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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茶林下经济作物种植环境和种植技术等。
本标准适用于油茶林下经济作物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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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茶中幼龄林 childCamelliaoleiferaforest
林龄8年以下的油茶林。

3.2
油茶成年林 adultCamelliaoleiferaforest
林龄等于或大于8年的油茶林。

4 种植环境

油茶林下经济种植产地环境要求按GB15618、GB3095执行。

5 种植技术

5.1 林地选择

选择交通便利,灌溉方便,土层深厚、疏松肥沃、保水保肥力强,通风性好的中幼林地或前茬为非同

一作物种植的林地。

5.2 整地作床

精细整地,步沟距树基≥50cm,根据作物生长需求适当调整苗床高度,床高以10cm~40cm
为宜。

5.3 施肥

基肥以堆制腐熟的堆厩肥、作物稿杆等迟效性有机肥为主,适当配合氮肥、磷肥、钾肥,以基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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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总用量的60%左右为宜。追肥以速效性肥为主,勤施氮肥;中后期增施磷肥、钾肥。

5.4 适宜作物选择

5.4.1 油茶中幼龄林作物选择

宜选择喜光作物,作物生长不能对油茶林分生长造成伤害,作物选择参见附录 A;品种宜选用抗

(耐)病虫、优质、丰产的良种。

5.4.2 油茶成年林作物选择

宜选择喜阴作物;品种宜选用抗(耐)病虫、优质、丰产良种;参见附录B。

5.5 栽培措施

5.5.1 油茶中幼龄林栽培措施

根据不同作物选择不同的栽培方式,参见附录C。

5.5.2 油茶中幼龄林栽培措施

根据不同作物选择不同的栽培方式,参见附录D。

5.6 除草

采用地膜覆盖,并适时进行人工除草。

5.7 浇水

根据不同作物及干旱程度,适时浇水,以作物能正常生长为宜。

5.8 有害生物防治

以生物防治为主。实行2年~3年轮作,深翻晒土;雨季及时排水;病枝、病叶及时清除消毁、保持

田园清洁;禁用高残留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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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适宜油茶中幼林林下种植作物名录

表 A.1 适宜油茶中幼林林下种植作物名录

科名 作物名称 拉丁学名

唇形科 牛至 OrignumvulgareL.

唇形科 华鼠尾草 Salviachinensis

唇形科 荔枝草 Salviaplebeia

唇形科 夏枯草 PrunellavulgarisL.

唇形科 紫苏 erillafrutescens(L.)Britt.

唇形科 益母草 Leonurusartemisia (Laur.)S.Y.HuF

豆科 截叶铁扫帚 Lespedezacuneata

豆科 细梗胡枝子 Lespedezavirgata

豆科 米口袋 Gueldenstaedtiaverna

景天科 景天 Sedumerythrostictum Miq.

菊科 平卧菊三七 GynuraprocumbensM.

菊科 天名精 Carpesiumabrotanoides

菊科 鬼针草或三叶鬼针草 BidensbipinnataL.或BidenspilosaL.

茜草科 白花蛇舌草 Hedyotisdiffusa

茜草科 六月雪或白马骨 Serissaserissoides(DC.)Druce或SerissafoetidaComm.

蔷薇科 翻白草 PotentilladiscolorBunge.

茄科 龙葵 SolanumnigrumL.

玄参科 阴行草 SiphonostegiachinensisBenth

远志科 瓜子金 PolygalajaponicaHoutt.

十字花科 甘蓝 BrassicaoleraceaL.

百合科 大蒜 AlliumsativumL.(Garlic)

十字花科 萝卜 RaphanussativusL.

桔梗科 桔梗 Platycodongrandiflorus(Jacq.)A.DC.

蓼科 支柱蓼 Polygonumsuffultum

毛茛科 白芍 Cynanchumotophyllum

毛茛科 乌头 AconitumcarmichaeliDebx.

毛茛科 鹅掌草 Anemoneflaccida

伞形科 白芷
Angelicadahurica (Fisch.exHoffm.)Benth.etHook.f.exFranch.et
Sav)

天南星科 半夏 Pinelliaternata (Thunb.)Br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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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科名 作物名称 拉丁学名

天南星科 掌叶半夏 PinelliapedatisectaSchott.

乌毛蕨科 狗脊蕨 Woodwardiajaponica (L.f.)Sm.

苋科 牛膝 AchyranthesbidentataBlume.

鸢尾科 射干 Belamcandachinensis(L.)Redouté

紫草科 滇紫草 OnosmapaniculatumBur.etFranch.

凤仙花科 风仙花 ImpatientiensbalsaminaL.

玄参科 玄参 Figwortroot

旋花科 红薯 Ipomoeabatatas

忍冬科 忍冬 LonicerajaponicaThunb.

茜草科 栀子 GardeniajasminoidesEllis

大戟科 算盘子 Glochidionpuberum(L.)Hutch.

杜鹃花科 八厘麻 RhododendronmolleG.Don.

山柑科 白花菜 CleomegynandraL.

茄科 茄子 SolanummelongenaL.

茄科 辣椒 CapsicumannuumL

豆科 决明子 CatsiatoraLinn

豆科 绿豆 Vignaradiata (Linn.)Wilczek

豆科 豌豆 PisumsativumLinn

豆科 大豆 Glycinemax (Linn.)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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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适宜油茶成年林林下种植作物名录

表B.1 适宜油茶成年林林下种植作物名录

科名 作物名称 拉丁学名

百合科 吉祥草 Reineckiacarnea

报春花科 灵香草 Lysimachiafoenumgraecum Hance

禾本科 淡竹叶 Lophatherumgracile

虎耳草科 虎耳草 Saxifragastolongnifera

菊科 杏香兔儿风 AinsliaeafragransChamp.

卷柏科 翠云草 Selaginellauncinata (Desv.)Spring

苦苣苔科 猫耳朵 Boeahygrometrica

龙胆科 獐牙菜 Swertiabimaculata(Sieb.etZucc.)Hook.f.etThoms

千屈菜科 千屈菜 LythrumsalicariaL.

蔷薇科 绒毛龙芽草 AgrimoniapilosaLedeb.var.nepalensis(D.Don)Nakai

伞形科 天胡荽 HydrocotylesibthorpioidesLam.

玄参科 蚊母草 Veronicaperegrina

豆科 苜蓿 MedicagosativaLinn

百合科 延龄草 Trilliumtschonoskii

百合科 黄精 Polygonatumsibiricum

百合科 七叶一枝花 Parispolyphylla

败酱科 蜘蛛香 ValerianajatamansiJones

败酱科 缬草 Valerianapseudoofficinalis

报春花科 重楼排草 Lysimachiapardiformis

凤仙花科 细柄凤仙花 ImpatiensleptocaulonHook.f.

虎耳草科 落新妇 Astilbechinensis

姜科 生姜 ZingiberofficinaleRoscoe

姜科 山姜 Alpiniajaponiaca (L.)Miq.

桔梗科 羊乳根 Codonopsislanceolata(S.et.Z.)Trautv.

菊科 白术 AtractylodesmacrocephalaKoidz.

蓼科 金线草 Polygonumcillinerve(Nakai)Ohwi

小檗科 八角莲 Dysosmaversipellis

远志科 远志 Polygalatenuifolia Willd.

旋花科 红薯 Ipomoeabatatas

豆科 花生 Arachishypogaea

豆科 大豆 Glycinemax (Linn.)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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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适宜油茶中幼林林下栽培措施

表 C.1 适宜油茶中幼林林下栽培措施

作物名称
株行距或密度

/(cm×cm)
种植时间 种植周期 采收时间

牛至 20×20 春播 多年 夏季、秋季视生长势采收2次~3次

华鼠尾草 20×30 春播 1年 开花期采收

荔枝草 35×35 春播 1年 穗绿时采收全草

夏枯草 20×20 8月中下旬至9月底 多年 6月份植株果穗

紫苏 30×45 春播 1年 7月—10月

益母草 20×25 秋播、春播、夏播 1~2年 在夏季茎叶茂盛、花未开或初开时采摘

截叶铁扫帚 50×60 春播 多年 全株夏秋采收,全年可刈割4次~5次

细梗胡枝子 15×20 春季 多年 夏秋茎叶茂盛时采收

米口袋 10×20 春播 1年 春季采收全草入药

景天 30×30 春夏秋分株繁殖,春夏扦插 1年 夏、秋季采收

平卧菊三七 40×40 3月中旬 1年 全年都能采收

天名精 30×30 春播 1年 夏季开花结果时采全草

鬼针草 30×30 春播 1年 结果后采收

白花蛇舌草 10×30 春播和秋播 3个月 果实成熟后可收割两次

六月雪 60×60
春季2月—3月硬枝扦插和梅雨

季节嫩枝扦插
多年 全年都能采收

翻白草 15×25 春播 1年 嫩茎叶、根皆可供日常食用

龙葵 30×30 秋采种,春播 1年 侧芽沿15cm处采收

阴行草 10×15 春播 1年 立秋至白露采割

瓜子金 15×30
夏末 秋 初,种 子 成 熟,可 随 采

随播
1年 秋季采集全草,洗净,晒干

甘蓝
(30~41)

×50
4月至5月底陆续播种育苗 1年 8月—10月上旬

大蒜
(3 ~ 6)

×13
8月中旬至9月上旬 1年 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

萝卜 33×33 6月下旬至7月上旬 1年 8月—9月采收

桔梗 20×40 春播也可夏播 2~3年 春天萌芽前或秋末收获

支柱蓼 10×20 春播 1年 秋季采挖

白芍 40×60 封冻前种植 4年 采收季节

乌头 10×15 5月—6月 2年生 6月下旬至8月上旬采挖

鹅掌草 30×25 8月—9月播种 1年 春、夏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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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作物名称
株行距或密度

/(cm×cm)
种植时间 种植周期 采收时间

白芷 30×30 春播、9月—10月播种 1~2年
在10月中、下旬和11月上旬进行。秋

播白芷第二年7月—8月

半夏 10×20 春播 2~3年 6月、8月、10月

掌叶半夏 15×20 春播 1年 全部枯苗时采挖

牛膝 15×20 春播 1年 牛膝于休眠期收获

射干 30×30 春季 2~3年 秋季地上植株枯萎后,或早春萌发前

滇紫草 10×20 4月上旬 2年生 4月—5月或9月—10月间挖根

风仙花 20×30 春播 1年
秋季采挖根部,夏秋间植株生长茂盛时

割取地上部分,夏、秋季开花时采花

玄参 30×45 春播或秋播 1年 11月中下旬

红薯 33×40 4月中旬 1年 8月—9月

桔梗 20×40 春播也可夏播 2~3年 春天萌芽前或秋末收获

支柱蓼 10×20 春播 1年 秋季采挖

忍冬 100×100 春季4月,夏季8月 多年 当花蕾现出白色将要开放时,摘下晒干

栀子 100×150 春播 3~4年 霜降至立冬间

大戟科 60×60 春播 多年 果期8月—9月

杜鹃花科 50×50 春播 多年 果期6月—7月

白花菜
(33~41)

×50
4月至5月底陆续播种育苗 1年 8月—9月采摘

茄子
(33~38)

×66
5月至6月上旬 1年 8月中旬至10月上旬采摘

辣椒
(30~33)

×66
5月至6月上旬 1年 8月中旬至10月上旬采摘

绿豆
(1.5~2)

kg/亩
6月中上旬 1年 7月下旬至9月

豌豆
(10~20)

×5
春播或秋播 1年

春播的豌豆于4月上旬至6月上旬;秋
播豌豆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采收

大豆
(17~20)×
(27~33)

3月底至4月初 1年 9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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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适宜油茶成年林林下栽培措施

表 D.1 适宜油茶成年林林下栽培措施

作物名称
株行距或密度

/(cm×cm)
种植时间 种植周期 采收时间

吉祥草 50×60 三月萌发前分株繁殖 多年 全年可采

灵香草 10×10 4月—5月扦插繁殖 1年 9月—10月间,将植株连根拔起

淡竹叶 30×30 繁殖籽播、分株皆可 3年~4年 在6月—7月将开花时

虎耳草 20×20 春夏秋 1年 夏天开花前

杏香兔儿风 10×15 春播 1年 夏秋采收

翠云草 5×10 春季扦插 多年 秋季采收

猫耳朵 30×40 春播 1年 提取物

獐牙菜 10×20 春播 1年 夏、秋采收,切段,阴干

千屈菜 25×25 春季播种及嫩技扦插 多年 秋季采收

绒毛龙芽草 15×30 春播或秋播 4年~5年 7月—8月开花前或开花初期割下全草

天胡荽 30×30 春季越年的匍匐茎和种子繁殖 1年 夏秋间采收全草,洗净,晒干

蚊母草 15×15 春播 1年 小满及芒种前后,果内小虫未出时采

苜蓿 15kg/hm2 秋播 2年~5年 夏季采收

延龄草 10×20 春播 五年 种植5年后采挖

黄精 15×25 晚秋或早春3月下旬前后
栽培3年

~4年
秋季地上部枯萎后采收

七叶一枝花 20×20 春播 5年
冬季叶子枯萎后至春季萌动前(5月份

以前)

蜘蛛香 10×15 秋季根茎繁殖,第2年春出苗 1年 秋冬采挖,去残叶,洗净晒干即可

缬草 20×30 秋播,春定植 1年 9月—10月采收

重楼排草 20×20 清明前后扦插,大暑前后扦插 6个月 7月采收,11月—12月采收

细柄凤仙花 20×20 播种一般在3月至4月进行 2个月 果实成熟

落新妇 40×40 春秋播种,春分株繁殖 1年 秋季采收

生姜 30×40 春播 1年 10月—12月茎叶枯黄时采收

山姜 30×30
11月中下旬沙藏,3月出苗,5月

移栽
1年 11月采挖

羊乳根 10×30 春播 多年 秋季采挖,洗净、晒干,生用,亦用鲜品

白术 20×30 1月—3月 1年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金线草 30×50 春 多年 春、秋均可采挖

八角莲 30×30
8月 采 种 后 播 种,第 二 年 初 春

出苗
多年 秋季采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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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作物名称
株行距或密度

/(cm×cm)
种植时间 种植周期 采收时间

远志 20×25 春、秋两季 3年 秋末春初

红薯 33×40 4月中旬 1年 8月—9月

花生
(13~17)

×40
4月底至5月上旬 1年 秋季采收

大豆
(17~20)×
(27~33)

3月底至4月上旬 1年 秋季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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