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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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

则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学会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美红、杨海峰、惠林冲、陈微、李威亚、何林玉、缪美华、陈振泰、刘冰江、

李成佐、张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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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照洋葱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日照洋葱生产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生产过程、采收等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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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23416.9-2009 蔬菜病虫害安全防治技术规范第9部分：葱蒜类

NY/T 848 蔬菜产地环境

NY/T 1071-2006 洋葱

3 术语和定义

3.1 中日照洋葱

满足鳞茎形成需要的日照时长为 12~14 h的洋葱。

3.2 发芽期

从种子萌动出土到第 1片真叶出现的一段时间。

3.3 幼苗期

从第 1片真叶出现到定植大田的一段时间。

3.4 鳞茎膨大期

从叶鞘基部开始增厚到鳞茎充分肥大并停止生长的一段时间。

3.5 倒伏期

从“假茎”松软，自然倒伏，叶片衰败枯萎，到鳞茎成熟，外层1-3层鳞片干缩呈膜状的一段时期。

3.6 先期抽薹

秋播太早，营养面积大，肥水管理不当，使葱苗在低温季节发育过大，造成在鳞茎形成前过早抽薹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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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地环境

环境技术条件应符合NY/T 848中有关空气环境质量、灌溉水质及土壤环境质量的规定，土壤酸碱

度以中性为宜，含盐量不超过0.2%。要求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质疏松、肥沃且近2 y~3 y未种过葱

蒜类壤土或砂壤土。

5 生产过程

5.1 品种选择

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市场需求及优势区域规划选择洋葱品种。

选择高产、优质、适应性好、商品性好的洋葱品种。

5.2 育苗

5.2.1 种子

5.2.1.1 种子质量

种子纯度≥95%，净度≥98%，芽率≥70%，水分≤10%的当年收获的新种子。

5.2.1.2 用种量

每667 m2大田需种150 g~200 g。

5.2.1.3 种子处理

播种前宜将种子在阳光下晒种8 h~10 h，以利种子发芽。

5.2.2 育苗方式

露地育苗。

5.2.3 育苗床准备

结合整地每667 m2施腐熟有机肥6000 kg~8000 kg，磷酸二铵20 kg。苗床要浅耕细耙，床土细碎平

整，整平作1.0 m~1.5 m宽的高畦。667 m2大田用苗床面积40 m2~60 m2。

5.2.4 播种

5.2.4.1 播种期

9月上旬、9月中旬播种，视当地温度而定，洋葱发芽至幼苗期温度12℃～20℃。

5.2.4.2 播种方法

浇足底水，待水充分渗下（渗入地表8 cm~10 cm），撒施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 g/m2~12 g/m2；

将种子均匀撒播，覆盖1 cm左右的细土，盖上稻草、遮阳网等覆盖物。

5.2.5 苗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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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前不浇水，幼苗出土70%左右时在傍晚揭掉覆盖物，幼苗长到2 叶以后进行间苗、除草2次~3

次。

5.2.6 壮苗标准

苗龄50 d~55 d，株高15 cm~20 cm，三叶一心至四叶，假茎粗0.5 cm~0.6 cm，无病虫害。

5.3 定植前准备

5.3.1 田块选择

近2 y～3 y未种过葱蒜类田块。

5.3.2 整地施肥

在中等肥力条件下，结合整地每667 m2撒施优质腐熟有机肥5000 kg、尿素10 kg、复合肥（N:P:K

=15:15:15，下同）50 kg，施肥后深耕细耙，精细整地，深翻20 cm，使土肥混合均匀，耙平后作畦。

5.3.3 铺膜

在定植前4 d~5 d铺地膜，铺膜前每667 m2用33%二甲戊灵乳油100 ml~150 ml兑水15 kg~20 kg喷雾，

地膜要求压紧压牢。

5.4 定植

5.4.1 定植期

11月上旬到11月下旬。

5.4.2 选苗分级定植

在定植前1 d~2 d苗床浇水，选用健壮、无病虫害的幼苗，按大、中、小苗分级分畦定植。

5.4.3 定植规格

单株定植，行株距为（13~17）cm×15 cm，每667 m2栽20000株~24000株，栽直、浅栽（约2 cm），

根与土紧密结合，封好定植穴，定植后灌一次大水。

5.5 定植后管理

5.5.1 越冬期管理

12月中旬灌封冻水。

5.5.2 春季管理

葱苗返青时，结合灌水，每667 m2穴施尿素25 kg和复合肥20 kg。鳞茎膨大初期，每667 m2施复合

肥30 kg，可保证鳞茎的正常膨大。鳞茎膨大期，视墒情10 d~15 d灌一次水。

5.5.3 摘薹

发现先期抽薹的植株，及时摘除花薹顶部的花苞，促进鳞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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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采收前管理

采收前7 d~10 d不再浇水。

5.6 病虫防治措施

农药使用应符合GB/T 8321的要求。

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参照GB/T 23416.9-2009

6 采收

6.1 采收适期

在地上部管状叶自然倒伏后5 d~7 d即可采收。

6.2 采收方法

选择晴天，将葱球摆放于畦面晾晒1 d~2 d，用葱叶遮盖葱球；收获前用剪刀在假茎2 cm~3 cm处剪

去葱叶。

6.3 采后管理

采收后分级、包装、运输、贮存按NY/T 1071-2006中4、7的规定执行。

7 生产记录

对生产过程实行全程记录，记录保存时间 2 y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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