉，受到海洋性气候及
北部冷空气不能南下的影响，终年无霜，年平均气温 15.3-21.9 度，非常适合进行蔬菜的种植生产。但
是，该地区夏季容易受到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每年的 6 月份到 8 月份受台风影响较为严重，因此每
年的 9 月份至来年的 6 月份是蔬菜种植的主要时间。目前，该地区以种植胡萝卜、樱桃番茄、茄子、甘
蓝、西兰花、紧花白花菜、大葱以及洋葱为主，同时花卉事业发展也较为突出。
该地区气候适宜，积温大，蔬菜种植面积较大。但是相对整个福建省来说，地少人多；相对国内大
陆来说，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可以和国内其他地区蔬菜产生时间差，因此蔬菜价格偏高，农户种植蔬菜
都能够赚到钱，所以已经形成的种植模式和种植习惯很难更改。
目前该地区种植的胡萝卜面积据估计应该有 30-40 万亩左右，主要以日本坂田公司胡萝卜品种坂田
七寸为主。该地区全部是沙土，每年农户就是用海砂改良土壤，就是说此地的胡萝卜基本上就是种植在
沙子当中，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非常适宜胡萝卜等根茎类蔬菜种植。除日本坂田公司以外，国内外多
家种子公司也看好此地的胡萝卜市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是日本坂田公司坂田七寸为主，该品
种颜色鲜红，长度 23 厘米左右，直径 5 厘米左右，顺直，心小，叶子较少，平均 12-15 片叶子。
整地：选择透气性良好的沙地，每亩沙地大约施用干鸡粪 400 斤左右，发酵好后翻地起垄，垄高
35-40cm，宽度一般在 50-60cm，垄与垄之间相距 15-20cm，同时安装喷灌。
播种：胡萝卜一般是在 9、10 月份开始播种，120-140 天采收最为合适，在 2、3 月份采收最为合
适。每畦一般种植 4 行胡萝卜，行距 15cm，打孔播种，株距 10cm 左右，每空播种 1-2 粒，每 100000
粒（约 400 克）种子可播种 2.5-3 亩土地。
管理：胡萝卜管理较为简单，主要就是注意追肥。因为种植胡萝卜土壤较为疏松，水肥流失量较
大，所以在生长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经常浇水施肥。在胡萝卜生长期内，一般要追施复合肥 100 公斤左
右。具体施肥的时间以及量的掌握需要进一步调查，有待补充。追肥主要是以冲施肥的方式通过喷灌进
行。
病虫害防治：一般情况下胡萝卜在该地区病虫害较少，经过查阅资料，以下病害较为常见，下面的
资料均来自于互联网：
据调查一般田块发病率在 10％~30％。常见的病害主要有黑斑病、黑腐病、根结线虫病、软腐病、
花叶病。
1、黑斑病
识别要点：主要为害叶片、叶柄和茎秆。叶片多从叶尖或叶缘发病，产生褐色小病斑，有黄色晕
圈，扩大后呈不规则形黑褐色、内部淡褐色病斑，后期叶缘上卷，从下部枯黄。潮湿时病斑上密生黑
霉，茎、花柄发病，产生长圆形黑褐色稍凹陷病斑，易折断。
防治方法：①播前用种子重量 0.3％的 50％福美双或 70％代森锰锌拌种。②从无病株上采种，做到
单收单藏。③实行 2 年轮作，增施基肥和追肥。④发病初期喷洒 75％百菌清 600 倍液、70％代森锰锌

600 倍液，隔 7-10 天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2、黑腐病
识别要点：苗期至采收期或贮藏期均可发生，主要为害肉质根、叶片、叶柄及茎。叶片染病，形成
暗褐色斑，严重的致叶片枯死。叶柄上病斑长条状。茎上多为梭形至长条形斑，病斑边缘不明显。湿度
大时表面密生黑色霉层。肉质根染病多在根头部形成不规则形或圆形稍凹陷黑斑，严重时病斑扩展，深
达内部，使肉质根变黑腐烂。
防治方法：同胡萝卜黑斑病。
3、根结线虫病
识别要点：主要发生在根部。地上部表现症状因发病的程度不同而异，轻病株症状不明显，重病株
生长发育不良，叶片中午萎蔫或逐渐枯黄，植株矮小，影响结实，发病严重时，全田植株枯死。地下染
病后产生瘤状大小不等的根结，解剖根结，病部组织里有很多细小的乳白色线虫埋于其内。
防治方法：①实行 2 年以上水旱轮作。②重病田灌水 10-15 厘米深，保持 1-3 个月，使线虫缺氧窒
息而死。③收获后彻底清洁田园，将病残体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压低虫源基数，减轻病害的发生。④在
蔬菜发病初期，用 1.8％虫螨克 1000 倍液灌根，每株灌 0.5 公斤，间隔 10-15 天灌根 1 次。
4、软腐病
识别要点：主要为害地下部肉质根，田间或贮藏期均可发生，在田间地上部茎叶变黄萎蔫，根部染
病初呈湿腐状，后扩大，病斑形状不定，边缘明显或不明显，肉质根组织软化，呈灰褐色，腐烂汁液外
溢，具臭味。
防治方法：①重病区实行与葱蒜类蔬菜及水稻轮作。②加强检查，雨后及时排水，发现病株随时清
除，并撒石灰或用石灰水淋灌病穴。③发病初期喷洒 14％络氨铜水剂 300 倍液，或 50％琥胶肥酸铜
(DT)500 倍液。④收获时尽量减少伤口，采收后晒半天，入窖后严格控制窖温在 IO℃以下，相对湿度低
于 80％，可减少发病。
5、花叶病毒病
识别要点：胡萝卜苗期或生长中期发生，植株生长旺盛叶片受害，轻者形成明显斑驳花叶，重者呈
严重皱缩花叶，有的叶片扭曲畸变。
防治方法：①清洁田园，及时清理病残株，深埋或烧毁。②及早防治蚜虫，减少传毒机会，用 2.5％
功夫 3000-4000 倍液或 10％吡虫啉 15 克/亩。③用 1.5％植病灵 1 000 倍液喷雾，或 1：(20-40)的鲜豆
浆低容量喷雾，隔 7 天喷 1 次，连喷 3-4 次。
福建省胡萝卜种植主要集中在厦门市周边，以漳州市漳浦县、泉州市晋江以及厦门同安区等地为
主，此地区地处北纬 24.12-24.74°之间。该地区东南沿海，北部有高大的武夷山脉，受到海洋性气候及
北部冷空气不能南下的影响，终年无霜，年平均气温 15.3-21.9 度，非常适合进行蔬菜的种植生产。但
是，该地区夏季容易受到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每年的 6 月份到 8 月份受台风影响较为严重，因此每
年的 9 月份至来年的 6 月份是蔬菜种植的主要时间。目前，该地区以种植胡萝卜、樱桃番茄、茄子、甘
蓝、西兰花、紧花白花菜、大葱以及洋葱为主，同时花卉事业发展也较为突出。
该地区气候适宜，积温大，蔬菜种植面积较大。但是相对整个福建省来说，地少人多；相对国内大

陆来说，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可以和国内其他地区蔬菜产生时间差，因此蔬菜价格偏高，农户种植蔬菜
都能够赚到钱，所以已经形成的种植模式和种植习惯很难更改。
目前该地区种植的胡萝卜面积据估计应该有 30-40 万亩左右，主要以日本坂田公司胡萝卜品种坂田
七寸为主。该地区全部是沙土，每年农户就是用海砂改良土壤，就是说此地的胡萝卜基本上就是种植在
沙子当中，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非常适宜胡萝卜等根茎类蔬菜种植。除日本坂田公司以外，国内外多
家种子公司也看好此地的胡萝卜市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是日本坂田公司坂田七寸为主，该品
种颜色鲜红，长度 23 厘米左右，直径 5 厘米左右，顺直，心小，叶子较少，平均 12-15 片叶子。
整地：选择透气性良好的沙地，每亩沙地大约施用干鸡粪 400 斤左右，发酵好后翻地起垄，垄高 3540cm，宽度一般在 50-60cm，垄与垄之间相距 15-20cm，同时安装喷灌。
播种：胡萝卜一般是在 9、10 月份开始播种，120-140 天采收最为合适，在 2、3 月份采收最为合
适。每畦一般种植 4 行胡萝卜，行距 15cm，打孔播种，株距 10cm 左右，每空播种 1-2 粒，每 100000
粒（约 400 克）种子可播种 2.5-3 亩土地。
管理：胡萝卜管理较为简单，主要就是注意追肥。因为种植胡萝卜土壤较为疏松，水肥流失量较
大，所以在生长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经常浇水施肥。在胡萝卜生长期内，一般要追施复合肥 100 公斤左
右。具体施肥的时间以及量的掌握需要进一步调查，有待补充。追肥主要是以冲施肥的方式通过喷灌进
行。
病虫害防治：一般情况下胡萝卜在该地区病虫害较少，经过查阅资料，以下病害较为常见，下面的
资料均来自于互联网：
据调查一般田块发病率在 10％~30％。常见的病害主要有黑斑病、黑腐病、根结线虫病、软腐病、
花叶病。
1、黑斑病
识别要点：主要为害叶片、叶柄和茎秆。叶片多从叶尖或叶缘发病，产生褐色小病斑，有黄色晕
圈，扩大后呈不规则形黑褐色、内部淡褐色病斑，后期叶缘上卷，从下部枯黄。潮湿时病斑上密生黑
霉，茎、花柄发病，产生长圆形黑褐色稍凹陷病斑，易折断。
防治方法：①播前用种子重量 0.3％的 50％福美双或 70％代森锰锌拌种。②从无病株上采种，做到
单收单藏。③实行 2 年轮作，增施基肥和追肥。④发病初期喷洒 75％百菌清 600 倍液、70％代森锰锌
600 倍液，隔 7-10 天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2、黑腐病
识别要点：苗期至采收期或贮藏期均可发生，主要为害肉质根、叶片、叶柄及茎。叶片染病，形成暗
褐色斑，严重的致叶片枯死。叶柄上病斑长条状。茎上多为梭形至长条形斑，病斑边缘不明显。湿度大
时表面密生黑色霉层。肉质根染病多在根头部形成不规则形或圆形稍凹陷黑斑，严重时病斑扩展，深达
内部，使肉质根变黑腐烂。
防治方法：同胡萝卜黑斑病。
3、根结线虫病
识别要点：主要发生在根部。地上部表现症状因发病的程度不同而异，轻病株症状不明显，重病株

生长发育不良，叶片中午萎蔫或逐渐枯黄，植株矮小，影响结实，发病严重时，全田植株枯死。地下染
病后产生瘤状大小不等的根结，解剖根结，病部组织里有很多细小的乳白色线虫埋于其内。
防治方法：①实行 2 年以上水旱轮作。②重病田灌水 10-15 厘米深，保持 1-3 个月，使线虫缺氧窒
息而死。③收获后彻底清洁田园，将病残体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压低虫源基数，减轻病害的发生。④在
蔬菜发病初期，用 1.8％虫螨克 1000 倍液灌根，每株灌 0.5 公斤，间隔 10-15 天灌根 1 次。
4、软腐病
识别要点：主要为害地下部肉质根，田间或贮藏期均可发生，在田间地上部茎叶变黄萎蔫，根部染
病初呈湿腐状，后扩大，病斑形状不定，边缘明显或不明显，肉质根组织软化，呈灰褐色，腐烂汁液外
溢，具臭味。
防治方法：①重病区实行与葱蒜类蔬菜及水稻轮作。②加强检查，雨后及时排水，发现病株随时清
除，并撒石灰或用石灰水淋灌病穴。③发病初期喷洒 14％络氨铜水剂 300 倍液，或 50％琥胶肥酸铜
(DT)500 倍液。④收获时尽量减少伤口，采收后晒半天，入窖后严格控制窖温在 IO℃以下，相对湿度低
于 80％，可减少发病。
5、花叶病毒病
识别要点：胡萝卜苗期或生长中期发生，植株生长旺盛叶片受害，轻者形成明显斑驳花叶，重者呈
严重皱缩花叶，有的叶片扭曲畸变。
防治方法：①清洁田园，及时清理病残株，深埋或烧毁。②及早防治蚜虫，减少传毒机会，用 2.5％
功夫 3000-4000 倍液或 10％吡虫啉 15 克/亩。③用 1.5％植病灵 1 000 倍液喷雾，或 1：(20-40)的鲜豆
浆低容量喷雾，隔 7 天喷 1 次，连喷 3-4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