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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机械化播种与收获技术

一、技术概述

我国花生常年种植面积约 7 000 万亩，占世界的 17.6 % ， 总产量约 1 650 万吨，占世界

的 37% ，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居世界第 2 位和第 1 位。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推进，玉米种植面积调J戚，花生种植面积预计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目前，花生生产机械

化水平还不高.特别是播种和收获两个环节处在较低水平。 2016 年，花生机械化播种、收

获水平分别为 43 . 10%和 33.91%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 麦茬全量秸轩地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 该技术可一次完成碎秸清秸、苗床整理、

洁区(元秸秤的土壤)施肥播种、播后均匀覆土覆秸，解决现有秸秤还田播种作业顺畅'性

差、架种、晾种等技术难题，加快秸秤腐熟速度，实现了秸秤覆盖保温保埔，进一步推动秸

秤禁烧和秸秤还田肥料化利用。

2. 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技术 该技术一次性完成挖掘、夹持输送、清土、果秧分离、

清选、集果等所有收获作业环节，具有功耗少、破损率低、夹带损失小等特点，收获后花生

秧蔓完整无损 ， 可用作饲料。

3. 全曝入花生捡拾收获技术 该技术分为两段，第 1 段采用花生挖掘铺放机完成机械

化挖掘、抖土和有序铺放等环节，经过 3~7 天田间晾晒后，第 2 段采用花生捡拾摘果收获

机完成机械化捡拾、摘果和清选等环节。通过该技术收获的花生含水量在 15%左右，基本

可直接人仓收储，解决了花生烘干、晾晒问题。

二、增产增效情况

1. 麦茬全量秸轩地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 该技术省工省时，无需人工移出清理小

麦秸秤，生产率 5~8 亩/小时，且播种后的花生适合机械化收获作业，产量较人工播种无显

著差异，综合效益明显高于人工或传统半机械化作业方式。

2. 半曝入花生联合收获技术 该技术生产效率高，可达 2~3 亩/小时，是人工收获的

30 倍以上，节约生产成本 60%以上。尤其在气候不好的情况下，有利于抢收。

3. 全喂入花生捡拾收获技术 该技术将花生有序铺放在花生田进行自然晾晒，可有效

减少花生霉变损失，提高花生品质，可节约花生烘干成本 300~500 元/亩。该技术生产效率

高，可达 10~15 亩/小时， 是人工捡拾收获的 100 倍以上，特别适用于花生大面积规模化种

植户使用。

三、技术要点

(一) 麦茬全量秸秤i也花宝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

1.田块要求 土质以沙壤土或沙土为宜;前茬小麦种植时，尽量将地整平，灌溉所用

起垄的垄距尽量为麦茬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机宽度的整数倍 ; 小麦收获时，留茬高度无特殊

要求，秸轩均匀或条铺田间均可，无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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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子准备 根据当地生态条件和生产特点，选择适宜当地环境的生育期短、产量稳

定、结果范围集中、株型直立的优良品种。播种前精选种子，清除批、碎、病粒和杂质;可

根据当地病虫害发生规律，选用种衣剂对花生种子进行包衣处理;种子包衣时应选用伤种率

较低的包衣机进行加工处理。

3. 肥料准备应根据花生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与肥料的效应，将氮、磷、饵合理

配比后施用; 一般夏花生播种时，每亩施用纯 N5~6 千克、 PzOs 6~8 千克、 KzO 2~3 千

克;肥料应采用流动性较好的颗粒肥料，以防止排肥管堵塞和肥料在肥箱内架空。

4. 播期选择 根据当地气候、土壤含水量适期播种，一般要求在 6 月 15 日之前完成播

种作业;埔情不足时，播后及时灌溉补埔;小麦生育后期土壤含水量较低时，在收获前 7~

10 天适量浇水， 一方面确保花生适埔播种，另一方面保证播种机具可顺畅作业。

5. 播后管理 播种后应及时喷施除草剂，每亩用 72%异丙甲草胶(都尔) 100 毫升或

50%乙草胶 75 毫升等，均可高效防除杂草。

(二)半眼入花生联合收获技术

1. 种植要求 适用于沙土和沙壤土条件下的花生收获，且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要求

窄行距~30 厘米、宽行距二三50 厘米、株高>30 厘米为宜。

2. 收获时机 收获时机的把握对于降低花生收获损失、提高收获作业质量至关重要，

应注意在土壤较为松散时且花生未完全成熟前适当提前收获。

3. 机具调整作业前需先调整挖掘铲深度及花生秧夹持位置，确保高摘净率和较低含

杂率。

4. 作业速度 使用花生联合收获机作业时，应根据花生长势、土壤条件等，以 O. 6~ 

1. 0 米/秒的速度作业为宜;遇到植株倒伏时，最好逆倒伏方向收获。

(三)全眼入花宝捡拾收获技术

1.种植要求 适用于沙土和沙壤土条件下的花生收获，且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要求

窄行距~30 厘米、宽行距二三50 厘米、株高>30 厘米为宜。

2. 适期收获 按照当地花生生产条件确定适宜收获期，当植株呈现衰老状态，顶端停

止生长，上部叶片变黄，基部和中部叶片脱落，大多数英果成熟时，表明花生己到收获期。

收获时尽量避开雨季。

3. 收获条件 土壤含水量在 10%~18% ，手搓土壤较松散时，适合花生收获机械作业。

土壤含水量过高，无法进行机械化收获;含水量过低且土壤板结时，可适度灌溉补埔，调节

土壤含水量后再进行机械化收获。

4. 挖掘铺放 采用花生挖据机挖掘、抖土和铺放，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3% ， 埋

果率<2% ，带土率<20% ; 无漏油污染，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

无英果撤漏。

5. 捡拾收获 经过 3~7 天晾晒后，采用花生捡拾摘果机完成捡拾、摘果、清选等。捡

拾摘果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5%，含杂率<8% ，破碎率<5% 。

四、适宜区域

麦茬全量秸秤地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半喂人花生联合收获技术、全喂人花生捡拾收获

技术均适用于黄淮海流域花生主产区，全喂人花生捡拾收获技术也适用于东北、新疆花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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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1)麦茬全量秸轩地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配套动力要足，一般选用 88 千瓦(120

马力)以上的囚驱轮式拖拉机进行播种;严禁秸秤清理装置人土作业。

(2) 半喂人花生联合收获技术。该技术对花生种植要求较高，推广对象应以规范化种植

的直立型花生为主，而不适用于蔓生型花生;联合收获后的花生芙果含水量高，易发生霉

变，应及时晾晒干燥。

(3) 全喂人花生捡拾收获技术。应选用配套的花生挖掘铺放机具进行有序铺放作业;晾

晒过程中如遇阴雨天气可适当延长晾晒时间;收获前应提前进行残膜处理，防止残膜缠绕影

响捡拾收获作业。

六、技术依托单位

1.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210014 

联系人:胡志超

联系电话: 025-84346246 

电子邮箱: nfzhongzi@163. com 

2.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6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联系人:王华

联系电话: 0531-83199869 

3. 河南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政六街 5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联系人:李伟

联系电话: 0371-65683350 

花生单粒精播节本增效高产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花生常规种植方式一般每穴播种 2 粒(或 3 粒) ，以确保(增加〉收获密度。但随着生产

水平的提高，群体与个体矛盾突出，且易早熟，限制了花生产量进一步提高。单粒精播能够保

障花生苗全、苗齐、苗壮，进一步提高幼苗素质。再配套合理的密度、优化肥水、中耕培土等

措施，能够显著提高群体质量和经济系数，有效解决花生生产中存在的花多不齐、针多不实、

过多不饱的主要问题，充分挖掘花生高产潜力，同时节约用种，对进一步提高我国花生生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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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十五" 以来，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对花生单粒精播增产原理和关

键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 ， 制定了较为简单实用的技术规程，大面积推广都取得显著的应用效

果。 2008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二、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较常规播种栽培平均增产 5.5% ，亩节约种子(英果) 20%左右，亩增效 210 元

左右(平均亩产按 500 千克计) ，增产增效十分显著。

三、技术要点

1.精选种子 精选籽粒饱满、活力高、大小均匀一致、发芽率二~95%的种子播种。

2. 平衡施肥根据地力情况，配方施用化肥，确保养分全面供应。增施有机肥，精准

施用缓控释肥 ， 确保养分平衡供应。施肥要做到深施，全层匀施。

3. 深耕整地选择土壤肥力中等及以上地块， 适时深耕翻，及时旋耕整地，随耕随粗

捞，清除地膜、石块等杂物，做到地平、土细、肥匀。J

4. 适期足墙播种 5 厘米日平均地温稳定在 15
0

C 以上，土壤含水量确保 65%~70% 。

北方春花生适期为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播种，南方春秋两熟区春花生为 2 月中旬至 3 月中

旬，秋花生为"立秋"至"处暑"，长江流域春夏花生交作区为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麦套

花生在麦收前 10~15 天套种，夏直播花生应抢时早播。

5. 单粒精播单粒播种，亩播13 OOO~ 16 000粒，播深 2~3 厘米，播后酌情镇压。密

度要根据地力 、 品种、耕作方式和幼苗素质等情况来确定。肥力高、中晚熟品种、春播、覆

膜、茵壮宜降低密度，反之则增加密度。覆膜栽培时，膜上筑土带 3~4 厘米，当子叶节升

至膜面时，及时将播种行上方的覆土摊至株行两侧，宽度约 10 厘米、厚度 1 厘米，余下的

土撒至垄沟。

6. 肥水调控花生生长关键时期，遇旱适时适量浇水，遇涝及时排水，确保适宜的土

壤埔情。花生生长中后期，酌情化控和叶面喷肥，确保植株不旺长、不脱肥。

7. 中耕培土 春花生培土要在盛花期花生封垄前进行，麦套花生在始花前进行。培土

要做到沟清、 土喧、垄腰胖、垄顶凹，便于更多果针人土结实。

8. 防治病虫害 采用综合防治措施，严控病虫危害 ， 确保不缺株、叶片不受危害。

四、适宜区域

适宜全国花生中高产田。

五、注意事项

花生单粒精播要注意精选种子，密度要重点考虑幼苗素质。茵壮、单株生产力高，降低

播种密度，反之则增加播种密度。

六、技术依托单位

1.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 2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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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250100 

联系人:万书波，郭峰

联系电话: 0531-83178127 

电子邮箱: wansb@saas. ac. cn , guofeng08-08@163. com 

2.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十亩园东街 7 号

邮政编码: 250013 

联系人:曾英松

联系电话: 0531-67866303 

电子邮箱: zengys0214@sina. com 

花生枯萎病及叶部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花生苗期真菌性枯萎病(包括根腐病、茎腐病、冠腐病)和生长中后期的叶部病害(叶

斑病、网斑病、锈病、疮癫病)是大部分产区主要发生的病害。从 2008 年起，国家产业技

术体系病害防控岗位团队联合各综合试验站，对花生苗期枯萎病和叶部病害的防控进行了抗

性品种鉴定、低毒高效药剂筛选和栽培措施控制等措施的研究，建立了一整套综合防治方

法，并在华南、长江流域、黄淮和东北产区进行了示范，田间防效达 50%以上，有效地降

低了病害造成的产量损失。

二、增产增效情况

2013 年以来，该技术在河北石家庄、湖北襄阳、江西赣州、山东雄坊等地进行大面积

集成示范，可减少产量损失 20%~40% ， 每亩增效 100~200 元。大面积推广应用，可降低

产量损失 20%左右，扣除成本后每亩可增加收益 80~100 元。

三、技术要点

1.种植抗病、耐病花生品种 不同产区根据当地主要病害种类选择抗病或耐病的花生

品种。如在华南产区选择粤油 20、桂花 32，长江流域选择中花 16、天府 18 ，黄淮产区选择

远杂 9102、冀花 4 号、花育 33 等。

2. 农业防治

(1)合理轮作。选择跟禾本科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或者其他非寄主作物进行

1~2 年轮作。

(2) 清洁田块。花生收获后，及时清除田间病残体。

(3) 适期播种、 平作改垄作、平衡施肥等技术措施。

3. 拌种防治苗期枯萎病 推荐用萎锈·福美双悬浮剂进行播前拌种，也可选用咯菌腊

悬浮种衣剂、精甲·咯菌睛悬浮剂、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等。

• 44 • 



2018 年农业主推技术。

4. 叶面暇药防治叶部病害

(1)叶斑病、网斑病、疮癫病。苯酿甲环瞠·丙环哇，对 3 种病害的防效最好，推荐使

用，也可选用类似成分和功能的药剂。发病初期开始喷药，间隔 7~10 天喷施 1 次，连喷

2~3 次。

(2) 锈病。优选粉锈宁或敌锈锅、萎锈灵等药剂进行喷雾，间隔 7~10 天，连喷 3~

4 次。

四、适宜区域

适宜各花生产区。

五、注意事项

(1)药剂拌种最好即拌即播。

(2) 防治叶部病害建议不同药剂交替使用。

六、技术依托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二路

联系人:廖伯寿，晏立英

联系电话: 027-86812725 

电子邮箱: lboshou@hotrnail. corn , yanliying@caas. cn 

花生黄曲霉素全程控制技术
一、技术概述

花生是我国重要油料作物与经济作物，年总产和单产均居世界首位，既是主要的食用植

物油和蛋白质来源，也是我国粮油类商品中为数不多的具出口创汇优势的农产品。农业农村

部连续多年监测结果显示，黄曲霉毒素污染是威胁花生质量安全、限制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

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一重要问题，选育出了黄曲霉毒素抗性品种，创建了花生黄曲霉毒素高

灵敏检测技术，建立了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经协同攻关和集成组装，形成了花生

黄曲霉毒素全程控制技术，其大面积推广应用将对我国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其他农产品真菌毒素污染防控提供可复制借鉴的引领性

技术路径。

核心技术已经通过审定、鉴定或已经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或省部级成果奖励，成熟程度

高。部分核心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整体技术达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

二、增产增效情况

选育的花生抗性优质品种等己在我国花生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并表现出了抗花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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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病、抗黄曲霉毒素污染等优良特性，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研制出的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成果已在我国农产品检测机构被广泛用于粮油监

控、普查、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等国家任务，还被中央储备粮库等数百家企业用于原料监

控，解决了玉米、花生等种收储运中现场检测灵敏度低的难题，速度提高 5 倍，成本降低

75% ，检出率提高 50%以上，有效降低了污染产品进入食物链的风险。

研制的《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规程》等系列农业标准及花生气调储藏技术等其

他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全环节控制技术均已在示范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技术要点

(一)核l山技术

(1)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

(2) 产前抗性、优质品种。

(3) 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

(二)配套技术

(1)产中花生病虫害防治技术 。

(2) 产中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预警技术。

(3) 产后花生安全储藏技术。

(4) 产后花生黄曲霉毒素降解技术。

(5) 产后花生安全性评价技术与标准。

(三)技术详细构成

1.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 花生生产、收获、储藏、加工、流通等全环节现场污

染监测中，采用免疫亲和荧光检测技术及检测仪、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及检测仪

等花生黄曲霉毒素高灵敏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及产品;实验室检测确认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一

高分辨质谱联用精准确证检测技术。

2. 产前抗性品种 成功选育的中花 6 号、中花 21 兼备抗青枯病、抗黄曲霉产毒特性，

在我国长江流域和南方花生产区黄曲霉毒素污染严重和青枯病发病严重区种植，从源头降低

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以及有效防控青枯病。筛选出的天府 18，品质优良适口性好，适宜在

我国长江流域产区种植。采用花生黄曲霉侵染抗性鉴定方法标准对产前花生品种抗性分级

鉴定。

3. 产中花生病虫害防治技术 应用《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规程))，以清洁田

园、合理轮作、适期播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中耕除草、合理排灌等农业防治为基础，

辅以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的综合防治技术。 播种前 ， 用种衣剂对花生进行包衣处理或药剂拌

种、药土盖种等，降低花生种苗期发病率，同时有效防治挤蜡等地下害虫;花生生育期，

50%多菌灵等药剂喷雾防治叶斑病、网斑病等病害， 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1. 8%阿维菌

素乳油等药剂喷洒防治野虫、叶蠕、棉铃虫等虫害。生物防治以不产毒黄曲霉菌播撒于花生

土壤 ， 竞争抑制田间黄曲霉菌的生长，从而达到降低黄曲霉毒素污染的效果。

4. 产中黄曲霉毒素污染凤险预警技术 基于主产区当年的气象数据、土壤条件、栽培

品种以及病害发生流行情况等，应用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预警模型，及时预测当年花生

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提出针对性减控措施。如花生收获前 4~6 周，即花生结英期，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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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22~350C) ，及时灌溉，降低黄曲霉菌侵染概率和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收获期遇阴

雨天气，抢晴收获，及时晾晒干燥或烘干，控制花生含水量 10%以下。应用花生黄曲霉毒

素高灵敏现场快速检测技术、黄曲霉菌株产毒力鉴定技术等方法标准定向定量测定污染水平

与污染风险。

5. 产后花生安全储藏技术 选择 4~130C低温、 N2气调或 CO2气调、真空储藏等黄曲

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有效降低储藏期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以及保持花生品质。低温储

藏的费用会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长期储藏条件下，针对农户，优先选择气调储藏或

真空储藏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储藏对花生含油量、蛋白质等品质保持更佳。针对大型花生

加工企业，采用低温储藏，降低毒素污染风险并保持花生品质，同时可操作性强。

6. 产后花生黄曲霉毒素降解技术 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花生，花生或花生油加工企

业采用黄曲霉毒素紫外光照射降解技术、臭氧等熏蒸降解技术、石墨烯等吸附脱除技术，达

到减毒效果显著、不影响花生及其制品品质、操作简单、环境友好的目的。

7. 产后花生安全性评价技术与标准 应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检测技术、超高效液

相色谱一高分辨质谱联用等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状况的风险评

估技术、花生黄曲霉毒素膳食摄人风险评估技术，综合评价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和消费风

险。配套采用《花生黄曲霉毒素Bl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

技术规程>> <<花生黄曲霉毒素检测抽样技术规程>> <<植物性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现场筛查技术

规程>> <<黄曲霉菌株产毒力鉴定方法》等标准。

(四)技术组装

集成产前抗性品种选择、产中病虫害防治和风险预警技术、产后低温、气调、真空等安

全储藏技术及紫外光降解、臭氧降解减毒技术，全程贯穿应用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等

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全程控制技术模式、花生安全性评价技术及《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

技术规程>> <<植物性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现场筛查技术规程>> <<黄曲霉菌株产毒力鉴定方法》

等配套标准，降低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保障消费安全，支撑产业发展。

四、适宜区域

适宜在我国长江流域产区和南方产区等花生主产区的种收储运加等各领域使用。

五、注意事项

该技术使用过程中需特别注意的环节:针对不同产区、不同年份、不同用户 ， 应用中需

要结合具体情况微调相关技术模式。

六、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 号

邮政编码: 430062 

联系人:李培武，雷永

联系电话: 13507137113 , 13797003848 

电子邮箱: peiwuli@oilcrops. cn , leiyo鸣@caas.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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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联系人:郑床木

联系电话: 13811586197 

电子邮箱: zcrncaas~126. corn 

盐碱地棉花高产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盐碱地是我国宝贵的土地资源，分布在滨海和西北内陆，是发展棉花生产、提高棉花产

能的重要耕地资源。针对盐碱地棉花生产中存在的单产低、投入不合理等问题，在研究盐碱

地棉花生育规律和土壤盐分与养分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促进出苗成苗、科学运筹肥

水和简化管理为核心内容的盐碱地棉花高产栽培技术。"滨海盐碱地棉花丰产栽培技术体系

的创建与应用" 2013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制定了山东省、江苏省地方标准， 具

有先进性和实用性。

二、增产增效情况

盐碱地棉花高产栽培技术平均增产 10%~30% ，省工 20%以上，节本增效显著。

三、技术要点

(一)盐碱地需改良与培肥

中度和重度盐碱地先采用挖沟排碱、淡水压盐、平整土地等措施改良后植棉。无论哪种

盐碱地都提倡在工程措施改良的基础上通过增施有机肥、秸秤还田等措施培肥地力。

(二)促进出苗和成亩

1. 种子准备选择适宜滨海盐碱地种植的耐盐性强、抗病性强、中后期结铃性强、铃

重高、品质优的中熟或中早熟陆地抗虫杂交棉。

2. 播种 滨海和内陆轻度盐碱地直接平作，先播种后盖膜;滨海中度盐碱地旺作，提

倡地膜覆盖在垄(睦)上;重度盐碱地采用沟棚种植 ， 在垄上平覆地膜形成沟棚;无法造墙

的盐碱地采用提早预覆膜栽培。

3. 育苗移栽 保证成苗(参考长江流域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

4. 栽后管理 栽后应及时清沟理埔、查苗补缺。注意防治甥虫、盲椿象、地老虎等。

(三)蕾期管理

1. 看苗施肥 长势不足的棉田酌情施用速效氮肥促进发棵。缺棚棉田，每亩用 50 克左

右高效速溶棚肥兑水 25~30 千克叶面喷雾。

2. 化学调控 6 月中下旬或棉花 3~5 台果枝时，对有旺长趋势的棉田，每亩用缩节胶

1. 5 克或 25%助壮素 4~6 毫升兑水 30 千克均匀喷雾 ， 控制棉苗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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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及时整枝 6 月中下旬，待叶枝清晰可辨时，及时去除叶枝，改善棉株生长环境。

4. 防旱防涝 降盐降渍棉花蕾期正值梅雨季节，在棉田沟系配套的基础上进一步清沟

理墙，减轻盐害和渍害。

5. 病虫害防治 营期主要害虫有二代棉铃虫、棉盲蜡、野虫、玉米螺等，根据虫情、

防治标准及时用药防治。

(四)花铃期管理

1.肥水管理 7 月初施第 1 次花铃肥，坚持有机肥与无机肥、氮肥与饵肥配施，适量增

施押肥。结合揭膜中耕，开沟深施硫酸梆型三元复合肥(15-15-15) 30 千克/亩、尿素 15 千

克/亩、硫酸饵 20 千克/亩、饼肥 30~40 千克/亩。缺棚棉田用 100 克/亩高效速溶棚肥兑水 50

千克/亩叶面喷雾。 7 月底至 8 月初施第 2 次花铃肥，穴施或沟施尿素 20 千克/亩左右。 8 月下

旬施盖顶肥，穴施尿素 7 千克/亩左右。棉花开花结铃期间，若遇台风、暴雨，灾后应及时喷

施 2%尿素(生长偏旺的棉田加 O. 2~0. 5%磷酸二氢押) ，间隔 7~10 天喷 1 次，连续 2~3 次。

2. 适时打顶 长江滨海打顶时间在"立秋"前后，黄河滨海在"立秋"之前，西北南

疆 7 月上旬，北疆 6 月 下旬 0

3. 化学调控 开花前后对生长偏旺、叶片偏大、主茎生长过快、土壤肥力较好的棉田，

喷施缩节胶 2.5 克/亩左右兑水 50~60 千克/亩均匀喷雾。打顶后 1 周，根据棉花长势用缩

节肢 3. 5~4 克/亩兑水 50~60 千克/亩均匀喷雾。

4. 病虫害防治 重点防治三、四代棉铃虫、棉盲椿象、红蜘蛛、甥虫，兼治玉米旗、

金刚钻、烟粉虱、斜纹夜蜡等。对发生枯、黄萎病和红叶茎枯病的棉田，在改善生长条件、

增加肥料用量增强后劲的同时，搞好叶面喷药喷饵，减轻危害。

5. 防灾减灾 抗旱防涝及时清沟理墙，如遇台风、强降雨袭击，应及时排水降渍、扶

理棉花，适量补施速效肥或根外追肥。严重干旱时应及时沟灌抗旱。

(五)吐絮期管理

1.根外追肥 9 月上中旬，视棉花长势，用 1%的尿素、 0.2%的磷酸二氢饵混合液喷

雾 2~3 次，以增结晚秋桃，增加铃重。

2. 虫害防治 9 月上中旬继续防治红蜘蛛、烟粉虱、斜纹夜蝶等害虫。

3. 化学催熟对成熟偏迟的棉田，可用乙烯利催熟。一般在 10 月 20 日左右、气温不

低于 20
0

C时进行。用 40%乙烯利水剂 120~150 毫升/亩兑水 60 千克/亩喷雾。

4. 适时采摘 切实做到分收、分晒、分储、分售。采摘、交售棉花禁止使用化纤编织

袋等非棉布口袋，禁止使用有色线、绳扎口，以防止"三丝" ("三丝"是指混人棉花中的异

性纤维〉混人。

四、适宜区域

适宜新疆、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天津、新疆、甘肃等地的滨海盐碱地和内陆盐碱地。

五、注意事项

(1)在 7~8 月雨水较多的年份，应及时清沟理埔，减少棉田渍水，同时增加化学调控，

减少蕾铃脱落。

(2) 脱叶催熟时，长势较旺的棉田应适当增加乙烯利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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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依托单位

1.南京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卫岗 1 号

邮政编码: 210095 

联系人:周治国

联系电话: 025-84396813 

电子邮箱: giscott@njau. edu. cn 

2. 山东省棉花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济南市工业北路 202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联系人:董合忠，辛承松

联系电话: 0531-83179255 

电子邮箱: do鸣hz@saas.ac.cn

3.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联系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黄河大道 38 号中棉所

邮政编码: 455000 

联系人:李亚兵，韩迎春，王国平，宋美珍

联系电话: 0372-2562293 

电子邮箱: hyccky@163. com 

4.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598 号

邮政编码: 050051 

联系人:王树林，林永增

联系电话: 0311-87652081 

电子邮箱: zaipei@sohu. com 

5.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403 号

邮政编码: 830091 

联系人:刘骋

联系电话: 18129227280 

电子邮箱: Liuhl 

_--、......-‘ -

新疆膜下滴灌棉花综合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况

膜下滴灌棉花是一项综合栽培技术 ， 包括高密度种植、宽膜覆盖和膜下滴灌 3 项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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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集成肥料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有效解决滴灌和高密度种植存在的品种配套、管理不

规范、与高产田的产量差异大等问题。

二、增产增效情况

采用滴灌技术可节水 30%左右，节肥 10%左右，可节省大量劳力费、机耕费，平均增

产籽棉 50~100 千克/亩，增产率达到 30%以上。

三、技术要点

(一)土地选择

土壤肥力中等以上，土地平整，土质一致，耕作层深厚，盐碱轻，土壤有机质含量不低

于1. 0% ， 土壤速效氮 (N) 63~65 毫克/千克，速效磷 (P2 0 5 ) 34~39 毫克/千克，速效

饵 (KzO) 150~200 毫克/千克，总盐含量<0.3 % 。

(二)科学施肥

氮肥、磷肥、饵肥和厥肥(或油渣)的全部做基肥(即尿素 20 千克、磷酸二镀约 30 千

克、硫酸饵 10 千克、服肥 2~3 吨或油渣 80~100 千克) ，于秋翻或春翻前撒施，机械深翻。

全生育期随着滴水滴肥 70 千克/亩，其中包括尿素 30 千克、滴灌专用肥 30 千克、磷酸

二氢饵 10 千克。

(三)科学灌溉

秋耕冬灌 150~200 米3/亩;未冬灌地播前进行春灌，灌水量 150~200 米3/亩。冬灌地

埔情差的要适量补灌，灌水量 80~100 米3/亩。春灌应在 3 月 25 日左右结束。生育期滴水

除头水外，基本上实行"一水一肥" "少吃多餐"，实行营期 (6 月)轻施，花铃期 ( 7 月)

重施，盛铃期 (8 月)增施。根据棉花生育进程， 6 月上中旬开始滴灌，平均每隔 6~7 天滴

灌 1 次，轮灌周期前中期 5~7 天，后期 7~8 天。

(四)吕种选择

选择早熟性好、株型 I~II 型、叶片大小适中、适应性强的高产、抗病、优质早中熟类

型品种，种子采用种衣剂包衣。

(五)化学调控

4 叶期应及时喷施缩节胶 O. 2~0. 5 克/亩，以促进稳健生长，长根蹲苗。在 5 月底至 6

月初需对棉田进行缩节胶调控 1 次，用量1. 0 克/亩。对于盛蕾期的旺苗棉田，用量1. 5

克/亩;初花期灌头水的壮、旺茵棉田，头水前用缩节胶1. 5~2. 0 克/亩。另外，结合不同

品种对缩节肢的敏感程度生理得性，合理用量， 进行合理化控。根据棉田群体结构大小， 7 
~ 4-月初喷缩节胶1. 5~2 克/田。1J顶 10 天后，当顶端果枝伸长 10~15 厘米时，喷缩节胶 3~

5 克/亩。

(六)病虫害防治

严格按照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4286) 、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T 8321)规定

使用农药。棉花虫害防治方法:应采用包括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多项技术的综

合防治技术 ， 提倡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棉花病害防止方法:应选用抗枯黄萎病的品

种、轮作倒在、秋耕冬灌、种子处理、 加强苗期管理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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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播种

采用半精量播种(播种量 2~3 千克/亩，每穴 1~2 粒)和常规播种(播种量 4. 5~6 

千克/亩) ，空穴率<3% ，灌溉均采用膜下滴灌。播种后如遇大风，要及时查膜、压土，以

防大风揭膜。 一般在膜面上横向加压膜埂，约 10 米长加 1 条。

(八) EBlì国管理

1.播种苗期管理 播种和苗期主攻目标达到"五苗"，即早苗、全苗、匀苗、壮苗、齐

苗，促壮苗早发。苗情达到"早苗、苗全、苗齐、苗匀、 苗壮"，出苗率>90%，达到指标

为子叶肥厚、油绿、微下垂、子叶宽 3 厘米左右。

(1)播后管理。压实膜边膜面，防止透风跑墙、降温和大风揭膜。根据实际天气情况，

配合目标进程，做到早中耕、浅中耕;揭膜后，应及时解放错位棉苗，解放棉苗后须及时封

洞，封洞后应保持膜面干净，采光面大;棉花出齐苗后，及时采用药剂喷施方式对苗期棉萄

马、地老虎等虫害进行预防。

(2) 苗期生育指标。现蕾时叶片数 6~7 片/株、株高 15 厘米左右，主茎日均增长量

0. 4 厘米/天，高宽比 1 : 1 ，叶面积指数 O. 8~ 1. 0 ，主茎日均增长量 O. 4~0. 5 厘米/天， 主

茎出叶速度 0. 25 片/天 ， 株型上下窄中间宽。

(3) 调控措施。以化学调控、机械物理调控、叶面调控为主。化学调控:可采用赤霉

素、缩节胶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棉花进行调控。机械物理调控:通过中耕进行调控，以提高

地温、增加土壤透气性、保墙。 叶面肥的调控:根据利用尿素、叶面肥等水溶液进行叶面喷

施的调控，以促进弱苗生长。

(4) 中耕。视棉花生长、气候、土壤状况，适时中耕。 一般苗期可中耕 1~2 次，中耕

深度 10~18 厘米。

(5) 叶面肥调控。对于生长发育未达标的弱苗，可喷施叶面肥 1~2 次。用量为尿素

O. 15 千克/亩加磷酸二氢饵 O. 1 千克/亩，连施 2 次.间隔 10 天。

(6) 化学调控。为保证棉花稳健生长，壮根壮苗。棉株 1~3 片真叶时，喷施缩节胶

O. 3 克/亩。 5~7 叶期针对旺苗，喷施缩节胶 O. 5 克/亩。

(7) 虫害防治。苗期根据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对棉商马、地老虎、盲椿象等虫害进行预

防。防止死苗、缺苗、多头棉、破叶棉产生。

2. 蕾期管理 生育指标:日均现蕾数>0.6 个/天，开花时现蕾数>18 个/株， 果枝

数>7 台/株，果节数>5 个/株，株高 55~60 厘米， 叶片数 12~13 片/株，主茎长度日均增

长量 1. 1~ 1. 3 厘米/天，主茎叶片日均增长量 O. 3~O. 4 片/天，叶面积指数1. 3~ 1. 5 。

(1)肥水调控。根据棉花发育指标，计划 6 月1O~15 日滴头水，滴灌量 30 米3/亩左

右，头水不追肥。 6 月 17~22 日浇 2 水，随水滴施滴灌肥(专用肥 8~10 千克/亩、尿素

3~5 千克/亩)。

(2) 化学调控。盛营期的旺苗棉田，缩节胶 O.8~ 1. 0 克/亩;初花期缩节胶1. 0~ 1. 5

克/亩。

(3) 病虫草害防治。针对病虫害防治重点以预防为主，随时调查病虫害发生状况。并同

时防治注意田边地角棉叶蜡危害。

(4) 揭膜后及时人工清除膜下杂草。

3. 花铃管理 花铃期生产主攻目标为促生殖、防脱落、建立合理群体结构，上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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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棉花光合速率、呼吸消耗等加大，是肥水需求的高峰时期要注意防止花铃脱落。

花铃期长势指标为伏前桃 3~4 个/株，伏桃 3~4 个/株， 8 月初花位到顶。叶片数 12~

13 片/株，果枝数>11 台/株，株高>80 厘米，叶面积指数 3 左右，棉花大行似封非封，有

缝隙，群体稳健，田间通风透光好。

(1)打顶。 7 月中旬打顶完毕。遵照枝到不等时、时到不等枝的原则。株高>80 厘米，

果枝数>11 台。质量要求达到摘除顶心或 1 叶 1 心。

(2) 肥水调控。一般 6~7 天滴灌 1 次，灌水次数 3~4 次，每次滴灌量 30~40 米3 /亩，

每次随水滴施滴灌专用肥 8~10 千克/亩或尿素 3~5 千克/亩。

(3) 化学调控。 7 月初，喷施缩节胶1. 5~2 克/亩。打顶 10 天后，当顶端果枝伸长

10~15 厘米时，喷施缩节胶 3~5 克/亩。

(4) 虫害防治。该时期是棉期虫、棉铃虫、红蜘蛛频发期、重发期，应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4. 花铃后期管理 花铃后期生产主攻目标为增铃重、防早衰、防贪青晚熟、争中上部

棉铃，进一步建立合理群体结构。时间: 8 月初至 8 月 25 日。

冠层结构合理，通透性好，叶面积指数 4~4. 5 ，叶色油绿不嫩绿，有光泽。

(1)肥水调控。一般 7~8 天滴灌 1 次，灌水次数 3~4 次，每次滴灌量 30 米3/亩，每

次随水滴施滴灌专用肥 5~8 千克/亩。

(2) 虫害防治。该时期是棉铃虫、红蜘蛛重发期，应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

5. 吐絮期管理 吐絮期生产主攻目标为促早熟，防早衰和贪青晚熟.增加铃重，提高

纤维品质。

(1)生长发育指标。群体叶色由油绿嫩绿变暗绿，实现平均单株成铃 9~10 个， 9 月初

见絮，并做到青枝绿叶吐白絮。

(2) 肥水调控。一般 8~9 天滴灌 1 次，灌水次数 2~3 次 ， 每次滴灌量 30 米3/亩，视

棉花长势而定。适时停水，切记过早停水，停水时间在 9 月 10 日左右。

(3) 人工调控。过于郁闭棉田应打掉老叶和空枝L 以通风透光，防止烂铃，促进早熟。

6. 采收期 严格执行棉花采摘、运输管理办法，彻底杜绝"三丝" ( "三丝"是指混人

棉花中的异性纤维)污染，保证朵絮归仓，优质高效。棉铃开裂后 5~7 天及时采收，前期

花 10 天左右采摘 1 遍，中后期花 12~15 天采摘 l 遍。做好分摘、分晒、分存、分售工作。

做到"三分开"，即好花和僵瓣花分开、大田花和种子花分开、霜前花和霜后花分开。

四、适宜区域

造合新疆的南疆、北疆和东疆。

五、注意事项

棉花滴灌时间和次数等方面要根据地块土质情况掌握好滴水次数和施肥量;要加强病虫

害综合防治，做好预测预报及信息发布，实施统防统治。

六、技术依托单位

1.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胜利路 1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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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830049 

联系人:赵红山，秦刚

联系电话: 0991-2854135 , 28084831 

2. 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南昌路 403 号

邮政编码: 830091 

联系人:艾先涛，郑巨云

联系电话: 13150345120 , 15999195760 

电子邮箱: yixiantao@sina. com 

棉花机械化精准化生产技术

一、技术概述

棉花生产机械化精准化技术是指从棉田耕整地、化肥深施、棉种加工处理、铺膜播种、

中耕追肥、田间管理、棉花采收、棉秤(收获)粉碎还田、残膜回收为止的全过程实现机械

化精准化的一项综合性增产技术。

1. 棉花播种机械化精准化技术

I .自动导航铺膜播种技术

技术概述:自动导航铺膜播种技术可一次完成平整地形、做睦、施肥、镇压、铺膜、播

种、覆土等多项作业，且可根据地形规划行走路线，播行直线度误差小于 2 厘米，播幅之

间距离与行距高度一致，可适应多种型号采棉机采收。

增产增效情况:棉花种植采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可以增温保墙、蓄水防旱、 抑制杂草生

长，保护和促进根系生长发育，提早成熟，增加产量和改善棉纤维品质。

技术要点:

(1)铺膜平展，紧贴地面;埋膜严实、膜边人土深度 5 厘米::!:1 厘米，漏覆率小于 5% ，

破损率小于 2%，贴合度大于 85%; 采光度窄膜大于 40% ，宽膜大于 80% 。

(2) 穴播播种量每穴 2~3 粒的大于 70%; 地膜棉窄膜每亩保苗株数一般要达到 1 万~

1. 2 万株，宽膜保苗株数要达到1. 2 万~1. 3 万株;种子机械破损率小于 1 %;行距偏差小

于+2 厘米，穴距偏差小于+0.5 厘米，空穴率小于 3 %;播深符合农艺要求;孔穴错位率

小于 5%。条播要求下籽均匀，覆土良好，镇压严实。

(3) 施肥要达到规定的施肥量和施肥深度，下肥均匀一致。深施种肥要求在播种同时，

将化肥施到种子下方或侧下方，肥种之间 3~5 厘米厚度的土壤隔离层，达到种肥分层。

(4) 孔穴覆土厚度1. 5~2 厘米，孔穴漏覆率小于 5% 。

( 5) 常规的机械化植棉模式多采用一膜四行、 二膜八行、三膜十二行、 一膜六行、 二膜

十二行 5 种宽窄行配置的宽膜或超宽膜高密度覆膜栽培法。机械采棉的种植模式多采用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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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二膜八行、三膜十二行的宽膜或超宽膜高密度覆膜栽培法，其种植行距必须是 66 厘

米十10 厘米配置，交接行必须是 66 厘米，偏差不得超过+2 厘米，以适合采棉机的采收

行距。

ii .精量播种智能化技术

技术概述:棉花精量播种智能化技术是在膜上进行精准点播的技术，能精确实现 1 穴 1

粒或 2 粒的农艺技术指标。棉花精量播种智能化技术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

铺膜、铺设滴管带、镇压、覆土等多项作业，且可根据地形规划行走路线，播行直线度误差

小于 2 厘米，播幅之间距离与行距高度一致，可适应多种型号采棉机采收。

增产增效情况:

(1)节约种子。采用精量播种智能化技术可使棉种的播种量由原来的半精量播种 4. 5 千

克/亩左右降到 2 千克/亩， 平均节种约 2. 5 千克/亩。

(2) 减轻了劳动强度。便于在棉花产前、产中、产后实行全程机械化。棉花精量播种的

种植模式为今后实现机采棉创造了良好条件。

(3) 具有良好的增产效益。精量智能化播种技术的应用可有效改善棉苗单株的生长环

境，使棉株的生产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促棉苗早发、苗壮，从而使棉花增产 3%以上。

(4) 节省人工，降低成本。每亩省去人工放苗、封土、定苗工序的费用约 60 元。

技术要点:

(1)适时播种。当地表或膜内以下 5 厘米深土层温度稳定达到1O~120C时，即可播种。

(2) 播种准确， 下籽均匀，播深 3~4 厘米，精量播种为 1 穴 l 粒，空穴率小于 3% 。

(3) 播行端直，行距一致。

(4) 地头铺膜播种整齐，起落一致，不漏播，不重播。

(5) 地膜符合技术要求，厚度为 0.01 毫米以上。地膜两侧埋人土中 5~7 厘米，铺膜平

展，紧贴地面，埋膜严实，覆盖完好，漏覆率小于 5%。为增大膜边棉行的采光膜面和利于

机械化回收残膜， 一般多为宽膜(一膜四行以上)最外侧棉行距膜边一般不少于 10 厘米宽。

1 机械化智能化采棉技术

i. 水平摘绽式采棉机采棉技术

技术概述:用机械化手段对棉花主产品(籽棉与青僵棉桃)进行采收的综合技术。其核

心技术是效能优良的采棉机和先进的机采棉成套清理加工设备。

增产增效情况:

(1)节约成本。目前机采棉每亩的价格为 180 元，如果以亩产 300 千克棉花和 2. 2 

元/千克的拾花费计算，每亩将节约拾花成本 480 元。并且机采棉可以大量减少拾花人工数，

从根本上解决拾花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一台采棉机年采收量相当于 500 个人工采摘量，大幅

降低了拾花人工数，避免由于每年雇佣大量民工而给本地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机采棉的推

广，将大量减少拾花成本，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

(2)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棉花收获机械化技术是涉及棉花育种、栽培、纺织等多

学科的一项综合技术。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极大地推动棉花育种、栽培和纺织等方面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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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带动相关产业的效益和产品的升级，这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产生

积极影响。

技术要点 :

(1) 机械采收时，采棉机行走路线要正确，严禁跨播种机播幅采收。做到不错行、不隔

行、 行距中心线应与采摘头中心线对齐。

(2) 严格控制采收作业速度，在棉株正常高度 (60~80 厘米〉时，作业速度 5~5. 5 

千米/小时;当采收 50 厘米以下低秤棉花时，作业速度要放慢，不能超过 3. ，5 千米/小时，

若速度过快， 下部棉花很容易漏采，增加损失率。

(3) 根据棉花长势及天气情况，实时安排脱叶催熟。通常棉花自然吐絮率达到 40% 以

I 上 、 上部铃的铃龄达 40 天以上，即可进人喷施期。各地喷施时间有所不同:新疆棉区通常

在 9 月中旬左右，长江、黄河棉区在 10 月上旬左右。喷施前应关注当地天气预报，连续7~

10 天无雨、平均气温在 20
0

C 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 14
0

C时，应立即喷施。脱叶催熟剂喷施

后，如果在 8 小时内有雨 ， 则需要按同剂量择时补喷。

(4) 及时掌握机采棉田棉花的成熟程度，合理安排采收时间，当脱叶率和吐絮率大于

90%时实施机采。

(5) 在保证采收籽棉含杂率不超过 10%的前提下，适度调整采棉工作部件，以提高采

净率。

(6) 及时掌握机采棉田棉花的成熟程度，合理安排采收时间，对已成熟的棉田调集采棉

机集中采收。

ii .刷辑式采棉机及采棉技术

技术概述 : 刷辐式轻型采棉机主要针对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雨水多，棉花植株

形态差异大，土壤松软等问题研究开发的一种新型采棉机械，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些地区起垄

种植、密度不大、 植株偏高等特点。具有作业成本少，生产效率高，使用和维护成本低，适

应地域广等优点，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刷辐式轻型采棉机集采收、清杂、集棉于一体。

采用高效的刷辑采收技术，结合机载棉纤抑损清杂装置，采净率高、损失率低、籽棉含杂

少。采摘台具备手控和自动仿行控制功能，可根据地面状况自动升降，确保采摘效果。自动

导航控制系统可与自动导航播种机等共享数据，确保作业精准无误，大大减轻驾驶员劳动强

度。智能化检测系统随时监测和记录采棉机各关键部件运转情况，提供测试数据。在近年的

试验示范中，效果显著，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产业化前景广阔。

刷辐式采棉机及采棉技术已经通过技术鉴定，刷辑式轻型采棉机拥有的刷辐式采摘技

术、机载棉纤抑损高效清棉技术、气压回流除碎叶技术、棉挑清分回收技术等具有突破性创

新;在统收式采棉机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整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增产增效情况 :

(1)刷辑式采棉机正常作业效率为 10 亩/小时以上，而人工采摘速度约为 O. 06 亩/小时

左右 ， 是人工的 166 倍多。同时可以降低采棉人员的劳动强度，利于棉农身心健康。

(2) 刷辐式采棉机改变了现有其他采棉机的采摘原理，结构简单可靠，极大地降低了生

产成本，购机成本在 30 万元左右，适合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购买能力。

(3) 刷辐式采棉机比人工采摘每亩节约拾花成本 500 元以上，比水平摘链式采棉机每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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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拾花成本 90 元左右。

(4) 刷辐式采棉机拥有棉挑回收装置，减少摘挑劳动力投人，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实收

籽棉产量和棉农经济效益。

技术要点:

(1)为了提高采棉机生产效率， 一般要求采摘地块长度在 100 米以上，面积在 30 亩左

右，就可进行机具作业。

(2) 农机农艺结合，加强株型调控。株高宜控制在 80~100 厘米，不超过 110 厘米;果

枝短、含絮力紧。

(3) 根据棉花长势及天气情况，实时安排脱叶催熟。通常棉花自然吐絮率达到 40% 以

上、上部铃的铃龄达 40 天以上，即可进入喷施期。各地喷施时间有所不同:新疆棉区通常

在 9 月 中旬左右，长江、黄河棉区在 10 月 上旬左右。喷施前应关注当地天气预报，连续7~

10 天无雨、平均气温在 20
0

C 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 14
0

C时，应立即喷施。脱叶催熟剂喷施

后，如果在 8 小时内有雨，则需要按同剂量择时补喷。

(4) 及时掌握机采棉田棉花的成熟程度，合理安排采收时间，当脱叶率和吐絮率大于

90%时实施机采。

(5) 播种与采收应配套， 3 行采收机对应播种机应为 3 行或 6 行，严禁跨播种机播幅

采收。

(6) 将采棉机行驶到采摘位置，输人播种时对应田块数据，设定好采摘高度、行驶速度

等参数，打开自动导航模式即可。

(7) 设定作业速度时，应根据株高及棉秤倒伏情况确定。在无倒伏、棉株正常高度

(80~100 厘米)时，作业速度 3~4 千米/小时左右;有倒伏或植株过高及过低都应适当放

慢作业速度。 e 
、

jjj. 指刷式采棉机及采棉技术

1·l 

技术概述:指刷式轻型采棉机主要针对新疆小双行 (66+10) 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植株

形态差异不大，矮、密、早品种等研究开发的一种新型采棉机械，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疆地区

小双行种植、高密度、矮植株等特点。具有作业成本少，生产效率高，使用和维护成本低等

优点，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指刷式轻型采棉机集采收、清杂、集棉于一体。采用高效的

柔性指刷采收技术，结合机载棉纤抑损清杂装置，采净率高、损失率低、籽棉含杂少。采摘

台具备手控和自动仿形控制功能，可根据地面状况自动升降，确保采摘效果。自动导航控制

系统可与自动导航播种机等共享数据，确保作业精准无误，大大减轻驾驶员劳动强度。智能

化检测系统随时监测和记录采棉机各关键部件运转情况，提供操作依据。

增产增效情况:

(1)指刷式采棉机正常作业效率为 6~8 亩/小时，而人工采摘速度约为 0.06 亩/小时左

右，是人工的 110 多倍，降低采棉工的劳动强度，利于棉农身心健康。

(2) 指刷式采棉机采用柔性指刷采摘原理，结构简洁可靠，生产成本低，购机成本 35

万元左右，适合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购买能力。

(3) 指刷式采棉机比人工采摘每亩节约拾花成本 500 元以上，比水平摘链式采棉机每亩

节约拾花成本 9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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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刷式采棉机拥有棉桃回收装置，减少摘桃劳动力投人，减轻劳动强度。 增加实收

籽棉产量和棉农经济效益。

技术要点:

(1)为了提高采棉机生产效率，一般要求采摘地块长度在 100 米以上，面积在 30 亩左

右就可进行机具作业。

(2) 农机农艺结合，加强株型调控。株高宜控制在 80~90 厘米，不超过 100 厘米;果

枝短、含絮力紧。

(3) 根据棉花长势及天气情况，实时安排脱叶催熟。通常棉花自然吐絮率达到 40% 以

上、上部铃的铃龄达 40 天以上，即可进入喷施期，新疆棉区通常在 9 月中旬左右。喷施前

应关注当地天气预报，连续 7~10 天无雨、平均气温在 20
0

C 以上、最低气温不低于 14
0

C 时，

应立即喷施。脱叶催熟剂喷施后，如果在 8 小时内有雨，则需要按同剂量择时补喷。

(4) 及时掌握机采棉田棉花的成熟程度，合理安排采收时间，当脱叶率和吐絮率大于

90%时实施机采;

(5) 播种与采收应配套， 3 行采收机对应播种机应为 3 行或 6 行，严禁跨播种机播幅在._，-"一

采收。

(6) 将采棉机行驶到采摘位置，输入播种时对应田块数据，设定好采摘高度、行驶速度

等参数，打开自动导航模式即可。

(7) 设定作业速度时，应根据株高及棉秤倒伏情况确定。在无倒伏、棉株正常高度

(80~90 厘米〉时，作业速度 2~2. 5 千米/小时;有倒伏或植株过高及过低都应适当放慢作

业速度。

][.场地籽棉预处理机及预处理技术

技术概述:随着棉花机械化采收的逐步普及，机采棉的后续加工便成了问题。尤其是地

方，大部分籽棉加工厂仍停留在手采棉的加工处理上。建设一条机采棉生产线价格太高。为

此，在研发统收式采棉机及采棉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场地籽棉预处理机及预处理技术

的研究工作，配合解决机采棉在进入手采棉轧花加工厂前的清花工作，实现机采棉与手采棉

轧花加工厂的有效对接。研发的 MQZ-4 型场地籽棉预处理机可有效去除机采棉中的铃壳、

棉秤、僵瓣、不孕特、叶屑、尘土等杂质，提高籽棉品级。

该机在现有锯齿籽棉清理机的基础上融人机载棉纤抑损清杂技术，抑损清杂效果显著。

经山东省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检测，清杂率为 75% 。

增产增效情况:该机应用于机采棉预处理时，可完全替代由提净式籽棉清理机、回收式

籽棉清理机和倾斜式籽棉清理机 3 台单机的功能，能有效减少各设备之间籽棉风运流通环节、

减少设备安装成本和安装费用、减少车间设备所占空间和设备管理人员，节能增效显著。

该机还可作为植棉大户家庭预处理使用，可对机采棉田中的落地棉，以及回收的经过晾

晒后的棉桃进行处理，减轻人工劳动强度，增加经济收入。

技术要点:

(1)场地籽棉预处理机及预处理技术可与普通手采棉加工厂配合，形成统收式采棉机机

采棉加工生产线。

(2) 场地籽棉预处理机及预处理技术可对含水量小于 11%的水平摘链式采棉机采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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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采棉进行加工处理，处理后的籽棉可直接进入普通手采棉加工厂加工。

(3) 棉挑经晾晒爆开及落地棉含水量小于 12%后，可用场地籽棉预处理机进行处理，

清理效率可达 70%以上。

二、适宜区域

全国范围内适宜棉花种植的区域。

三、注意事项

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需加强农机与农艺技术的相互结合，在棉花品

种、种植模式、田间管理、统一采收等方面一定要做到农机与农艺技术的高度融合。棉花栽

培技术不仅要保证棉花丰产，而且应适应棉花收获机械化的作业要求。

四、技术依托单位

1.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210014 

联系人:石磊，张玉同

联系电话: 025-84346235 

,/ 

-----一'
电子邮箱: shileijsnj@126. com , jykj1959@163. com 

2. 新疆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医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830054 

联系人:刘晨，张友腾

联系电话: 0991-4331141 , 4313306 

电子邮箱:习njtgz@163. com 

甘皮高效节本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该技术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科技成果，通过应用实施，提高了甘震产量和品

质，降低了甘蔚生产成本，并较好地保护了震区生态环境，提高了甘荒糖业的生产效益，增

强了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技术要点

1. 深耕深松 针对我国震区干旱气候特点和贫癖土壤类型，通过对不同类型荒地进行

不同深度的机械深耕深松，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及甘震生长条件，以提高降水利用率和甘震抗

旱能力，降低甘震生产成本，增加震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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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震叶还田 由于葳叶含有的氮、磷、饵、臻、钙、硫等多种养分和有机质及时还田，

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和理化性状，增加有机质含量.促进甘蕉持续增产。蔚叶还田分直接还

田和粉碎还田两种方式。

3. 糖厂酒精发酵液定量还田 糖厂酒精发酵液中含有大量甘展所需的营养物质，直接

排放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通过调整发酵液浓度定量还田之后，可有效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和

微生物群落，补充甘震生长带走的营养成分，同时减少甘震黄叶病的发生。

4. 震地节水灌溉 我国震区 80%以上分布在旱坡地，时常受干旱影响，对产量造成较

大影响 。 因地制宜在有一定水源灌溉条件的荒地铺设安装节水灌溉设施进行喷灌或滴灌，创

造甘蔚良好生长环境，提高甘震单产，增加震农收入。

s. 甘震地膜覆盖通过对冬、春植震和宿根康进行地膜覆盖栽培，提高土温，保持土

壤水分，促进震芽的早萌动，早出土，提高甘震出苗率，增加单位面积震苗基数。

6. 智能化施肥 依托甘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推广甘煎智能化施肥技术，提高L震农

正确使用肥料基数，减少肥料施用量，降低成本，增加煎农种荒经济效益。 \

7. 甘震健康种苗 针对甘震采用无性繁殖，长年连作受到各种病害(病菌或病毒Y 的
侵染。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问题，应用种茵脱毒技术，对目前生产应用的良种进行脱毒处

理，以恢复甘震优良种性，提高甘蕉单位，JJ;茎产量。

8.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 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突出利用和保护自然有益生物，协调好

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种植抗病虫甘震品种或选留无病虫煎种，减少病虫害发生;种前施

药，浸种消毒，及时消灭病虫中心，控制传染源;灯光诱杀煎旗、煎根据天牛或震龟等成

虫;绿僵菌防治地下害虫;人工大量繁殖赤眼蜂防治甘煎螺虫等。

9. 甘震化学调控 甘震的不同生长期用不同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处理，可以能动地

对甘蕉生长和糖分积累进行调控，并且可以显著提高甘廉的抗旱'性，实现增产增糖，提高工

农经济效益。

10. 机械化收获 因劳力成本快速上升，甘震收获成本高、劳动强度大已成为甘震发展

的重要限制因素，采用机械化联合收获已成为甘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国内外

己生产出适合丘陵坡地的甘震收获机械，可比人工收获效率提高 10 倍以上，有利于减轻劳

动强度 ， 促进砍运榨衔接，保持甘震新鲜度，减少糖分损失，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广西也

成立有机械收获专业技术服务队，适宜地区可利用甘震收获机械进行收获。

三、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核心示范区甘蔚单位面积产震量 7.5 吨/亩以上，震糖分 14. 5%以上，比非示范

区产震量增产 2 吨/亩以上，节约成本 10%以上;辐射示范区甘震单位面积产蔚量比非示范

区的增产 O. 5 吨/亩以上，荒糖分提高 O. 5 个百分点以上，节约成本 8%以上。

四、适宜区域

适宜滇桂黔石漠化区。

五、注意事项

甘震品种对环境具有一定的区域适应性，应挑选适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适应的甘震优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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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种;栽培技术还需与甘~品种特点相搭配 ， 如震茎大小、分囊强弱、宿根好坏、倒伏情

况等;在使用除草剂时应针对不同品种选择使用，因为不同品种对除草剂某些成分的敏感程

度不一，如部分品种对除草剂中敌草隆成分较为敏感，需在甘荒种植科技人员指导下使用;

糖厂酒精发酵液直接施人荒地容易伤害震苗，需降低至一定浓度才能施用，需在甘~种植科

技人员指导下使用;化学调控对技术要求较高，且因品种各异，使熠不当也易造成危害。

六、技术依托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 174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联系人:李杨瑞

联系电话: 0771-3899309 

电子邮箱: liyr@gxaas. net 

红心狲猴桃综合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红心狲猴桃栽培根据不同的地理经度、纬度选择不同的海拔高度。目前，种植红JIA5~猴

桃的海拔在 300~1 600米。以选择肥沃、疏松、微酸性的沙质壤土栽培为其最佳生长土壤

环境。红心狲猴挑虽能适应多种类型土壤生长，但必须进行土壤改良，使其满足红心称猴桃

生长发育的需要，土层厚度要求至少在 80 厘米以上。

二、技术要点

1.栽植 苗木栽植一般在 9~11 月用人工植苗的方法进行。将园地深翻 50~70 厘米，

定植苗窝深 60 厘米，窝径 l 米，堆肥 40 千克，磷肥 2. 5 千克与土壤充分混匀后回填，于早

春、晚秋栽苗，踏实固定苗木，灌足定根水。植株行距一般为 4 米 X2 米或者 3 米 X2 米，

栽植密度为 82 株/亩或者 110 株/亩，雌雄株比例为 8 : 1，每两株间设一高 2.4 米的水泥

桩，上拉 5 道纵横铁丝以便固枝整形。

2. 搭架及修剪 搭架广泛采用了 3 种架型，即 T 型架、元钱 T 型架和棚架。架行距为

6 米，株距为 4 米的石柱、水泥柱或木(竹)柱。一般柱子长度 2. 7 米，直径 11~15 厘米，

柱子人土 O. 9 米，立柱后每间隔 100~130 厘米在顶部纵向拉上铁丝。棚架可以单干型、 一

干二蔓八侧整形，修剪主要是为了培养八侧及留芽量。单株的留芽量=单珠的预期产量(千

克) / [平均果重(千克) X每枝果数×果枝率 c%) X萌芽率 c%) ]。

3. 管理 红心狲猴桃开花前 5~7 天(大致为 5 月上中旬) ，应疏除雌花梗上的侧花营。

授粉采用对花授粉的方式。有两次疏幼果的时间，一次为第 1 次花后 20 天，二次为第 2 次

花后 40~50 天。最理想的留果量可参照:壮枝 4~5 果，中庸枝 2~3 果，弱小枝 1~2 果来

进行。最佳留果量使架面叶果比达到 C4~曰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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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虫害防治

(1)虫害。桑白质蛤防治可用杀螺松1 000倍液喷雾;根结线虫可用亩施克线磷 40%液

1~4 千克防治。

(2) 病害。

①花腐病:花芽前亩用 3~5 波美度石硫合剂，或者 65%代森辞可渲j 剂 500 倍液防治。

②叶枯病:可用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防治。 \

③灰霉病:可用敌菌丹1 000倍液或者代森辞 800 倍液防治。 \

④软腐病及熟腐病 : 可用多菌灵 800~1 000倍液防治。

三、适宜地区

适宜大别山丘陵区。

四、注意事项

土壤选择及病虫害防治;种植技术细节因地制宜;幼苗培植及施肥方法。

五、技术依托单位

安徽省太湖县农业委员会

联系地址:安徽省太湖县高坦路 33 号

邮政编码: 246400 

联系人:汪泽根

联系电话: 0556-4187363 

电子邮箱: wzg1964@163. com 

r -
_L:-;'../ ..... 高寒区旱地绿豆地膜覆盖高产栽培及配套

技术

一、技术概述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山西省、河北省等高寒干旱地区绿豆的种植面积逐渐增

加，经济效益看好，目前河北省年均种植面积 100 万亩左右，而山西省仅大同市绿豆年种植

面积就达近 15 万亩。但是，冀北、晋北高寒干旱地区自然气候和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

风沙大，降水少，春季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土壤沙化、碱性大等自然条件严重制约了绿豆

的生产。为了克服以上自然因素对当地绿豆生产的不利影响，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组织

开展了适应该地区利用的绿豆地膜覆盖高产栽培技术研发与示范工作。

高寒区旱地绿豆地膜覆盖高产栽培及配套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绿豆生长期的地面温度和土

壤湿度，克服高寒干旱地区绿豆生产的不利自然因素，具有省工省时、控本增效、培育壮

苗、提高产量等特点 。 同时，机械覆膜播种一体化，不仅可抢埔播种，还节省大量劳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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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产成本。

该技术依托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华北区栽培与土肥岗位、大同综合试验站、张家口

综合试验站，经多年研究并注、完成，具有针对性强、实用性好、操作灵活简单、经济效益
高的优点，经多年试验示范，与该技术配套的《高寒区旱地绿豆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规程》

(DB14/T 693一2012) 、《旱作区红小豆栽培技术规程)) (DB14/T 1120-201日，以及一种绿

豆收割机 (ZL201620827675.8) 、一种高效农用喷药车( ZL201620936303. 9) 等技术规程

和专利，可有效解决冀北、晋北绿豆生产中气候寒冷、干旱少雨、农机农艺不配套、机械化

水平低等实际问题，经 2015 、 2016 年两年组装集成示范推广，并组织邀请有关食用豆类专

家进行实地测产，达到平均亩产 159. 5 千克的高产纪录。高寒区旱地绿豆地膜覆盖高产栽培

及配套技术比常规种植增产 25%以上，达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 2012 年"万亩

旱地绿豆地膜覆盖丰产栽培技术推广"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集体奖二等奖。 2016 年"旱

地绿豆高产栽培技术"获得了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集体奖二等奖。

二、增产增效情况

2010 年起，该技术在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北部高寒干旱地区开始示范推广，平均亩产比

常规种植绿豆增产 30%左右，亩增产绿豆 25~50 千克，亩增加效益 160~400 元，亩节本

增效 220~360 元。在干旱严重的年份增产幅度在 1 倍以上。 2011 年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 2

万亩， 2016 年累计推广面积已达到 25 万亩以上。

三、技术要点

该技术主要内容包括高寒区旱地绿豆地膜覆盖栽培的土地选择、播前准备、覆膜播种、

机具操作、施肥、田间管理、收获、脱粒、保存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准则。

1.土地选择 以石灰性冲积土和壤土为宜。 pH 6. 5~7. 0 ，选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质

地疏松，肥力中上等，保水、保肥能力强的地块。

2. 播前准备

(1)轮作倒在。绿豆忌与豆类作物重茬、迎茬，忌辣椒茬、白菜茬，宜选择与玉米、

廉、谷、泰、山药等进行 3~4 年轮作。

(2) 精细整地。适时耕翻粗匀，精细整地，使地面平整、疏松、细碎，上虚下实，清除

杂草根茬，无坷垃、石块。有灌溉条件时，视埔情灌足底埔水。

(3) 品种选择。选择抗旱、耐寒、抗病，丰产性好，抗逆性强，不早衰、不炸英品种，优

选苗期抗旱、耐寒，发苗强，比当地露地栽培品种生育期长 10~15 天的中熟品种，如生育期

80~90 天的晋绿豆 3 号、晋绿豆 7 号、黑珍珠绿豆、中绿 5 号、中绿 8 号、张绿 1 号等。

(4) 种子处理。去杂、去劣、去病、去碎粒，留饱满、光泽度好，发芽率、发芽势高的

籽粒。播种前择晴天晒 1~2 小时，亦可按说明拌种衣剂。有条件的可按每亩用 50~100 克

根瘤菌、 15 克铝酸镀或 1%的磷酸二氢镀接种或伴种。

3. 覆膜播种

(1)机具选择。可采用玉米覆膜机经适当调整排种器和行距，进行覆膜播种，施肥、覆

膜、播种一次完成。

(2) 地膜选择。采用宽度 65~80 厘米的地膜，膜要铺平、铺正、拉紧、压严、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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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地面。做到不跑温、不漏气，风扯不起，草顶不动，压土时不可压得太宽，采光面宽不

得少于 40 厘米。

(3) 播种时间。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适期播种。冀北和晋北地区适宜在 5 月

中下旬播种，覆膜、播种一次完成。埔情好时，在 5 月上旬结合春翻施肥整地抢埔播种;嘀

情不好时，春翻整地后等雨播种或雨后春翻整地播种，最迟不超过 6 月 10 日。 I

(4) 合理密植。一般掌握早熟种密、晚熟种稀的原则。膜上行距 40 厘米，膜侧行距 60

厘米，株距 28~30 厘米，每亩穴数 4 500 个左右，深 3~4 厘米，每穴 3~5 粒，留双苗。

4. 机具操作

(1)作业前准备工作。将整机与小四轮拖拉机三点悬挂连接，检查调整各部位润滑、紧

固、转动等状态正常。

(2) 添加种子。检查种子箱内无异物后，添加种子。更换新的品种时，将排种器插板拉

开，倒出剩余种子后，重新添加。

(3) 添加肥料。将清除杂物后无板结的颗粒肥料加人肥料箱 。

(4) 安装地膜。将膜卷装在膜杆上，装人膜卷架，调整好松紧度。

(5) 覆土量的调整。改变覆土圆盘的深度和角度，以调整覆土量。

(6) 播种行距。调整开沟铲的水平位置得到合适的播种行距。

(7) 开始作业。将机组对准作业位置，将地膜从膜辑上拉下，把膜头用土压住，起步作业。

(8) 注意事项。起步、起落应缓慢，前进速度均匀，作业中不得拐弯、倒退，随时检查

各部位工作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机处理。

5. 施肥 每亩施有机肥1 500~3 000千克、过磷酸钙 30~50 千克做底肥，播前耕翻时

一次施人犁沟内。

6. 田间管理

(1)查苗放苗。苗齐后及时查苗、放苗，发现缺苗及早进行催芽坐水补种或在空穴相邻

处多留苗，补压地膜漏气处。

(2) 间苗定苗。幼苗 2~3 日十时间苗、定苗，一般穴留苗 2 株，每亩留苗 9 OOO~ 

10000株。

(3) 水分管理。具备灌溉条件时，需在花英期浇水 1~2 次。

(4) 杂草治理。未封垄前人工及时去除膜间杂草。

(5) 病虫害防治。甥虫用 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2 500倍液或 50%辟甥雾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喷施 。 豆英螺用1. 8%阿维菌素乳油2000倍液喷施。发生病害时，据病因对症下

药，用甲霜铜、代森锺辛辛、链霉素等防治。每亩施毒米 O. 1~0. 15 千克，防治地下害虫。喷

雾方法可采用背负式喷雾器人工喷雾，分别从上往下和从下往上喷，尽量做到均匀，施药量

靠经验控制;还有一种方法是种植户自行改装的喷雾装置，在四轮车上加装一个增压泵，采

用机械化喷雾， 一次幅宽可达 6~8 行，省时省工，但防治效果不如人工背负式喷雾器，叶

子背面防治不到。

7. 收获 根据品种特性适时采收或分次采收。

8. 脱粒 收获的绿豆英在当天进行摊平晾晒，随后进行脱粒，可采用棍棒人工反复敲

击，再清理干净;还可采用机械脱粒，用小型小豆脱粒机脱粒，再人工清理干净。

9. 入库保存 收获的籽粒要充分晒干，熏蒸后人库保存。



四、适宜区域

适宜河北省、山西省的北部高寒干旱地区。

五、注意事项

种子与肥必须分开，土壤埔情好时播种。

六、技术依托单位

1.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龙城大街 81 号

邮政编码: 030031 

联系人:张耀文

联系电话: 13803418171 

电子邮箱: zyvv8118571~126. corn 

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山西省大同市迎宾路 18 号

邮政编码: 037008 

联系人:邢宝龙

联系电话: 13835232919 

电子邮箱: ghsxingbaolong~163. corn 

3.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经开区清水河南路

邮政编码: 075000 

联系人:徐东旭

联系电话: 0313-7155794 , 13932329658 

电子邮箱: xudongxu1972~163. corn 

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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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麦大垄双行轻简化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弃麦传统栽培技术落后，大多地区依旧采用人工播种、收获，耗时费力，效率低下，极

大地限制了莽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此，根据各生态区的地理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

莽麦栽培技术，研发莽麦栽培机械，探索轻简机械应用技术，建立配套农机农艺技术体系，

对解决农村劳动力缺乏，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莽麦集约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针对莽麦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以莽麦生产全程轻简化、机械化为目标，以创新荠麦增产

栽培新模式为前提，开展了莽麦大垄双行种植这项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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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技术开创了莽麦大垄双行栽培模式 ， 首先从合理配置莽麦种植密度、减少莽麦郁

闭、提高通风透光率、增加结实率、减少倒伏、沟播抗旱节水等方面开展单项技术研究;其

次集成研发配套播种机和中耕机等专用机械，实现莽麦栽培的全程机械化，从而根本改变了

多年沿用的粗放种植管理模式。

该技术将品种、农艺、农机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先进栽培技术成果，是一套完整的技术

体系，并在广大莽麦产区应用推广，技术成果成熟，从弃麦高产栽培制度到专用机械等方面

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是弃麦生产领域具有突破性的原始创新技术，并填补了莽麦高

产栽培技术全程机械化研究的空白。

二、增产增效情况

莽麦大垄双行栽培技术应用推广后，"十二五"期间，在赤峰市累计推广达 181 万亩，

并且已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宁夏、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多个莽麦试验站累计推广

96 万亩。

平均增产率达到 15%以上，并在播种、中耕、收获环节利用机械化节约人力投入亩节

支约 21 元左右，提高了劳动效率，节本增效。以 2012-2014 年数据计算，农民利用该技

术，每亩莽麦可增加收人 117.3 元。

三、技术要点

莽麦大垄双行轻简化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是如何利用栽培模式提高

莽麦结实率，增加产量;二是使技术、机械适应弄麦旱作栽培环境;三是如何在保证莽麦群

体密度的同时可加大垄距实现机械化操作。

(一)核l山技术

(1)莽麦大垄双行栽培模式的创新。改变养麦传统栽培垄距，成功研发大垄距 O. 45~ 

O. 50 米，每垄双行种植，双行行距 5~8 厘米的葬麦栽培新模式。大垄距可实现小型农机耕

作，双行种植保证莽麦的合理密度，增加葬麦群体产量。

(2) 成功研制了适于山旱地应用的大垄双行莽麦播种机 (ZL201310051534.2) 、丘陵山

地中耕施肥机 (ZL201420111133.1) ，实现农机与农技配套。

(3) 加速莽麦栽培机械化。整套技术和专用机械的应用，达到了机械化整地 机械化播

种施肥一机械化中耕除草、追肥、培土一机械化收获脱粒，首次将全程机械化生产应用于莽

麦生产。

(4) 提高结实率。大垄双行种植带型更加合理，减少冠层郁闭，通风透光，增加昆虫授

粉面积，从而提高授粉率，增加结实率。

(5) 解决弃麦倒伏问题。加大种植垄距便于中耕铲趟、培土，有效防止倒伏。

(6) 有效抑制杂草生长。机械铲趟作业，有效去除杂草，降低生产成本。

(7) 抗旱集雨。利用沟播技术，实现集雨保摘，同时增加中耕铲趟，显著增温和抗旱

节水。

(二)栽培技术

1.选地与整地选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有机质含量 1%以上， pH7.0~8.5 ，土质

疏松的沙壤土，前茬最好选豆科、马铃薯等作物的地块，康、泰、谷子等谷类作物也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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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重茬和向日葵茬、甜菜茬。

翻地深度 20 厘米左右，及时粗糖以利保埔，使土质碎、细、平、 润，为种子发芽出土

创造有利条件。

2. 施农家肥播种前与整地同时进行，每亩施农家肥(鸡、猪、牛、马等自然堆放腐

熟粪肥) 1 500~2 000千克以上。
\ 

3.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选用高产、优质、增产潜力大品种的同时要注卖品种的适应

性。适宜品种赤莽 1 号、日本大粒、温莎、 库伦大三棱、北早生、榆莽 4 号等。播种前 5~

7 天，选择晴朗的天气晒种 2~3 天。播前使用 40
0

C左右的温水浸种1O~15 分钟，捞取沉在

下面的饱满种子，晾干。后使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用量约为种子重量的 0.5 %拌种。

4. 播种时间与方法 播种期为 6 月初至 6 月中旬为直。种子用量每亩 2~3 千克。

大垄双行栽培模式:大垄种植行距 45~50 厘米，双行间距 8 厘米，每亩保苗 4 万~6

万株。播种时每亩施尿素 3 千克+磷酸二镀 5~7 千克+硫酸饵 2~3 千克，施用时要和种子

分开，防止肥害。

大垄双行可选用大垄双行莽麦播种机播种 (2BF-3 型，专利号: ZL201310051534.2) 。

种肥分开一次性施人，播种机后 (根据土质)加覆土装置，覆土 3~4 厘米，根据土壤埔性

和质地适度镇压。

5. 田间管理现营前使用丘陵山地中耕施肥机 C2ZF-6 型，专利号: ZL201420111133.1) 

进行深耘浅趟及追肥。视苗情对未使用一次性施肥的地块每亩追施尿素 3~5 千克。

花期放蜂是莽麦田间管理的重要增产措施。莽麦开花前 2~3 天，每亩地可安放蜜蜂1~

3 箱。

6. 收获 当 70%左右的籽粒变色成熟时，应及时收获。收获方式为机械收获，避免落

粒减产。

四、适宜区域

该技术目前在我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莽麦主产区应用推

广，并都起到了良好的增产效果。该技术适用于种植条件相似的荠麦种植区域。

五、注意事项

(1)莽麦忌连作， 注意荠麦种植要合理轮作倒在。

(2) 抓紧抢播。荠麦生长既喜温凉环境，又怕霜冻。播种太早，生育前期易受到高温影

响;播种过晚，生长后期易遭霜害。

(3) 播种后应视土壤埔情适度镇压。

六、技术依托单位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和研路 1 号

邮政编码: 024031 

联系人:卡 一

联系电话: 1330476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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