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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源

– 茄子（Solanum melongena L.）为茄科茄属植
物，起源于亚洲东南热带地区，古印度为最早驯化

地。一般认为中国是茄子的第二起源地。

– 茄子在热带地区是灌木状直立性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生产上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栽培。

二、营养价值

– 以嫩果供食，可炒食、蒸食和盐渍，含有蛋白质、
脂肪、糖、磷、钙、铁以外，还含有茄碱苷，具有

降低胆固醇和增加肝脏生理功能的作用，所以被列

入保健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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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栽培：全世界均有分布，以亚洲最多。

– 中国栽培茄子历史悠久，类型和品种繁多，茄子适

应性强，生长期长，产量高，是北方地区夏秋季的

主要蔬菜之一，尤其在解决秋淡季供应中具有重要

作用。

– 60、70年代，由小拱棚短期覆盖进入大棚覆盖栽

培。

–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茄子在日光温室生产取得
成功，基本上实现了周年供应。但目前设施茄子栽

培面积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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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学特征

n 1、根

– 茄子根系发达，根为直根系，主根粗而强，
垂直生长可达1.3～1.7m，横向伸长直径超
过1m。主根群分布在33cm内的土层中。

– 茄子根系木质化较早，发生不定根能力较
弱。

– 由此茄子不宜多次移栽，栽培时应注意保护
根系，创造肥沃疏松的土壤环境。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3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n 2、茎

– 茎直立、粗壮，分枝习性为假二杈分枝。能够直
立，栽培一般不搭架，但温室长季节栽培植株高达

1.5~1.8m，需吊蔓栽培。

– 茎无限生长，木质化强。
– 在主茎第1叶腋处可生成生长势强的腋芽，经伸长
生长成为侧枝，以此方式循环往复形成不同级别的

侧枝。

– 茎基部，门茄以下易生侧枝，应及时摘除。

– 茎颜色和果实颜色的相关性显著。一般有紫色、绿
色、深绿色、黑紫色、暗灰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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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叶

– 单叶、互生，有花柄。

– 叶形为稍有扁斜的卵圆形或长卵圆形，浅波圆、网
状脉。

– 叶龄在15～35d光合速率最高

– 叶片的颜色与果实的颜色有相关性，紫果品种的嫩
叶带有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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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花

– 花多单生（少数品种为簇生），为两性花。

– 花冠紫色或淡紫色，花冠、花瓣5~6片，基部合
生。

– 雄蕊5～6个，花药贴绕花柱，顶端孔裂散粉，雌蕊
1枚子房上位，自花授粉为主。

– 花的寿命3～4天，自开花前1天到开花后2～3天都
有受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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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根据花柱长短可分为长柱花、中柱花和

短柱花。长柱花坐果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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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果实

– 果实为浆果，果肉主要由果皮、胎座和心髓等构
成，以鲜果作为食用。

– 果肉厚，胎座特别发达，为海绵薄壁组织，是茄子
的主要食用部分。

– 果形为圆、长圆、卵圆，果皮有紫、绿、白等色。
– 小果形品种单果重为50g左右，大果形品种为

1000g左右。

n 6、种子

– 采种果实必须变黄时采收。
– 茄子的种子较小，千粒重3.16～5.30g，每个果实
内含500～1000粒种子，占果实重量的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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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生育周期

1．发芽期 从种子发芽到第一片真叶出现，约需

10～12天。

2．幼苗期 从第一片真叶出现到现蕾，约需

50～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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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芽分化
A.分化时期：

一般幼苗于3～4片真叶展开时开始，到7～8片真叶

展开时，幼苗已现蕾，四门斗的花芽已分化完毕。一般1

个花房分化数个花芽，只有1个花芽发育，其他退化。

B.分化方式：

第1花下面那个叶腋生出一个生长势强的腋芽经过生
长成为第1侧枝，在它的第2～3节之间生成侧枝上的第1
朵花；此后也每隔2节又形成花芽。此后2、3……级侧枝
的生成和上面的花芽分化都是按这个规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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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花着果期 从茄子现蕾到果实坐住。由营养生

长为中心向生殖生长为主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应适当控制水分，促进根系生长，控制秧苗

生长，促进营养物质向生殖器官分配。

茄子第1朵花从开始分化到开花，在正常情况下约需
30～35d。
在适宜温度范围内，温度稍低，花芽分化略有延

迟，但长柱花多，反之花芽分化期提前，但中柱花和短

柱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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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期 从门茄坐果到拉秧为结果期。

p 生长特点：植株同化产物的绝大部分供给果实生长，

茎、叶的分配量则较少。

p在正常情况下，茄子开花时，花的上面已有4～5片叶充

分展开。如果花上只有1～2片叶展开，说明温度不足、土

壤干旱或营养不良等原因而生育不良，应采取措施促进生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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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习性

n 茄子的结果和分枝

规则相当规律，按

果实出现的先后顺

序称之为门茄、对

茄、四门斗（四母

斗）、八面风、满

天星。

n 茄子结果潜力很

大，愈到上层果实

愈多，但必须管理

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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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发育

n 茄子果实发育经历现蕾期、露瓣期、开花期、

凋瓣期、瞪眼期、产品食用成熟期、生理成熟

期。

n 一般茄子从开花到瞪眼期需8～12d，从瞪眼期
到技术成熟需13～14d，从技术成熟到生理成
熟约30d。

n 在门茄瞪眼期以前，以营养生长占优势，应对

其适当控制，促进营养物质分配转到以果实生

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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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进入门茄瞪眼期，植株同化物质转到以供应果

实为主。这时应加强肥水管理，促进门茄果实

膨大及茎叶生长。

n 在对茄与四母茄结果时期，对产量影响最大，

应保证有足够的叶面积，既要促进果实生长，

又要保持植株生长势的旺盛，防止早衰。

n 八面风结果期为结果后期，果实多，但单果重

较小，加强管理还可取得可观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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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n 1、温度

– 茄子喜温，耐热性较强，但高温多雨季节易产
生烂果。

– 种子发芽最适温度为30 ℃，低于25 ℃发芽缓
慢。

– 生育适温范围13～35 ℃，生育最适温度为白天
25～30 ℃，夜间15～20 ℃，地温1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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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照

– 茄子属于喜光作物，光饱和点为40klx，光

补偿点为2klx。

– 光照时间越长，生育越旺盛，花芽分化早，
开花越早。

– 在弱光下，特别是光照时间短的条件下，花
芽分化质量降低，落花率提高，果实着色也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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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对水分的要求不严，但过干、过湿均对
生长发育不利。要做到干旱时及时灌水，过

湿时及时排水。

– 土壤相对含水量为70％～80％为宜。

– 适宜空气相对湿度为70％～80％。

3、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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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及营养

– 茄子生育适宜微酸至微碱性土质，一般pH 
以6.8～7.3为好。

– 要求疏松、含有机质多，肥沃而保水力强的
土壤。

– 茄子对氮肥要求较高，增施氮肥，增产作用
极其明显。

– 茄子比较耐肥。氮、磷、钾同时施用效果更
好。生产1000kg茄子大约需氮2.7kg、磷
0.7kg、钾4.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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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茄子设施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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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栽培类型和季节

1中～7上11下～12下9下～10中日光温室冬春茬

12中～3上10下～11上8下～9上日光温室冬 茬

10中～12下8中～9上7上～7下日光温室秋冬茬

5上～7下3中～4中12上～1中塑料大棚

4上～7中2中～3中11下～12下日光温室春 茬

采收期定植期播种期利用设施栽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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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型及品种

类型

1.依据果型划分：圆茄、长茄和卵茄（矮茄）

2.依据果色划分：紫茄、绿茄、白茄、紫红茄

3.依据第一雌花节位划分：

①早熟品种：5～6叶

②中熟品种：7～8叶

③晚熟品种：9叶以上

（二）类型及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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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选择

n 春茬栽培：早熟，果实发育快，植株开张度

小，耐寒，抗病性强，丰产，适合消费习惯的

果皮颜色

n 西安绿皮（绿色）、黑油亮、北京五叶茄、鲁

茄1号、辽茄5号（绿色）、辽茄4号

n 秋冬茬：抗病、耐热、耐低温，果实膨大速度

快、早熟、丰产等

n 糙青茄（绿色）、紫长茄、黑油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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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春茬及春茬茄子栽培技术

n 1、育苗技术要点
n （1）床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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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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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芽

q先用细砂搓去种皮上的粘液，包在湿布里，放

在25～30 ℃处。

q每天采用16～18h25～30 ℃，6～8h16～20 

℃的变温催芽最好。

q每天翻动种子1～2次，见干时适当喷水。

q 5～6天芽长至0.2～0.3cm时即可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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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播种

15kg营养土内加70％五氯
硝基笨和80％代森锌各5克
混合拌匀药土的2/3，在苗
床浇足底水后撒在1平方米
的苗床上，然后播种，播

种后再将剩余的1/3药土盖
在上面，可防猝倒病。 将苗盘放在28～30 ℃的环境中。地

温保持在2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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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分苗
– 幼苗2片子叶1心分苗为宜。

n （5）嫁接
– A.嫁接的适宜苗龄：砧木苗5～6片真叶，接穗苗4～

5片真叶。
– B.  嫁接方法：劈接法和斜切接法

劈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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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切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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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苗期环境管理
温度管理

光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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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苗期环境管理
灌水管理

空气湿度管理

追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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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地施肥及定植技术要点

n （1）整地施肥

n 按每667m27500kg撒腐熟优质有机肥，然后
进行土壤深翻整平，深翻30～40cm。

n 温室或大棚消毒 定植前7～10d按每立方米
空间用硫磺粉4g，加80％敌敌畏0.1g和锯末
8g，混匀后点燃，密闭一昼夜进行熏蒸，然后
打开风口放大风。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定植

n 定植时应选择晴天，株距40cm左右，定植株数为
2500～270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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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栽培管理要点

温

度

q定植后生育前期较强保温，促进缓苗

和植株生长（25～30 ℃/15~20 ℃）

q待3月份以后，逐渐增加放风量，外
界最低温度超过15 ℃时，可昼夜放
风。

光

照
q尽量增加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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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管 理

灌

水

q定植时浇足定植水，3～4天后再浇一
次缓苗水。

q缓苗水后至门茄瞪眼时再灌水，采取膜

下暗灌

q待3月中旬室内土温达18 ℃以上，明沟
暗沟都可灌水，要注意及时放风排湿

q进入4月份后，一般每周灌水一次

追

肥

q门茄瞪眼时开始追肥，每隔20天追一次

q每次每亩追尿素10～15kg或磷酸二铵
10kg，但磷酸二铵不应超过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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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打叶 当门茄瞪眼时，应将基部3片叶打掉。

n 整枝 茄子枝条的生长和开花结果习性一般很

有规律，露地栽培多不进行整枝，只是去除门

茄以下的侧枝。温室或大棚栽培应进行整枝，

以避免四门斗茄子形成后出现枝叶茂盛、通风

不良的现象。

整枝打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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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枝方式

n 单干整枝：当门茄膨大生长时，将第1侧枝和靠近地面
的老叶摘掉，第2次（四门斗）当2个果实长到一半大
时，侧枝在果实上部留3片叶摘心，主枝继续生长。

n 双干整枝:即对茄形成后，剪去两个向外的侧枝，只留
两个向上的双干，打掉其他所有侧枝，待结到7个果实

后摘心，以促进果实早熟。

n 改良双干整枝：即四面斗茄形成后，将外侧两个侧枝

果实上部留1片叶后打掉生长点，只留2个向上的枝，
此后将所有外侧枝打掉，只留2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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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双干整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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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枝

作用：使选留的结果枝干在温室内均匀分布，保

持田间良好的透光性。使枝条向上生长，避免坐

果后果实将枝条压弯，造成枝条弯曲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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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止落花落果

n 茄子在低温或高温条件下会出现落花落果不良发育现

象，生产上常采用坐果激素蘸花。

n 沈农番茄丰产剂2号 每瓶对水350～500g，在茄
子开花时用小喷雾器喷花或蘸花。

n 防落素 40～50mg/kg，处理方法同上。
n 2、4－D 浓度30pp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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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收
（1）门茄要及时采收，以免影响对茄发育和植株生长。
（2）茄子采收的适宜时期
n 茄子萼片与果实相连处的白色或淡绿色的环状带非常明
显，则表明果实正在迅速生长，不宜采收，如果这条环状
带已趋于不明显或正在消失，则表明果实已停止生长，应
及时采收。通常，早熟茄子品种开花20-25天后就可采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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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新整枝
n （1）更新整枝时期

– 7月下旬～8月上旬进行更新整枝，一个月后便可采
收秋茄子。

n （2）更新整枝方法

每亩施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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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病虫害防治

n 畸形果：石茄、双身果、裂茄、无光泽果实。

n 常发生的害虫有：茶黄螨、温室白粉虱、火蜘

蛛和蚜虫。

n 常发生的病害有：褐纹病、绵疫病、黄萎病、

青枯病和灰霉病。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瞪眼期

n 由于茄子每天生长的快慢及见

光时间的长短不同,可以形成

3～4层不同深浅颜色的层次,其

白色部分越宽,表示果实生长越

快。这一部分俗称茄眼睛。在

开始出现白艳部分时,即为瞪眼

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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