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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青饲(贮)种养结合生产技术
一、技术概述

/ 
大麦是优质饲料作物，其籽粒与营养体均可作饲料来源，(且蛋白质 、 维生素等含量高于

玉米、小麦。在我国传统养殖中，绝大多数是利用大麦幸幸立，其青绿秸秤(茵)利用价值尚

未开发。

现阶段 ，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正沿着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方向发生根本性调整，农区畜

牧业正向绿色提质(量)增效方向发展。建设以养定种 、 以种促养、粮饲统筹、农牧结合新

型种养结构，是实现现代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目前，我国草食畜牧业规模化养殖迅速发展，但养殖中存在冬春季青饲料短缺与牲畜粪

便处理两大问题。如何解决冬春季青饲料短缺，降低饲料成本，改善畜禽肉品质，提高畜禽

肉产量 ， 保护生态环境，对于畜禽养殖业至关重要。

由于种植业与养殖业相对脱离，生产上存在"两张皮"现象，导致种、养业生产效益不

高，竞争力不强，农民增收缓慢。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生物质产业，提高

土地产出率，降低饲料成本，才能提高我国畜禽肉品质、产量和市场竞争力。

国家大麦青裸产业技术体系合肥试验站(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已建立一套较

完整的"大麦养羊种养结合循环利用模式"，在种养示范户、企业应用中已初具成效(该技

术已进行专利申报)。因此，将该技术在牛羊等草食畜禽养殖户进行示范推广，对农民增收、

资源利用率提高与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增产增效情况

应用大麦青饲(贮)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每亩青饲(贮)饲料总产可达 3 吨左右 ， 按青

饲料 450 元/吨计，亩产值 1 350 元;大麦养羊种养结合，可节约养殖成本 100 元/头(羊)

左右 。 同时，由于发展生物质产业和过腹还田，可明显减少秸秤焚烧、化肥农药用量和农业

面源污染，必将产生巨大社会和生态效益。

三、技术要点

(一) 饲料大麦白种

在我国广大农区推广皖饲麦、华大麦、鄂大麦、驻大麦、云饲麦、保大麦和中饲麦等系

列饲料大麦品种。

(二) 大麦种养结合主产关键技术

1. 冬季放牧，提供青饲料 秋季播种，于大麦分囊期叶片明显增多时，进行畜禽放牧，

实行轮牧管理，春季拔节后停止放牧，保障大麦再生。放牧过程中，畜禽粪便回田，为大麦

再生提供养分。

2. 春季XIJ 割， 提供青饲料或青贮饲料 春季拔节后主茎株高 20~30 厘米刘割，可实行

一次或多次刘割，为畜禽养殖提供青饲料。刘割留茬高度为 5 厘米左右，刘后追施适量畜禽

粪腐熟肥料，促进大麦再生。青贮大麦，于孕穗至乳熟期刘割整株，切短至 3~5 厘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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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压实，加人乳酸菌菌剂，使 pH 迅速降低至 4.2 ，发酵 30 天以上，保障青贮饲料品质。

3. 夏季收获籽粒，做精饲料 青饲刘割 1~2 次后，再生植株可正常抽穗成熟。籽粒收

获晒干后粉碎，按 20%~30%比例配制配方饲料，可提高饲料的蛋白质和赖氨酸含量，改

善饲用品质。

4. 畜禽粪便堆肥还田 通过堆肥发酵，高温 50~600C达 5 天以上，杀死有害病原菌与

寄生虫，促进可利用的营养素 N、 P 、 K 大量释放，培肥地力，改良土壤结构。

四、适宜区域 / 

适宜我国中、南部制番大麦区，特别是冬闲田较多的南方稻作区。

五、注意事项

畜禽养殖中，放牧和收获青贮饲料时间节点各地要因地制宜。

六、技术依托单位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农科南路 40 号

邮政编码: 230031 

联系人:王瑞，季昌好，陈晓东，赵斌，顾江涛，朱斌

联系电话: 0551-65160661 , 13966668396 

电子邮箱: ahnkywrl68@126. com 

甜菜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不断发展，西北各糖区甜菜生产播种、中耕、病虫害防治及

收获过程使用的机械类型越来越多，对提高甜菜生产作业效率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存在因机

械使用不当造成的作业质量不高、战获损失较大等现象，机械化生产高效率、节本增效的优

势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化是甜菜生产的必由之路，全程机械化解决了

制约甜菜规模化生产的瓶颈，是实现甜菜优质、高产、高效的重要途径，国家甜菜产业技术

体系以精量点播、膜下滴灌、机械打药、机械收获等关键技术为核心，在西北各糖区多年试

验示范的基础上形成甜菜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

二、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近年在西北各主要糖区已大面积推广应用，技术先进可行，增产增效效果显著。

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在机械精量播种(不需间定苗)、机械打药、机械收获等环节降低

了劳动强度，每亩节省用工 2 个左右;膜下滴灌、干播湿出、合理密植等技术的应用，使得

保苗率提高 10%左右，增产 10%~15% ，加上节水、节肥、省种等综合效益，每亩可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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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 200 元左右。

三、技术要点

1. 选择耐密适合机械作业的晶种 选择国家或省(自治区)审定、 在当地已种植并表

现优良的耐密、 适应机械精量点播和机械收获的品种。应该具备植株叶片紧凑、青头小，抗

病性较强的特性，种子质量达到 《糖用甜菜种子 )) (GB 19176-2010) 中的甜菜良种指标。

种子必须是丸衣化单粒种。

2. 合理密植 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生产条件、品种特性以及生产目的，

合理株行距配置，确保适宜密度。一般 50 厘米等行距种植，株距控制在 18~21 厘米为佳。

3. 机械精量播种 春季连续 5 天地表 5 厘米地温稳定在 5
0

C 以上时可以进行播种， 一般

在 4 月 1~15 日为最佳播种时期 。 利用气吸式精量铺膜播种机播种，播种深度 2~3 厘米，

下种量一般 200~300 克/亩，带种肥播种时要种、肥分离。干播湿出，保证苗齐、苗匀、苗

全、苗壮，提高群体整齐度。

4. 蹲苗及中耕 蹲苗期是定苗后到滴头水前的一段时期(播种后的 50 天左右) ， 幼苗

在中午萎焉，早晚能恢复，即为结束蹲苗期。蹲茵期内中耕 3 次，第 1 次机械中耕深度 5~

8 厘米，第 2 次机械中耕深度 10~15 厘米，第 3 次机械中耕深度 15~20 厘米，每次中耕时

间间隔 10~15 天 。

5. 水肥管理 全生育期滴灌 8~10 次，灌溉定额 350~450 米3/亩。灌水应前促后控，叶
\ 

丛繁茂期至块根膨大期是灌水的重点，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最大持水墨哆60% ~70%时应灌

水，收获前 15~20 天停止浇水，以获得较好的甜菜品质。使用滴灌肥结合灌水将追肥分多次

滴人，前期追肥以氮肥为主， 7 月中旬前氮肥要全部追完， 8~9 月追肥以磷、饵肥为主。

6. 机械收获 大面积种植的收获采用联合收获机，平削、起拔、卷起、装车一次性流

水作业 ， 收获前将地头的甜菜提前挖出，以利于机械收获作业并减少收获损失;小面积采用

分段式甜菜收获机收获。西北区甜菜收获期一般在 9 月底至 10 月底。

7. 残膜回收 收获后地表残留膜要及时进行清除，对于土壤中多年积累的残膜应进行

机械清除 ， 以免对土壤造成污染，影响后茬作物生长。

四、 适宜区域

适宜西北各甜菜产区。

五、注意事项

(1) 选择 4 年以上没种过甜菜的地块。

( 2) 播种机械与收获机械要配套。

( 3) 蹲苗适度，收获前注意控制起拔水 ， 即收获前 15~20 天停止浇水 。

(4) 搞好测报，及时防治病虫害。

六、技术依托单位

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403 号



邮政编码: 830091 

联系人:杨洪浑，董心久

联系电话: 13999341994 , 13565981539 

电子邮箱: xjdong98@163. com 

苹果矮陆集约栽培关键技术
一、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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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础栽培可以控制树冠大小，减少树体消耗，提早树体结果，增加产量，改善品质;机

械化、设施化、 标准化的集约栽培可以使果园管理省时省工，降低劳动生产成本，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因而，苹果矮础集约栽培制度是世界苹果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世界苹果生产先进

国家矮础集约果园已占苹果总面积的 90%以上。我国现有苹果园 85%以上为乔石占栽培，树

冠大，成花难，结果偏晚，果园容易郁闭，通风透光不良，管理费时费工。乔化与矮化栽培

相比，需要的肥水多，需要的栽培空间大，需要的管理成本高，是一个高消耗、低产出的栽

培方式。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已显不足，乔化栽培方式已不适应现代

果业的发展。因而，应在我国大力推广矮化集约栽培制度，推动我国苹果栽培制度的变革。

苹果矮耐集约栽培关键技术在写年研究积累和系统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国家苹果产

业技术体系在全国的布点试验，/ 业已证明其技术成熟度高、适应性强、应用面广，管理省时

省工 ， 极显著节省劳动力，农民容易接受，有良好推广应用前景。

二、增产增效情况

矮石占苹果栽后第 3 年开花结果，从第 6 年起，亩产稳定在3 000~4 000千克，比乔石占果

园早结果 2~3 年，亩增产1 000千克左右，并节省劳动力，便于果园种草、喷药等机械化作

业。新型栽培模式需要较高的建园成本和适度经营规模。

三、技术要点

(一)应用矮化1iõ末

不同地区因气候条件和土壤类型的差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矮化石占木及石占穗组合。 各地

在选择矮化石占木时，要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及以往矮础适应性表现，合理选择适宜

当地条件的矮化石占木及础穗组合。 应该对陆木的耐旱'性、耐寒性、易成花性等进行全面评

价 ， 冬季极端最低气温、早春风寒情况、年均降水量及灌溉条件等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石占穗

组合在充分考虑适应性的基础上，树体容易成花、较早结果是重点指标。

一般考虑:选择 M 系陆木极端气温应在一23~250C以内;延安、太原、邢台以北地区 ，

可以选用 SH 系容易成花的础木;东北寒冷地区可以选用 GM256 与"寒富"苹果的时穗

组合。

(二)采用宽行密植

栽植密度由品种长势、石占木长势、土壤肥力及树形和架式诸多因素综合考量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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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势强的品种(富士、乔纳金等〉 或土质条件较好及平地，采用较大的株行距栽植;长

势弱的品种(如嘎拉、华夏、蜜脆及部分短枝型品种等)或土质条件差及坡地，采用较

小的株行距栽植。同时 ， 不同的地区、架式和整形方式，也应采取不同的栽植密度。建

议采用大行距、小株距栽植方式，株行距为(1. 0~ 1. 5) 米 X (3.0~ 4.0) 米，每亩栽

植 111~222 株。

(三) 选用大亩建园

建园宜选用三年生健壮大苗，且品种、陆木纯正，无检疫性病虫害。健壮大苗标准

是:苗木基部品种接口上 10 厘米处干径在 1. 2 厘米以上，苗木高度1. 5 米以上;整形带

内最好有 6~9 个有效分枝，长度在 40~50 厘米，分布均匀;苗木根系健壮，超过 20 厘

米侧根 5 条以上，毛细根密集;矮化中间石占茵木的矮化石占长度 20~30 厘米，矮化 自 根石占

苗木根石占长度 20 厘米左右。栽前修剪根系的受伤部分，不带土的茵木应蘸泥浆或蘸生根

粉后再栽为宜。

矮石占苹果树主要靠矮化石占起矮化作用，矮化陆的长度对矮化效果影响极大。 生产中

发现， M 和 MM 系矮化石占(中间陆或自根甜)的人土深度与树冠大小关系密切 ， 矮化石占

全部埋入地下，品种段容易生根，树体生长旺盛，矮化变成乔化。矮化石占全部露出地面，

矮化作用强，幼树生长缓慢，中干易歪斜。因此，栽植时要特别注意矮化陆的人土深度，

特别注意不能让品种生根，这与建园的成败关系极大。 一般要求旱地建园栽植时，矮化

石占(中间贴、自根石占)露出地面 3_.-.::....5 厘米，即不让品种段生根为宜;水地栽植时露出地

面 5~8 厘米。生长势旺的品种在~ls基础上可再多露 2~3 厘米，生长势弱的品种可再少
露 1~2 厘米。 / 

(囚) 设置立架栽培

利用矮化石占苗木建立的果园，树体易出现偏斜和吹劈现象，须进行立架栽培。一般10~

15 米间距设立一个镀辞钢管(直径 6~8 厘米)或水泥桩(10 厘米 X 12 厘米) ，地下埋 70

厘米，架高 3. 5~4. 0 米，均匀设 4~5 道直径 2. 2 毫米钢丝，最低一道丝距地面 O. 8 米。每

行架端部安装地锚固定和拉直钢丝(向外斜 15。左右)。

临时措施也可在每株树旁插一竹竿做立柱，扶直中干。中干延长头固定在竹竿上，要求

竹竿直径1. 0 厘米左右(太粗会影响侧芽萌发) ，高度 3 米。

(五) 培养高纺锤形和下垂枝11爹剪

树形选择与栽植密度、架式、石占穗组合类型、土肥水条件等有关。 土壤比较肥沃、降水
较多或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宽行密植栽培的可选择应用高纺锤形;在干旱或土壤条件较差地

区，石占木矮化性较弱，栽植密度较低，树形可选择自由纺锤形或细长纺锤形等。高纺锤形整
形要点:

控制树冠冠幅，提高中心干干性。树高 3. 5~4. 0 米，主干高 O. 8 米左右 ， 中干上着生

30 个左右螺旋排列的小枝，结果枝直接着生在小主枝上，小主枝平均长度为 1 米，与中干

的平均夹角为 110
0

，同侧小主枝上下间距为 O. 25 米。中干与同部位的小主枝基部粗度之比

为 (3~曰 : 1。成形后的高纺锤形在春季亩留枝量为 6 万~8 万条 ， 长、中、短枝比例为
1 : 1 : 8

0 

第 1 年冬剪:秋季将中干上的新梢拉至 95 0~ 1200 ，冬剪侧枝枝条全部保留，不打头，
对中干延长头轻短截。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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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年:秋季将中干上的新梢拉至 950~ 120
0

; 冬剪选留生长势中庸、角度大的一年

生枝条做小主枝，不打头。每年需要对所有长度 25 厘米以上侧枝拉到水平以下，防止其发

展为强壮的骨干枝，直到树体生长势缓和，并开始大量结果。

第 4~5 年:树高在 3 米左右时可以大量结果，如果树势较弱，春季疏除部分花芽，减

少挂果量。秋季将中干上的新梢拉至 950~ 120
0

，一年生枝上的新梢采用拧梢、拉枝等方法，

缓和树势，提高产量。

更新修剪:维持圆柱形的树体对于高纺锤形树保证充分受光、结果和下部树冠获得优质

果非常重要。随着树龄增长，保持树形的方法是及时去除树体上部过长的大枝，即每年去除

顶部 1~2 条竞争枝。随着小主枝结果长粗，应及时更新。更新小主枝时应留斜桩，斜桩位

置发出的平生小枝不短截，拉枝下垂或结果后自然下垂。

(六)加强土肥水管理

矮石占苹果园，由于结果早、产量高， 一定要重视土肥水管理，增强树势。在有灌溉条件

地区，最好安装滴灌设施;无灌溉条件地区，要采用抗旱保埔栽培技术措施。

四、适宜区域

在黄土高原产区(陕西、甘肃、山西、河南)和渤海湾产区(山东、河北、辽宁、北

京〉土壤比较肥沃、降水较多或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应用较好，宁夏、新疆、云南和川西高原

等其他产区可参照应用。 I

五、注意事项

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执行。

六、技术依托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邮政编码: 712100 

联系人:韩明玉

联系电话: 13384918036 

电子邮箱: hanmy@nwsuaf. edu. cn 

苹果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渭北黄土高原区，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平均海拔1 072米，年均气温 9. 2
0

C , 

年均降水量 622 毫米，无霜期 167 天，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 自然条件优越，

具有发展苹果产业的得天独厚优势，是世界公认的苹果最佳优生区。

果园常年病虫害发生种类 40 多种，年发生面积 510 万亩次。其中病害 18 种，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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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25 万亩次，包括苹果树腐烂病、褐斑病、斑点落叶病、轮斑病、白粉病、锈病、

病毒病、炭瘟病、轮纹病、黑红斑点病、霉心病、水心病、日灼病等;虫害 26 种，年发

生面积 210 万亩次，主要包括山植叶蜻、苹果全爪蜻、金龟子类、蜻虫类、桃小食心虫、

苹小食心虫、金纹细蝶、卷叶蜡类、潜叶娥类、介壳虫、椿象类等。日常病虫害防治中

以"三病三虫"为主要防治对象，即苹果树腐烂病、早期落叶病、白粉病，甥虫、叶蜗

和金纹细蝶。

该技术在做好病虫害监测预报的基础上，以"集成技术、减量增效、确保安全"为原

则，通过各项绿色防控技术的集成、优化和推广应用，病虫害防控效果达到 90%以上，减

少化学农药使用 30%以上，农药残留量控制在国家规定 A 级绿色食品农产品标准，目标产

量2 000~2 500千克/亩，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10%以内。

二、增产增效情况

根据多年试验示范结果分析显示，使用该技术平均亩投资2 350元左右，亩纯收入达

10 900元，较常规平均亩投资2050元、平均亩纯收入6 835元，分别增加 300 元和4 065元4

/ 
三、技术要点 / 

苹果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病虫基数控制+果树健身栽培+生态调控技术十实

施诱杀技术+优化农药品种组合+高效药械应用技术等。

(一)病虫基数控制技术

11 月至翌年 2 月果树休眠期，主要做好以下 4 点:

(1)剪除病虫枝梢，刮除果树老皮、粗皮、翘皮、腐烂病斑，剪除虫果以及尚未脱落的

僵果，并将清理下的树皮、树枝集中烧毁，消灭潜藏在树体上越冬的病虫。

(2) 彻底清除果园内枯枝、落叶、僵果、落果、杂草等，并集中烧毁，减少褐斑病、轮

纹病、白粉病、叶蜻、金纹细娥等的越冬基数。

(3) 对主干、大枝权和主枝上刷抹涂白剂 (生石灰 2 份、固体石硫合剂 l 份、食盐半

分、水 10 份。先用热水溶化，再加凉水稀释搅拌均匀即可) ，有效杀灭越冬病虫，增强抗冻

能力。

(4) 冬前、早春结合施肥深翻树盘 20~30 厘米，将土壤中越冬的病虫暴露于地面冻死

或被鸟禽啄食.可有效杀灭桃小食心虫、舟形毛虫等越冬害虫。

(二)免疫诱抗健身栽培

通过合理修剪，科学施肥 ， 合理负载，应用免疫诱抗技术，增强树势，提高果树自身抗

病虫能力。

(1)合理修剪。 12 月至翌年 1 月，按照平衡树势、主从分明、充分利用辅养枝;以轻

为主，轻重结合的原则，调整平衡树势，调节养分生产、供给与积累，协调生长与结果之间

的关系。

(2) 科学施肥。测土配肥，按需施肥，增施有机肥，平衡土壤养分，施肥适期在果实采

收后和果树生长中后期。氮肥应"稳中带控"，磷在生长前期、何在生长中后期施用 ， 注意

增施钙肥和微量元素。秋施有机肥每亩4000千克以上，氮、磷、饵按每亩产2 500千克果实

需施纯氮 17 千克、五氧化二磷 3. 5 千克、氧化饵 1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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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理负载。根据树龄大小，树势强弱，品种特性，栽培管理条件等，因树定产 ， 按

枝定量，看台留果，合理负载。

(4) 应用免疫诱抗产品。苹果全生长季节使用 3 次 5%氨基寡糖素。开花前 (4 月上旬)

使用以预防冻害、保花保果;幼果期 (5 月中上旬)使用以增强免疫力，减少病虫发生，促

进生长;果实膨大期 (6 月上旬)使用以减量控害，改善品质，增加产量。

(三)生态调控和生物防治

主要落实释放捕食捕和果园生草技术。

(1)于 5 月上旬(落花后坐果期)在果园行间种植兰叶草，第 1 场透雨前后，于树行间

开浅沟(沟距 25~30 厘米、深 8 厘米左右〉播种绿肥，旱地以三叶草， O. 5~1 千克/亩，

改善果园生态小环境，增加自然天敌数量。

(2) 以蜡治瞒，幼果期 (6 月 上旬)在每株树干上悬挂 1 袋"胡瓜钝绥蜗"。释放前，

全园喷施 1 次药剂，压低病虫基数。

(四)害虫诱杀技术 飞
应用性诱剂、灯光、 i陈忠带等措施诱杀害虫成虫。

(1)悬挂性诱捕器。 4 月至 10 月中旬，果园悬挂金纹细蝶、苹小卷叶蜡性诱捕器等。

悬挂高度以诱芯距地面1. 5 米左右，间距 20 米 1 个，每亩悬挂 5~10 个。及时更换性诱芯

或粘虫板。

(2) 金龟甲危害重的果园安装杀虫灯。按照 30~50 亩 1 台，间距 160 米左右，于 4 月

中旬至 9 月底结束。及时清理诱虫袋所诱集的害虫，以及杀虫电网上的害虫，以提高杀虫

效果。

(3) 捆绑诱虫带。害虫越冬前 (9 月上旬)在每棵树主干第 1 主枝下捆绑诱虫带，接口

对接严密，诱集越冬害虫，翌年早春害虫出垫前 (2 月上旬)解除诱虫带，带出果园集中销

毁，降低越冬害虫出垫基数。

(五)优化农药自种组合

在准确做好病虫情监测预报的基础上，根据作物生育期、病虫害发生规律和危害特

点，综合考虑药剂作用特性、气候条件、天敌数量、防治指标、蜜蜂安全性等因素，确

定用药品种组合和施药适期。优先选用生物农药，对症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等环境

友好型杀菌剂、杀虫杀蜡剂品种或剂型，科学药剂组合，最大限度减少用药品种和农药

使用量。

(1)萌芽至开花前 (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 ，针对越冬白粉病、叶蜡、卷叶峨等，采用

99%矿物油 400~100 倍液+40%氟硅瞠4 000~5 000倍液十5%氨基寡糖素1 000倍液或 4~

5 波美度石硫合剂喷雾。

(2) 花后 7~10 天 (5 月上中旬) ，白粉病随春梢生长进入发病盛期，斑点落叶病、褐

斑病、锈病病菌等开始侵染新叶，虫牙虫、叶蜻、金纹细蜡等危害嫩叶。采用 80%代森锺辞

800 倍液+0.5%甲维盐5 000~7 000倍液十20%贴蠕灵1 500倍液组合。

(3) 套袋前 (5 月下旬至 6 月中上旬) ，斑点落叶病、褐斑病等病害开始发生，叶蜻繁

殖加快，黄虫牙、金纹细蜡等进入危害盛期， 7.5%氯氟 · 毗虫琳 100 倍液+68.75%昭瞠菌酣

锤辛辛1 OOO~ 1 500倍液+70%甲基硫菌灵 800 倍液喷雾，尽量选用水性化剂型。

(4) 套袋后幼果期与果实膨大期 (6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 ，重点防治早期落叶病、叶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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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据病虫发生和天气变化情况，选用 0.5%倍量式波尔多液(硫酸铜:生石灰=水=

0.5 : 1 : 100) 、 0.5%等量式波尔多液 (硫酸铜:生石灰:水=0.5 : 0.5 : 100) 防治早期落

叶病 ， 或对症选用 70%丙森辞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 80%戊瞠醇水分散粒剂、 10%多

抗霉素水剂1 000~2 000倍液、 5%哇蜻醋悬浮剂 2 000~2 500倍液、 4.5%高效氯氧菊醋微

乳剂3 000~4 000倍液、 5%氨基糖素5000倍液等杀菌和杀虫杀蜻剂， ~昆配后叶面喷雾。不

同作用机理的药剂交替或轮换使用。

(5) 果实采收后 l 周，防治早期落叶病、轮纹病以及各种越冬害虫，采用1. 8%辛菌胶

醋酸盐水剂1 000~1 500倍液+48%毒死蝉乳油1 OOO~ 1 500倍液全树喷雾。

(六)应用高毅施药器械

以减施增效为目标，精准施药。矮化密植、间伐果园尽量使用果园自走式风送喷雾机、

履带自走式风送喷雾机等新型高效施药器械，传统种植模式的果园选用雾化效果好的改良喷

头，禁止使用喷枪喷淋式用药，以提高农药利用率，避免造成药液浪费和环境污染。施药时

遵守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 (NYj T 1276) 。认真阅读药剂标签，按使用浓度要求配制

好药液。科学把握施药液量，亩施药液量 100~150 千克;注重雾化效果，雾滴越细越好，

以叶面湿润欲滴为宜。田间施药时要细致、均匀、周到、不漏喷、不重喷。施药后 6 小时内

遇雨重新补喷。

Ct) 药剂涂抹病处预防腐烂病

果树春梢停长期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 ，刮除主干和主枝粗皮后，用 45%代森镀水剂

50 倍液或1. 8%辛菌胶醋酸盐水剂 50~100 倍液涂抹，铲除树皮表面的腐烂病病菌。秋末冬

初果树落叶后，对当年侵染的新发小病斑刮除表面溃殇后，用 3%甲基硫菌灵糊剂原膏或

20%丁香菌醋悬浮剂 100~150 倍液涂抹病斑，防止病害继续扩展。

四、适宜区域

以陕西省洛川县为代表的渭北黄土高原区。

五、注意事项

该技术使用的最小规模及其他使用条件:适宜种植面积 200 亩以上，土地平整连片栽

植，果树树龄在 10 年以上，果园管理水平较好，果农对新技术接受较快的地区。

六、技术依托单位

陕西省植物保护工作总站、洛川县植保站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习武园 27 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系人:王亚红，赵延生，柔道峰，马鹏飞

联系电话: 029-87338789 

电子邮箱: snzbgsk~163.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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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柑摘保果防落防枯水综合技术
一、技术概述

发展晚熟鲜食柑槽 ， 拉长上市期，实现均衡供应，是我国柑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

向，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晚熟柑槽挂树时间长，需经受冬季低温寒害逆境和

春季花果同树营养需求高峰影响，采用传统种植方式，往往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冬季落果和春

季果实粒化型枯水问题，严重时基本无收，给种植者造成很大损失。

该技术综合运用植物营养生理学、果树栽培学以及柑槽营养诊断检测技术手段，通过对

不同区域、品种连续 10 年的定点取样检测、诊断分析树体、果实和田间土壤营养，采用比

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方法，对获得的数十万样次全部必需矿质营养元素的检测数据

进行统计和处理，对越冬柑擂落果和果实枯水的表象与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索落果和枯

水形成过程、关键控制点和控制方法，探明柑桶缺锦会导致越冬柑情大量落果，果园缺铮会

导致春季萌动至开花期出现严重的粒化型枯水，研发柑情冬季保果防落防枯水技术方法，配

套传统激素保果、覆膜熏烟防霜、开沟防涝等形成综合保果防落防枯水技术，使晚熟柑槽落

果和枯水率降至 5%以下。

该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已经覆盖长江上中游和桂北柑情优势带，应用规模大，

推动了我国晚熟柑情产业的高速发展。该技术获 2014 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一

项国家专利。

二、增产增收情况

经过多年试验示范，该技术可使晚熟柑擂平均亩产达到4000千克以上。该技术已在重

庆、湖北、广西和四川等晚熟柑情种植区域推广应用，累计应用面积1 012万亩。

三、技术要点

1. 营养诊断指导补押补铸 需通过测土、测叶营养诊断分析树体营养丰缺状况，通

过叶片喷施微量元素和土壤施肥结合，控制过剩营养、补充缺乏元素，实现树体营养均

衡供应。对于缺钢、缺镑的果园，特别是树的叶片钙含量高导致的拮抗型缺饵，在冬季

来临之前，叶片喷施 2 次 0.2%硫酸饵十0.2%硫酸镑，增加树体饵、铸含量，保果防

枯水。

2. 果园覆膜防霜保果 在冬季寒潮来临之前，采用树体覆盖薄膜，防止寒流及霜雪对

果实、叶片、树体的直接侵蚀;采用主干覆草来增加树干抵御低温能力。

3. 应急熏烟防霜 对未覆膜的果园要密切观察天气状况，在极端低温来临时的傍

晚，通过燃烧谷壳、杂草、 秸秤等进行熏烟，增加地表空气微粒数量，扰乱土壤能量

辐射方式，减少土表热量快速流失，防止霜冻的发生。熏烟场地宜选择在冷空气易聚

集的低洼地段，平均每亩 1~2 堆，要控制熏烟时间，通常白天不需要熏烟，减轻烟霆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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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沟排水除涝防落 疏通果园沟、渠、由，排水沟主要为土沟，深度 80 厘米，确保

果园积水顺利排除，控制秋冬季连阴雨发生果树根系涨水导致的落果。

5. 采前灌溉春旱发生频繁的重庆、四川、湖北等地，在果实采收前应进行灌溉，适

度增加树体水分吸收，提高果实含水量，减轻枯水发生。 一般 10~15 天灌水 1 次，直至果

实采收结束。灌溉采用穴灌非充分灌溉或滴灌，穴灌主要在果树树冠滴水线附近开挖 1~2

个 30~50 升的灌水穴，每次灌水约 50 千克/株即可，发生降雨应顺延。

四、适宜区域

全国晚熟柑槽种植区域。

五、注意事项

(1)果园叶片采样单元为 100 亩，土壤营养检测不能准确反映柑槽树体营养水平，应根

据叶片检测结果判断树体营养丰缺状况，结合果园管理、结果状况、土壤数据、石占木、树势

等进行综合分析。

(2) 微量元素缺素矫治应以叶面喷施为主，其吸收快，见效好。

(3) 长江三峡库区大水体迎水面果园、 广西南部等没有霜冻危害的区域，可以不用覆膜

防霜和熏烟防冻措施，减少晚熟柑榻的管护成本。

( 4 ) 常年极端低温低于 2
0

C的四川西北部、广西桂北地区和长江上中游远离大水体保

护的高海拔和冷空气易于集聚的低洼地，易发生柑悟和果实冻伤，该技术不能保证免遭极端

低温的霜冻危害，应结合树冠覆膜防霜技术综合防控。

六、技术依托单位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86 号

邮政编码: 401121 

联系人:冯洋

联系电话: 023-89133902 

电子邮箱: 171521718~qq. corn 

柑桶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我国南方柑情多数产区目前均不同程度受到黄龙病的危害，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柑情产业

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黄龙病发生危害关键控制点，在过去总结与拓展黄龙病防控 "三

板斧" (用无病毒苗、清病树和防木虱〉含义的基础上，开展了黄龙病综合防控与栽培新模

式技术研发，分别建立了以"防护林生态隔离、 无毒大苗定植、动态更新病树、全园快速灭

杀木虱、矮密早丰栽培"五措并举的柑情新建园的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和以"防木虱"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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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轻度发病果园的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

柑情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已在福建永春、江西赣州和广东、广西等产区进行试验示范，

得到各地擂农深度认可。国家柑情产业技术体系、黄龙病疫区有关专家分别在 2015 年 11 月

和 2016 年 11 月对"黄龙病疫区(山地)柑擂种植新技术一-永春模式"试验示范基地(福

建永春天马柑情场〉进行现场考察，均认为该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易于操作、实用性强 ， 对

有效防控柑槽黄龙病、促进柑情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已经在我国福建永春、江西赣州、广东、广西等黄龙病疫区进行试验示范。在

2016 年 11 月福建永春天马柑擂示范园现场考察表明:经现场测产，采用该技术定植第 4 年

株产平均达 41 千克，折合亩产 2. 8 吨左右(折合收入1. 2 万元以上) ;果面光洁，大小整

齐，平均单果重 167. 8 克，横径 78. 5 毫米， >75 毫米大果率 86%。黄龙病疫区仍然能够种

柑槽，并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对振兴疫区柑情种植信心起到非常主要的作用。

三、技术要点

(一〉柑福新建园的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

1. 选好园地，适度规模 新建园或重建园园地环境相对独立，有山头或有 1 000米以上

的生态林带隔离，适度种植规模 (20 亩以上) ;依山势，划分大约 5 亩左右的多个种植小

区，小区周边种植杉木等非木虱中间寄主植物，做生态防护林，以限制木虱传播。

2. 清好园区，配置好喷药设施 在老果园原址新建果园时， 一定要挖除园内所有柑楠类

植物或木虱寄主植物。挖除时期以柑槽木虱越冬季节或柑情无嫩梢时期为宜，挖除前注意全园

喷施防治柑情木虱的药剂。药剂可选用 10%口比虫琳可湿性粉剂 1 500~2 000倍液，或者 5%氟

虫睛悬浮剂1 500倍液，或者 25%唾虫嗦水分散粒剂4 000~5 000倍液等，然后连根全株挖除，

或者可先砍除地上部分(所剩病桩高度不超过 10 厘米) ，再在余留树桩切面涂上草甘麟或煤油

(沥青、柴油) ，并盖黑膜。砍伐、挖除的病树、病桩和根等需在果园内集中烧毁处理。

由于天气原因和木虱的迁徙特点，每次防控木虱喷药需要在短时间内(半天至 1 天)完

成。因此园区清除后，要配置省力化的喷药系统，如喷药车、网管喷药系统等，以提高喷药

效率，有效防控木虱。

3. 采用无病毒容器大苗(二年生以上) ，适度密檀矮化 新建园茵木最好采用二年生以

上的无病毒容器大苗，同时种植密度要求采用宽行密株(行距 3~4 米、株距 1~2 米) ，适当

密植(每亩 80 株以上) ，树冠高度不超过 3 米，确保果园方便管理，快速结果，早见效益。

4. 做好冬季清园，降低木虱基数 黄龙病传播媒介木虱是以成虫越冬，由于冬季温度

低，木虱活动能力弱，是防治的有利时机。因此，采果后和春梢萌动抽发前全园喷施 2 次

药，以最大限度地消灭木虱成虫，降低木虱基数。药剂建议选择毗虫琳可湿性粉剂、菊醋类

等广谱性杀虫剂为主。

5. 统一放梢，侬梢暇药 术虱最喜欢嫩梢，每次梢期就是木虱卵孵化/低龄若虫高峰

期，因此， 一方面要采用"顾春梢、控夏梢、促秋梢"的策略，通过肥水、产量和人工抹除

等措施控制夏梢，统一放秋梢;另一方面视虫情在梢萌发和老化期间每隔 7~10 天喷 2~3

次防治木虱的药(农药种类和浓度同上面的介绍) ，及时杀死产卵木虱或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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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储备无病毒大苗，动态清除病树，确保果园健康 新建园或重建园边缘相对隔离区

建立一个简易防虫网室设施 ， 集中存放 3%~5%果园总种植株数的无病毒大容器大苗，作

为预备树。平时经常巡查果园，发现"不对称叶面黄化、红鼻子果"等黄龙病典型症状的植

株，及时挖除、销毁，然后用预备容器大苗进行补栽，确保果园健康、完整。

7. 加强管理，促进早果，丰产，高效益果园效益好，果农对木虱防控的积极性就高。

因此，在成功防控木虱的基础上，要加强土壤、肥水、树体和花果管理，通过改善土壤结

构、增施有机肥和配方平衡施肥，加速树冠形成和提高果实品质;通过矮化树体，采用环

剥、拉枝等措施缓和营养生长，方便田间管理，促进花芽分化，通过疏花疏果和保花保果等

措施确保产量和品质。最终促进新建果园早丰产、结好果、高效益。

(二)柑擂轻度发病园的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

对于果园情树黄龙病感染低于 10% 以下的果园，宜采取以 "降低病源、防控木虱"为

核心的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继续维持果园健康生产。

1. 全面检查，清除病树 在果实成熟季节及冬季，全面检查果园，通过"黄梢" "斑

驳、不对称叶面黄化"和"红鼻子果"等黄龙病典型症状筛选出病株，然后彻底清除和销

毁，以降低病源。对于少量疑似病株也可以一并清除。以后经常巡查，发现病株或疑似病株

及时按照规程(见前面介绍〉清除。挖除的病树可以在春季(冬季清园完成后)或秋季补种

预备的无病毒大容器大苗，以保证果园完整和高效益。通过连续几年的清查和补种健康无病

毒大容器大苗， 可以使轻度发病果园的黄龙病发病率控制在 3%以下。

2. 做好冬季清园，降低木虱基数 在采果后和春梢萌芽前全园彻底喷施 2 次石硫合剂或

矿物油，同时添加 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1 500~2 000倍液)、或 5%氟虫睛悬浮剂(1 500 

倍液)、或 25%喔虫嗦水分散粒剂 (4 000~5 000倍液)等杀虫剂，杀死越冬木虱成虫。

3. 完善果园生态隔离系统，限制木虱传播 对于生态隔离不完善的轻度果园，要逐步

进行完善，即按 5 亩左右(约 50 米 X50 米，依地形地貌)的果园划分为 1 个小区，在小区

周围种植非木虱中间寄主如杉木等植物。

4. 进行果园改造，提高木虱防控效果 对于黄龙病轻度发生的果园，往往也是一些老果

园，具有植株种植不规范、树体高大、郁闭等特点，因此需要进行密改稀、矮化树冠等改造。

这不仅改善树体通风透光，而且方便果园管理，特别是果园打药，以达到提高木虱防控效果的

目的。另外，在果园改造基础上完善果园喷药系统，以提高喷药效率(参照前面介绍)。

5. 统一放梢，侬梢喷药 通过肥水、产量和人工抹除等措施控制夏梢，统一放秋梢;

然后在每次梢萌发和成熟阶段喷施 2~3 次药剂(参照前面介绍)防控木虱。

6. 加强果园管理，确保丰产、稳效 在成功防控木虱的基础上，要加强土壤、肥水、

树体和花果管理，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增施有机肥和配方平衡施肥、疏花疏果和保花保果等

措施确保果园早丰产、优质、高效益。

四、适宜区域

适宜在我国柑楠黄龙病疫区。

五、注意事项

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的核心是减少病源和防控黄龙病病菌传播媒介木虱，因此应注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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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点:

(1)柑槽木虱防治要采取联防联治策略，即同一果园或同一片果园，应做到统一时间喷

药防治柑槽木虱，提高防治效果。

(2) 危害区应加强柑情木虱预测预报，及时发布柑擂木虱发生和发育进度等虫情，根据

柑情木虱发育进度和虫口密度及时用药。

(3) 注意轮换用药、科学搭配，防止抗药性产生。

六、技术依托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1 号

邮政编码: 430070 

联系人:刘永忠

联系电话: 15347103401 

电子邮箱: liuyongzhong@mail. hzau. edu. cn 

晚熟脐橙安全优质高效适用生产技术
一、技术概述

\V 

晚熟脐橙适合在三峡库区种植，在我国柑悟品种结构调优和延长柑擂鲜果供应期等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柑情果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晚熟脐橙安全优质高效

适用生产技术是集成标准化建园、科学土肥水管理、合理整形修剪、花果调控、病虫害绿色

防控、果实适期采收、树体越冬综合管理等技术，形成的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体系，达到提高

品质、节本增效的目的。该技术形成省级地方标准 1 项。

二、增产增效情况

在湖北三峡库区耕归、兴山、巴东等 3 个县(市、区〉示范推广 5 万亩，提高果实品

质，亩增收 500 元，预计新增效益2 500万元。

三、技术要点

1.重点发展区域 晚熟脐橙品种发展主要集中在海拔 300 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地区即长

江干线及库区库湾沿线。

2. 高接换种 高接植株树龄以 20 年以下为宜，且要求树体生长健壮，无病虫危害，与

换接品种亲和力强。品种以伦晚、红肉脐橙等晚熟品种为主。高接换种时间选择春、秋季，

春接在 3~4 月进行，秋接在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进行。高接时要坚持因园、因树制宜原

则，合理进行清时，均匀分布嫁接点及芽头。并按照及时检查成活率、及时解绑锯陆、及时

抹芽摘心、及时增肥补养、及时病虫害防治等"五及时"要求，抓好高接后的管理。

3. 果园改造针对成龄密植郁闭脐橙园，采用密度改造、树体改造或者二者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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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调节果园通风透光度，把密植园改为稀植园，使通风透光良好。

(1)密度改造。对株行距小于 2 米 X4 米的情园应进行密度改造，当株距在 2 米以下

时，采用隔株间伐进行改造;当行距在 3 米以下时，采用隔行间伐进行改造;根据实际情

况，坡地果园每亩保留永久树 80 株左右，平地果园每亩保留永久树 60 株左右。

(2) 树体改造。对树冠高度大于 3.0 米，树体结构紊乱或者行间枝条交接的情园进行树

体改造。以开心形树形为主，采用开天窗因缩修剪的方法，大冠改小冠，以打开光路，提高

通透率。对修剪的大枝干涂白进行保护。

4. 科学施肥依照土壤类型和柑情所需营养元素丰缺指标，采取测土配方进行施肥。

推广施用生物有机肥，合理增施无机肥，适量补施微肥。一般全年进行地下施肥 2 次， 5 月

底至 6 月上旬增施 1 次有机肥加高效复合肥， O. 75~1 千克/株;越冬肥在 10 月上中旬施

人，肥料以生物有机肥为主或施柑桶专用复合肥，每株成年结果树可施用生物有机肥1. 5~ 

2 千克或柑楠专用复合肥 O. 5~ 1. 0 千克。若遇干旱，施肥应结合灌水。

5. 合理灌溉柑擂在春梢萌动及开花期(3~5 月)对水分敏感，当田间持水量低于

60%就要及时进行灌溉。春旱在花期和幼果期每 10 天灌水 1 次，以保证树体正常抽枝展叶、

开花结果。同时，应结合地面覆盖，即可达到保埔节水目的。灌水方式有喷灌、滴灌、沟

灌、穴灌、渗灌等方式。灌溉要求水分须浸透根系分布的土层。

6. 花果调控 因树制宜，推行疏花疏果技术，合理调节花果量。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

旬合理控制花量，以多花树疏花、少花树疏梢为主，使营养枝和结果枝比例控制在接近

1 : 1，达到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的平衡。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进行疏果定果，重点疏除病

虫果、畸形果、特大特小果等，以实现稳产优质目标。

7. 绿色防控 以坚持推行"经济、便捷、安全、高效"病虫害防控技术为重点，以保

护环境、提高生产安全水平为主体，优先采取果园挂灯、树干挂袋、树冠挂黄板等物理、生

物绿色防控措施。数量一般为每 50 亩挂 1 台频振灯，每亩挂黄色粘虫板 30 张，每株树挂捕

食蜻 1 袋，每 3~5 株树挂糖醋液罐 1 个。

8. 越冬综合管理

(1)巧施越冬肥。晚熟柑情后期施肥要做到"冬肥秋施"，控施氮肥，增施磷饵肥。即

于 10 月上中旬增施 1 次越冬肥。肥料以生物有机肥为主、合理配施一定量的柑情专用复合

或复混肥，每株成年果树可施用生物有机肥1. 5~2 千克或柑槽专用复合或复混肥 O. 5~1 

千克，若遇干旱施肥应结合灌水。

(2) 灌足果园水。进入冬季，一般 10~15 天无降雨，叶片开始萎焉，即要对果园进行

灌溉，灌溉时要做到一次性灌足、灌透，并及时进行收埔覆盖。

(3) 慎用保果剂。在晚熟柑擂生产中，不提倡使用激素类药品，若冬季遇强降温、降雪等

恶劣天气，需施用但必须控制施用浓度， 一般 1 克 80%晶体 2 ， 4-D兑水 35~40 千克为宜。

(4) 做好防冻措施。 一是覆盖防冻。即若遇强降温恶劣天气，为保护越冬果实，可采取

树冠覆膜或单果套袋、地面覆草等措施防冻。二是主干刷白。三是园内熏烟增温。四是适量

疏果，降低树体负载量，确保树体安全越冬和正常生长。

四、适宜区域

晚熟脐橙品种须集中在脐撞优势区域发展 ， 在湖北境内 ， 重点集中在三峡库区的耕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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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山和巴东，并要求在海拔 300 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地区即长江干线及库区库湾沿线种植。在

海拔 300 米以下的背阴地、平地、低洼地均要综合当地土壤和气候后选择性种植。海拔 300

米以上、 400 米以内的阳坡地选择适宜的小气候适当种植。

五、注意事项

(1)晚熟脐橙应选择适宜区域栽植，果实越冬注意防寒防冻栽培，采用套袋、地面或树

冠覆膜，避免果实受冻，减轻果实枯水的发生。

(2) 山区果园建立蓄水池，注意防止春旱，实施果园生草栽培，保持水土和提高果园土

壤有机质含量。 ~

(3) 按照无公害生产技~要求，选用低毒、高效农药，严禁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

六、技术依托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技术专家:蒋迎春，鲍江峰，刘继红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 10 号

邮政编码: 430064 

联系人:蒋迎春，吴黎明

联系电话: 027-88108058 , 13986047677 , 13545186506 

电子邮箱: hbcitrus@126. com , wuliming2005@126. com 

葡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葡萄属落叶果树，休眠芽须经一定低温积累通过自然休眠后才能萌发，传统主栽区在温

带。葡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针对我国南方地区冬季冷量不足、葡萄萌芽率低而且不整齐，

夏季高温多湿花芽分化难、品质差等核心问题进行研究，经过 10 余年的持续攻关，发展了

葡萄栽培理论，建立起适于南方产区的葡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取得了多项技术发明及创新

性成果，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一年两收栽培关键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自

2003 年以来，葡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先后在广西、云南、广东、福建、海南、湖南等地区

推广应用，主要推广和集成应用了葡萄一年两收栽培"两代不同堂"技术、葡萄一年两收栽

培"两代同堂"技术、错峰栽培产期调节技术等，显著提高了南方葡萄产量、 品质和效益。

一年两收栽培技术已经成为南方葡萄产区农民增收致富重要手段。

2008 年 12 月 17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组织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段长青教授、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会长修德仁研究员、晃无疾教授等有关专家，对广西壮族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承担的"广西一年两收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进行评审鉴定。经过

充分讨论认为，该项目充分利用广西光温气候优势，经过多年研究，采用综合配套技术，成

功实现葡萄一年两收。两收栽培技术模式的成功研发为促进广西乃至我国同类生态区域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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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途径。评审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 ， 该项目立题正确 ， 效益显

著，科技创新明显，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该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l 项，省部级二等奖 3 项，授权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

型专利 7 项。 2010 年获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2015 年获广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二、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己在广西、云南等南方多省份大面积推广应用。 据统计， 广西推广两收技术 10

年以来，葡萄总面积只增加 3 倍，而年产值从 2. 46 亿元增加到 26 亿元，增加了近 10 倍。

葡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在南方产宜再到迅速推广，效益明显，如 2016 年云南洪金娟冬果
120 亩，平均亩产1. 5 吨，产值达 270 万元。在新疆、山东等北方日光温室应用两收栽培技

术也相继成功 ， 效益显著。南方多省份在 2014-2016 年累计应用葡萄一年两收栽培技术

50.91 万亩，新增销售收入 49. 9 亿元，新增利润 33. 6 亿元，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三、技术要点

(一)葡萄一军两收栽培 "两代不同堂"技术

1. 常规修剪模式 该栽培模式是在 1 月进行冬季修剪， 1 月下旬至 2 月中旬气温稳定在

10
0

C 以上时催芽，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开花，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收夏果(第 1 造果) 。 夏果

收获后施肥，恢复树势 1 个月后于 8 月中下旬修剪，同时人工去除全部叶片并催芽， 5~8 

天后萌芽，开启当年第 2 个生育周期， 12 月中下旬收获第 2 造(冬果)。

2. 带叶绿枝修剪模式 在南方年均气温 17. 5~20oC地区，选择早熟品种，采用不去叶

破眠、催芽、促花的葡萄一年两收栽培"两代不同堂"技术，在第 1 造果采收后及时给予充

足肥水，促进新梢生长，摘心促进花芽分化，修剪绿枝迫使冬芽萌发的留叶促花技术 ， 比常

规技术提早 15~20 天成熟。

(二)葡萄一军两收栽培 "两代同堂"技术

1.常规"两代同堂"模式 该栽培模式是在 1 月中下旬进行冬季修剪， 2 月下旬至 3 月

中旬冷尾暖头(上一个冷空气结束)气温稳定在 10
0

C 以上时催芽，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开

花 ， 夏果坐稳后施肥 ， 促进新梢生长，同时人工摘心或喷生长抑制剂促进叶片老熟和花芽分

化。在 6~7 月进行绿枝修剪，逼迫冬芽萌发并开花结第 2 造果。 6 月下旬至 8 月上中旬收

夏果(第 1 造果)， 1O~1l月收第 2 造秋冬果 。

2. 延后两收栽培模式 根据南方温光资源特点，该技术模式可在南方年均气温不足

20
0

C地区实现葡萄延后错峰成熟的"多代同堂"栽培。

(1)采用葡萄的 1024 整形和修剪方法。即主干高度缩减到约 10 厘米、结果母枝→律留

2 芽超短梢修剪，单株留 4 个新梢。这种整形修剪方式增加了有限架面高度的叶幕面积约

30% ，为葡萄 "多代同堂"结果创造了条件。同时，结果母枝留 2 芽超短梢修剪，减少单株

留芽总量，解决了在低温阴雨多、阳光不足条件下，春季新梢生长偏弱、成花不易的难题。

(2) 疏除头茬花(果)、连续摘心控梢等促进副梢冬芽快速分化花芽、促使新梢上部二、

三、囚茬结实并延后错峰成熟的 "两代同堂" "多代同堂"等一年两收栽培技术。

四、适宜区域

广西、云南、广东、福建、海南、湖南等南方省份;新疆、山东等北方日光温室区域。



五、注意事项

应选择较易成花的品种。

六、技术依托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所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 174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联系人:周咏梅

联系电话: 15077104080 

电子邮箱: 527377803~qq. corn 

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2018 年农业主推技术。

根据茶园病虫发生危害特点及其无害化防治要求，研发集成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主

要包括，一是强化茶园病虫监测及预测预报，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发布茶树病虫情通报和防治预

案;二是以采摘、修剪等农艺措施为基础，合理运用光诱、色诱、性诱、昆虫天敌等物理和生

物防治手段，科学使用植物源农药、微生物农药、矿物源农药以及高效、低毒、低残留、水中

溶解度低的脂溶性农药;三是改善茶园生态环境，充分保护和利用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发

掘与维护生态平衡。该技术主要解决当前茶园不合理和过量施用化学农药带来的病虫抗药性上

升、农药残留超标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符合国家化肥和农药减施战略要求，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和先进性，并在防治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二、增产增效情况

以湖北省为例计算，开展绿色防控，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 2~3 次，全年每亩节约成本

28 元、增加干茶产量 4. 3 千克，每亩节本增收 264. 5 元。

三、技术要点

1.农业防治技术一是分批勤采，随芽叶带走大量的虫卵和低龄若(幼)虫，降低虫

口密度的同时恶化食源。二是适时修剪、疏枝、中耕除草，增强树势，增进通风透光，抑制

病虫数量增加。

2.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利用天敌 一是在幼龄茶园行间种植印度豆豆、茶肥 l

号等绿肥植物，在茶园干道、支道及地块间空闲处种植香障、桂花等树木，为寄生蜂、瓢

虫、草岭等天敌创造良好的栖息、繁殖场所和食料。二是春、冬季在茶树行间铺草，保护蜘

蛛、瓢虫等天敌安全越冬。

3. 理化诱杀技术 根据害虫生物习性，合理搭配使用杀虫灯、色板、性诱剂等诱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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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在茶蓬面插色板或 "信息、素十色板"，每亩用量 20~25 张，诱杀茶小绿叶蝉、黑刺粉

虱、商马和甥虫等。使用频振式杀虫灯，宜在 4~10 月夜晚开灯杀虫，主要诱杀茶尺睡、茶

毛虫、金龟子等趋光性害虫。

4. 生物农药 推广应用苦参碱、印楝素、石硫合剂、核型多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

茶核·苏云菌、白僵菌等植物源农药、矿物源农药和微生物源农药。

5. 高效低毒化学药剂 当茶园病虫超过防治指标且无法控制时，科学选用苟虫威、虫

蜻腊、喔虫·高氯氟、氯氧菊醋、联苯菊醋等高效低毒低残留水中溶解度低的化学农药。

四、适宜区域

大别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和三峡库区。

五、注意事项

加强病虫情监测，掌握好防治时机，应用生物农药宜在病虫发生初期;加强茶园分类管

理，根据茶园类型、病虫种类和发生特点的差别，实行相应的技术措施。

六、技术依托单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 10 号

邮政编码: 430064 

联系人:毛迎新

联系电话: 15071193913 

电子邮箱: maoyingxin@126. com 

茶园全程机械化管理技术

一、技术概述

茶园生产机械化程度低，长期依赖人工作业，已经成为我国茶叶产业发展的瓶颈。综合

自然地理条件、机械化作业特点及农机农艺融合需求等因素，我国茶园按照坡度可分为陡坡

茶园(大于 25
0

) 、缓坡荼园 05
0

~ 25
0

) 和平坡茶园(小于 15
0

) ，针对不同地形茶园特点，

选择相应的机械化作业技术。茶园机械化管理技术包括机械化耕作、除草、施肥、修剪、虫

害防控和采摘 5 个方面。

该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已在云、贵、皖、苏、浙等全国 22 个茶叶主产省份应

用达到 210. 13 万亩次，累计为茶场、茶农节本增效 8.97 亿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

著，为我国茶园生产全程机械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二、增产增效情况

同人工作业相比 ， 机械化耕作、除草效率可提高 8~10 倍， 机械化施肥效率可提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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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倍， 肥料利用率提高 50% ，机械化修剪效率可提高1O~20 倍，修剪成本降低 30% ，物

理防控虫害降低农药使用率超过 50% ，机械化采摘效率提高 15~40 倍，适制率提高 14% ，

每亩新增纯收益高达 880.23 元，推广技资年均纯收益率达 3.3% 。

三、技术要点

(一)机械化耕悍

机械化耕作包括浅耕、中耕和深耕。

1.浅耕 2 月中旬至月底，结合春茶催芽肥进行春茶前耕翻，深度 10 厘米左右，朝阳

坡先耕作、阴坡后耕作。春茶结束后 5 月底前进行第 2 次浅耕，深度 10 厘米左右。

2. 中耕 一般在春季茶芽萌发前进行，早于施催芽肥的时间，耕深 10~15 厘米。

3. 深耕秋茶结束后进行深耕，深度 20~30 厘米，茶行中间深、两边浅。作业时应旋

碎土块，平整地面，不能伤茶根和压伤茶树。

适用机械:小型茶园除草机、中耕机，乘用型茶园多功能管理机配套中耕除草机、旋耕

机等。

(二)机械化施肥

茶园施肥应根据测土结果实行配方施肥，以成品有机肥为主，配置相应的化肥。

1.施基肥 秋荼结束后深施在茶行中间，深度 20 厘米左右。新开垦茶园可进行开沟施

肥，沟深 20~25 厘米。

2. 追肥 追肥可与耕作联合作业。春、夏、秋三季施肥，比例为 5 : 3 : 2 ，施肥深度

10~15 厘米。

3. 叶面施肥一般在茶叶开采前 30 天进行，宜避开烈日傍晚喷施，喷施后 24 小时无

降雨。

适用机械:开沟、施肥、覆土一体机，乘用型施肥机等。

(三)机械化修剪

包括定型修剪、整形修剪、重修剪和台刘。

1. 定型修剪 对幼龄茶树进行 3 次定型修剪，培养丰产树冠。

2. 整形修剪分为轻修剪和深修剪。

(1)轻修剪。对已经投产的茶园进行轻修剪，每年春茶或夏荼结束后进行。

(2) 深修剪。对投产多年树冠鸡爪枝多，或因受严重冻寒的茶园进行深修剪，剪后骨架

高度保持 40~50 厘米。

3. 重修剪 除衰老茶树离地面 10~25 厘米以上树冠，在 5 月底前进行。

4. 台XIJ 将衰老茶树地上部分枝条在离地 5~10 厘米处全部割去， 一般在春茶后或秋

后进行。

适用机械:选用单人或双人修剪机、修边机、重修机、台刘机等。

(四)机械化虫害防控

机械化虫害防控主要包括灯光诱集、色板诱杀、负压捕捉等方式。

1. 灯光诱集 一般采用频振式诱虫灯，控制面积 30~50 亩/盏，呈棋盘状分布，灯距

保持 120~200 米，安装高度距离地面1. 3~ 1. 5 米，每天开灯 6~8 小时为宜。

2. 色板诱杀 在茶园安装黄绿色板、粘虫板等进行诱杀，平均 20~25 张/亩，悬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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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春季、秋季以色板底端低于荼梢顶端 30 厘米左右，夏季以接近或不高于茶梢顶端 50 厘米

为宜。

3. 负压捕捉 采用背负式吸虫机、乘用式茶园吸虫机、光电气色复合捕虫机等，主要

防治假眼小绿叶蝉等具有飞行能力的害虫。小型机械同时作业台数不少于 3 台;大型机械同

时作业台数不少于 2 台。

(五)机械化采摘

要求平地或坡度在 15。以下的缓坡条栽茶园，茶树品种纯，发芽整齐，生长势较强，树

高在 70~80 厘米，行间有 15~20 厘米的操作道。根据品种、茶类、茶季等多种因素确定机

械采摘适期和采摘批次，如以 1 芽 2~3 叶及其对夹叶为标准新梢，即标准新梢达到 60%~

80%时进入机械采摘适期，一年采摘 4~6 批次。适用机型:单、双人采茶机，乘用型采茶

机，智能电动仿生采茶机等。

四、适宜区域

适用于横向坡度小于 50，具备规划机耕道、机械掉头区域等机械化作业条件的茶园。

五、注意事项

(1)作业机手应认真阅读农机具说明书，掌握安全操作、维修与保养规程。

(2) 按标准、适期机剪和机采。

(3) 注意喷施农药安全间隔期，避免安全间隔期内采茶。

(4) 机械修剪时可结合修边和除草同时进行，杜绝除草剂使用。

(5) 施肥机作业不得后退。必须后退时，应将施肥机排肥器暂时关闭。

(6) 茶园机械化生产技术在实施过程中需加强农机农艺结合，在茶园标准化建设、种植

模式、茶园管理、统一修剪、采摘等方面要做到农机与农艺技术的高度融合。

六、技术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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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门外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210014 

联系人:肖宏儒

联系电话: 15366092968 

电子邮箱: xhr2712@sina. com 

主栽食用菌高效安全轻简化生产技术
一、技术概述

食用菌生产主要以木屑、棉籽壳、稻草、玉米芯、玉米轩、米糠、麦款、甘震渣等农林

副产物为原料，生产优质美昧的菌类健康食品，在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



却18 年农业主推技术。

食用菌生产面临着栽培种质严重不足、阔叶树栽培原料短缺、质量安全风险增加、劳动强度

偏大、机械化程度偏低等问题。

该技术以香菇、黑木耳、平菇、毛木耳等主栽食用菌为研究对象，从优良品种推广、新

型栽培基质开发利用、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机械化轻简化栽培技术推广等方面，以提高

产业经济效益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实现食用菌产业升级。

二、增产增效情况

"主栽食用菌优质高效安全生产技术"自 2011 年以来累积推广达到 10 亿袋以上，产生经

济效益达到 5.87 亿元。其中 2011-2016 年新品种、新产品和新技术示范基地种植规模达到

3.5 亿袋，新品种产量较常规品种提高 3%~7% ; 示范推广食用菌安全无害化生产新技术达到

5 亿袋，减少病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降低重金属铺污染造成的出口损失，产生经济效益达到 1

亿元以上。 此外，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了农林作物废弃料的生物转化率，直接利用农林作

物废弃料约 11. 5 万吨，农民从农林作物秸轩废料中增收 2.3 亿元，同时解决了大批农民工就

地转移，农民工用工收人新增约5700万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十分显著。

三、技术要点

(一)主载食用菌新型栽培原料苔代及配万新技术

以玉米轩、稻草、玉米芯等农业副产物部分替代木屑，用作香菇、黑木耳等食用菌栽培

的主要原料。采用粉碎、堆制发酵、碱化、高温、制粒等技术，对玉米秤、稻草、玉米芯等

农业副产物进行预处理，再与其他栽培原辅料进行科学配方，提高食用菌产量和品质，减少

食用菌产业对林木资源的过度依赖。

(二)主栽食用菌重金属铺污染新技术

在明确香菇子实体重金属铺污染来源于培养料的基础上 ， 以原料铺含量限定值设置和检

测为基础，提高栽培料配方中石膏比例，通过改变菌丝对重金属吸附的外界环境，抑制香菇

对重金属的吸附和累积，达到控制香菇重金属铺污染的目标。

(三)主载食用菌病虫害无害化综合防控新技术

以菌袋控温发菌、覆土无害化处理、抗病品种选育推广和棚室结构改造等管理措施为

主，结合植物源消毒剂使用，建立毛木耳油疤病、香菇菌棒腐烂病、平菇黄斑病、双抱蘑菇

疵抱霉病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实现产品零农药污染。

(四)主栽食用菌轻简化机械化专业化生产新技术

包括成套机械化拌料、装袋、灭菌和接种的香菇菌棒专业化生产新工艺，以保水膜免套

袋免割袋生产技术为主，实现袋栽香菇轻简化机械化生产，开展规模化专业化制棒生产，大

幅减少用工量，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五) 主载食用菌杂交亲本和优良杂交子快速筛选技术

开发 ISSR 或 Indel 等栽培菌株鉴别的分子标记，应用于香菇、黑木耳等食用菌优良菌

株、杂交亲本和优良杂交子筛选。采用灰色关联度和分子标记方法相结合，开发了食用菌优

良杂交亲本选择和优良杂交子预测技术;采用培养特性、农艺性状与商品性状等综合评价，

结合 DNA 多态性分析，筛选或系统选育优良菌株，建立了优良杂交子鉴定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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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适宜区域

适宜于我国秋季栽培香菇主产区(湖北、河南省)、 黑木耳袋栽模式主产区(黑龙江、

吉林、浙江省〉、毛木耳黄背品系栽培主产区(四川、江苏、河南省)和全国平菇产区。

五、注意事项

(1)由于各地气候条件差异极大，在生产季节安排上尤其需要注意菌丝培养期间环境温

度不能高于 30
0

C ，以免出现高温伤害导致重大损失。

(2) 新型栽培原料和栽培配方推广过程中，应考虑、各地原料理化性状的差异，尤其注意

根据地域和季节差异，调节辅料和含水量，确保优质高产。

(3) 在新品种推广过程中，由于不同品种适宜不同的栽培模式，而且对气候环境的适应

性也不相同，因此应先引进自行试验，成功后再逐步示范推广。

六、技术依托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1 号

联系人:肖扬，边银丙，王卓仁

联系电话: 027-87282221 , 18995613538 , 027-87280796 , 13071274696 , 027-87284396 , 

13507116085 

电子邮箱: xiaoyang@mail. hzau. edu. cn, bianyinbing@mail. hzau. edu. cn, wangzhuoren@ 

mail. hzau. edu. cn 

v 

句"， - ."...,. 露地甘蓝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一、技术概述

露地甘蓝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以顶层设计为基础，着力解决我国北方露地甘蓝机械化生

产过程中农艺技术要求、农机装备配备、园区地块整体规划设计三方面问题，涉及不覆膜平

睦移栽与小高睦覆膜移栽两种种植模式，涵盖了集约化育苗、耕整地、撒施肥、移栽、田间

管理、收获、采后废弃物处理 7 个环节的机械化技术，其中耕整地、集约化育苗、机械化移

栽、机械化收获为主体技术。目前，主要在北京市和北京市"菜篮子"产品外埠蔬菜生产基

地进行推广应用，取得良好成效。

二、增产增效情况

露地甘蓝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在北京市和北京市"菜篮子"产品外埠蔬菜生产基地进行

推广应用，采用该技术进行机械化生产能够确保甘蓝栽植密度，保障甘蓝产量。平哇移栽平

均每亩栽植中甘 21 甘蓝 4 500 株以上，平均亩产可达 4 500 千克以上;小高睦覆膜移栽平均

每亩栽植中甘 21 甘蓝 4 100 株以上，平均亩产可达 4 000 千克以上，采用该项技术进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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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业， 与传统人工生产技术相比较 ， 可节省劳动力用工成本 70% 以上，具有较好的节本

省工及增产增收效果。

三、技术要点

露地甘蓝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包括 7 大环节 26 个技术节点，重点环节为耕整地、育苗、

移栽和收获，具体技术要点如下。

(一)耕整地

1.地块准备 对于新增菜田，需要准确测量坚实度、平整度等原始地块基本参数。

2. 激光平地对于基础条件较差、坑洼不平的地块，先开展激光平地作业，以原始耕

地情况为基础 ， 在保持土方量一致、减小耕层破坏、满足排涝要求 3 个限制条件下 ， 优化形

成最佳激光平地方案，采用激光平地机，调整倾斜角度， 开展水(斜〉 平面激光平地作业 ，

保障菜田在同一水(斜)平面。

3. 深松、旋耕、镇压等作业 保证开展耕整地作业后 ， 耕作层碎土率二三85% ， 尤其要

实现表土细碎，以便于机械化移栽0

4. 起垄 对于小高睦覆膜移裁，选用起垄机开展作业，垄顶宽 60 厘米 ， 垄底宽 75 厘

米，垄沟宽 25 厘米，垄高 15 厘米，保证起垄笔直，垄形整齐(图1)。

l 应运Ilí一
③ 

(二)育苗

采用集约化育苗方式。

垄底宽
75 厘米

图 l 小高睦覆膜移栽

@ 

eJ 
6 

③ 

② 

1. 种子选择在适宜当地露地种植的甘蓝品种中综合选择耐抽茎、丰产性好、结球相

对紧实、开展度小、短缩茎较长、不宜裂球的甘蓝品种作为主栽品种，保证种子纯度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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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率。

2. 穴盘选择 采用吊杯式移裁机开展移栽作业，建议采用 72 穴左右的茵盘进行育苗;

采用链夹式移栽机开展移栽作业，建议采用 105 穴左右的苗盘育苗。此外，应注意国内外部

分移栽机移栽作业对育苗环节有其他方面特殊要求，如洋马全自动移栽机需配专用苗盘。

3. 擂期选择 按照种植甘蓝品种要求及拟定移栽日期倒推播种日期，适当早播，合理

安排炼苗。

4. 设备选择 年育苗量在 200 万株以内可选择手持式气吸播种器开展播种作业;年育

苗量在 200 万~2 000 万株，可选用育苗播种机开展播种作业;年育苗量稳定在 2 000 万株

以上，可根据实际生产需求，选配育苗播种流水线。管理过程中选配移动茵床、育苗喷灌

车、 增温设备、运苗车等。

(三) 移栽

1. 栽期选择 在保证气温及地温的前提下，根据品种特性及市场需求，合理安排茬口。

在北京地区及外埠基地集成示范过程中，采用一年两茬栽培，春茬选用早、中熟品种，冬春

育苗，春栽夏收;秋茬选用中、晚熟品种，夏季育苗，夏秋栽培，秋冬季收获。

2. 秧苗要求 4 叶 l 心，全株高 15 厘米左右，整齐度好，土培紧实，植株粗壮。

3. 设备选择 小高蛙覆膜移栽，采用吊杯式移栽机，有助于增温保埔;不覆膜平睦移

栽，采用链夹式移栽机，作业效率较高。移栽、 田间管理、收获环节农机作业过程中，在统

一动力设备的基础上，选配北斗卫星自动驾驶系统，保证农作物之间的行间距准确，降低人

工驾驶技术需求的同时大幅提升作业质量和效率，收获、管理过程中保证轮胎压在移栽时拖

拉机轮辙上，不压菜、不伤菜。

4. 作业质量要求 平均漏苗率~3.5% ，平均裸根率ζ3.5% ，平均埋苗率ζ3.5% ，栽

植秧苗合格率二三95% ，安装北斗卫星自动驾驶系统后，每百米偏移距离~2. 5 厘米。

(四)收获

(1)甘蓝收获前，准备甘蓝收获运输专用筐(平均装载甘蓝 40 千克/筐左右)、专用辅

助割刀，作业前人工收获开辟作业通道，循环成圈作业或往复循环作业。

(2) 采用甘蓝收获机进行甘蓝收获时，要选用适宜长度的输送带，调整圆盘切割器至适

宜高度，保证既不切碎甘蓝球体，又不铲土，平均每台收获机配备 4~6 人进行切割外包叶

及筛选作业。

(3) 作业质量应达到甘蓝破损率ζ3% ，收获效率二三5000 株/小时。

四、适宜区域

适合我国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露地甘蓝生产或开展露地甘蓝生产的农机专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采用。

五、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农机操作规程作业，严防人身财产伤害，尤其是机械移栽及收获过程中，

注意机手及辅助作业人员之间的协调配合。

(2) 注意根据田间实际情况，科学安排农时。



六、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79 

联系人:赵景文，李治国

联系电话: 010-59198678 , 010-59198690 

电子邮箱: li. zhiguo@126. com 

2018 年农业主推技术。

设施果菜害虫绿色防控技术与熊蜂授粉技术

一、技术概述

近年来设施果菜发展迅速，害虫危害是造成蔬菜产量和质量损失的罪魁祸首，是制约蔬

菜产业高产、优质、高效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为防治蔬菜害虫，在蔬菜生产过

程中大量使用高毒性的化学杀虫剂，严重的化学农药污染大量杀伤了害虫的天敌，破坏了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 大大降低了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造成蔬菜农药残留超标，严

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天敌昆虫对人畜和环境无任何毒副作用 ， 采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是解决蔬

菜害虫及农药残留问题的最佳途径。利用天敌昆虫丽蜻小蜂代替化学农药防治温室白粉

虱和烟粉虱;利用熊蜂代替化学激素进行授粉 ， 将有效提升设施精品果菜品质、保护生

态环境。

二、增产增效情况

丽甥小蜂防治温室白粉虱、烟粉虱，防效可达 90%。杀虫剂用量减少 80%以上 ， 大大

提高蔬菜的经济价值。利用熊蜂授粉一方面可以大量节省人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避

免由于激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空心果实，并且通过熊蜂授粉可以使果实内的种子充分发育，

从而增加果实重量。利用熊蜂为番茄授粉可增产 10%以上。利用两种技术进行生产，亩增

效可达1 000元以上。

三、技术要点

1.丽野小蜂防治粉虱技术

(1)定植作物前通风口处安装防虫网，规格为 60 目①。

(2) 在定植作物 1 周后或者每棚调查百株作物，平均粉虱量达到 O. 5 头/株时开始释放

丽甥小蜂。

① 目 ， I1 n筛目或网目.是正方形网眼筛网规格的度量.一般是每英寸中有多少个网眼。国际标准化组织 CISQ)和

我国国家标准 CGm 规定用孔径大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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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粉虱发生初期，将丽甥小蜂的蜂卵卡挂在植株中上部的分枝或叶片上即可，释放

量为 10 卡/亩(计 2000 头/亩) ，间隔 7~10 天 1 次，连续 3~5 次(至建立丽蜻小蜂种群后

停止) ，防效可持续整个生长期。

2. 熊蜂授粉技术

(1)通风口安装 50~60 目防虫网，室内环境温度 15~300C ，湿度 50%~85% 。

(2) 在棚室内作物开花量达到 10%左右时，将授粉蜂群引人棚室。

(3) 放置蜂群的位置应确保通风、凉爽，并与地面的垂直距离 10~30 厘米为宜。在作

物较矮时，必须利用木板、泡沫板、硬纸板等材料为蜂群遮阴，防止阳光直射蜂群。遮阴物

与蜂箱的垂直距离保持在 50 厘米以上，禁止用遮阴物直接覆盖蜂群。

( 4 ) 蜂群放置完毕并应静置 30~60 分钟后，才可将蜂箱的巢门打开。

(5) 每群蜂授粉面积 1~2 亩，授粉时间 30~45 天。

四、适宜地区

适宜北方地区温室大棚内。

五、注意事项

(1)在温室大棚内使用两种昆虫期间，不能使用化学农药。

(2) 经常通风，保证棚内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六、技术依托单位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联系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挑城区胜利东路 1966 号

联系人:王玉波

联系电话: 0318-7603110 , 13081806627 

电子邮箱: hzsbio@126. com 

人工释放赤眼蜂防治害虫技术
一、技术概述

赤眼蜂是水稻、玉米、棉花、甘廉、蔬菜、莱莉花等作物多种鳞翅目重大害虫的卵期优

势寄生性天敌，对靶标害虫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我国可规模化大量繁育和释放应用的赤眼

蜂种类主要有稻蟆赤眼蜂、膜黄赤眼蜂、松毛虫赤眼蜂、玉米螺赤眼蜂等。农作物生产中进

行人工繁殖赤眼蜂的田间大面积释放，通过寄生目标害虫卵，可显著降低害虫的种群数量，

有效防治二化蟆、稻纵卷叶旗、玉米蟆、棉铃虫、甘煎螺虫(条蟆、二点蟆、黄膜〉、莱莉

花蕾膜等害虫，替代化学农药，降低农药使用量。

我国应用人工繁育和释放赤眼蜂防治害虫技术，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成功经验以及良

好的技术和产业支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人工大量繁育和释放，形成了科研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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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一体化的天敌应用体系，明确了各区域靶标害虫的优势赤眼蜂蜂种，开发了专用释放器

具，形成了适宜多种作物的赤眼蜂释放控害技术，并规范了优势蜂种选择、产品质量标准、

田间释放规范及效果评价方法，控害效果稳定提高。吉林、辽宁多年坚持人工释放松毛虫赤

眼蜂防治玉米膜，吉林人工释放稻腹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旗，广西人工释放螺黄赤眼蜂防治

甘震蟆虫，替代化学农药，取得了显著的控害和减药效果，保障了农田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发展，各区域建设了多家规模化人工赤眼蜂繁育

基地，实现了工厂化生产，赤眼蜂种类齐全，可基本满足目标作物靶标害虫的控害需求。由

于赤眼蜂寄生害虫卵，生产中可以与生态和农艺措施、昆虫性诱剂(诱杀成虫)、微生物农

药(防治幼虫)等绿色防控技术协调应用，实现全程绿色控害，大幅减少农药使用，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增产增效情况

人工释放赤眼蜂防治害虫技术，可显著降低靶标害虫种群数量和危害程度，具有良好的

控害效果，靶标害虫卵期每代次释放赤眼蜂 1~2 次，一般卵寄生率可达 60%~70% ，防治

效果 80%~90% ，减少施药 1~2 次。释放赤眼蜂成本 3~20 元/亩次(不同蜂种价格不

同) ， 田间释放的人工效率高，劳动强度低，每个工日平均放蜂 100 亩左右，用工成本显著

低于施药用工(10~15 元/亩〉。由于减少了农药使用，可保护自然天敌种群，发挥自然天

敌的持续控害作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持续降低害虫发生程度，减少防治次数和农药用

量，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加种植效益。

三、技术要点

(一)蜂种和种群的选择

选择的原则，一是根据靶标害虫确定赤眼蜂蜂种;二是释放地的优势赤眼蜂种类和种

群，可将自然界采集的优势蜂种，通过替代寄主人工大量繁殖，获得质量合格的赤眼蜂寄生

卵再进行大量释放。目前，已明确具有较好防治效果并可工厂化繁育的赤眼蜂包括:防治水

稻二化旗和稻纵卷叶蟆采用稻蟆赤眼蜂，利用米蜡卵(俗称小卵)人工繁育;防治玉米蟆采

用松毛虫赤眼蜂(黑龙江种群) ，利用样蚕卵(俗称大卵)人工繁育，或选用玉米螺赤眼蜂，

利用米峨或麦蜡卵人工繁育;防治棉铃虫、莱莉花蕾旗、甘煎膜虫采用螺黄赤眼蜂，利用样

蚕卵人工繁育。

(二)蜂卡(放蜂器)类型

工厂化繁育的赤眼蜂，通常将寄生卵粘在一定规格的纸上，制成蜂卡，或将寄生卵装人

或粘在一定形状的容器内，制成放蜂器，便于田间释放。常见蜂卡或放蜂器类型有锥形、棕

子形、手抛球形、卡纸形等(图 1) 。

(三)运输

蜂卡运输的安全环境温度 5~2rc 、相对湿度 50%以上。夏季运输时，可以辅助使用冰

袋或其他降温措施低温运输，并保持通风良好。

(四)田间释肢技术

1.释放时间 采用人工调查或性诱剂诱集方法监测虫情，当害虫成虫高峰期开始第 l

次放蜂。 一般 5~7 时或 16~18 时为最佳放蜂时间，避免大雨天放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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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蜂卡(放蜂器)类型

2. 放蜂量和次数 每亩每次放蜂 8 000~10 000 头，每代放蜂 2~3 次，根据虫情，当

卵量少或较高时，可减少或增加 1 次。两次放蜂间隔 5~7 天。

3. 释放密度 单位面积放蜂点越多，寄生效果越好，通常稻田每亩均匀设置 5~8 个

点，玉米、棉花、甘荒和莱莉花田 3~5 个点。

4. 放蜂方法

(1)水稻田防治二化螺和稻纵卷叶膜，将蜂卡置于放蜂器内或固定在倒扣的一次性纸杯

内壁上，随后悬挂在木棍或竹竿上插入田间，或直接固定在水稻植株上，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蜂卡。手抛球形放蜂器可直接抛入田中。蜂卡悬挂高度应与植株叶冠层齐平，并随植株生长

进行调整。高温季节应置于叶冠层下，以提高赤眼蜂的出蜂率和寄生率。

(2) 防治玉米蟆，将蜂卡或放蜂器固定在玉米植株中部叶片背面的叶脉上，手抛球形放

蜂器均匀抛入田中。

(3) 防治棉铃虫，将蜂卡或放蜂器固定在棉花植株中部叶片的背面。

(4) 防治莱莉花蕾膜，将蜂卡或放蜂器固定在莱莉花植株中部叶片的背面。

(5) 防治甘葳蟆虫，将蜂卡或放蜂器夹在或挂在甘震植株中部的叶黯处。

(五)天敌的保护和利用

放蜂田的田埂上种植芝麻、昨浆草等蜜源植物和显花植物，为赤眼蜂及自然天敌提供蜜

源食料，可以提高放蜂效果。

四、 适宜区域

我国适宜作物种植区域均可应用。

五、注意事项

(1)从工厂购买的蜂卡，应在 24 小时之内释放，如需短时间存放，需储存于 2~40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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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冷藏室中，相对温度 50%以上，最多 7 天。存放时间过长或温湿度不适宜，会影响赤

眼蜂羽化率和寄生效果。

(2) 赤眼蜂对大多数化学农药高度敏感，放蜂田需协调施用化学农药的时间。当需要施

药时，尽量选择微生物农药或低毒化学农药品种，尽量在放蜂前、后 5 天进行。放蜂期禁止

使用毒死蝉等对赤眼蜂高毒的农药，对赤眼蜂安全的生物制剂如 Bt 制剂、真菌制剂仍可

使用。

(3) 放蜂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释放面积越大、地块连片，防效越好。蜂卡在田间要摆

布均匀。赤眼蜂发育适温 20~290C ，最适相对温度 70%~85%。干燥、高温地区，应选择

傍晚放蜂，并把蜂卡卷在植株中部叶内;潮湿地区，适于在上午放蜂，有利于赤眼蜂的羽化

和寄生。

(4) 放蜂期是影响放蜂效果的最重要关键因子，靶标害虫成虫(娥)的羽化高峰期可作

为初次放蜂指标。

六、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 9 号

邮政编码: 100097 

联系人:张帆

联系电话 : 18610384787 

电子邮箱: zf6131@263. net 

绿肥生产利用全程轻简化技术
一、技术概述

绿肥具有培肥土壤肥力、减少化肥用量、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

等作用。然而，传统绿肥生产模式劳动力需求量大，工作效率低，效果不太好，已与现代农

业生产要求不相适应。该技术模式拟解决农村劳动力缺乏、绿肥播种人工依赖性高、开沟效

率低、稻草资源利用效果差等主要问题，实现绿肥生产利用全程轻简化、资源利用高效化。

该技术模式已经过小区田间试验，大田试验和小区域试验和试验示范验证，技术已完全成

熟，累计推广1 000多万亩。

二、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模式在早稻推广过程中水稻产量可增长 10%~15% ，肥料用量可减少 20%~

30% ，经济效益可增加 100~150 元/亩。在晚稻推广过程中水稻产量可增长 8%~10% ，肥

料用量可减少 10%~20% ，经济效益可增加 100~120 元/亩。在一季稻推广过程中水稻产

量可增长 12%~15% ，肥料用量可减少 20%~30%，经济效益可增加 140~200 元/亩。该

技术模式的紫云英种子产量可提高 20%~40% ，经济效益可增加 150~320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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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要点

1.电动化播种 应用电动紫云英播种机播种。该播种机播种效率高，一个劳动力每天

可播种 150~200 亩，其效率是传统人工紫云英播种的 8~10 倍。

2. 晚稻留高茬适当迟播 该技术的核心是晚稻采用传统的机械收割，稻茬尽量留高，

一般在 40 厘米以上。剩余的稻草尽量散开，营造一个紫云英生长前期的"保温恒湿房"。在

晚稻'收获后 2~3 天采用手摇式或电动播种器播种紫云英，播种后遇晴天用开沟机开沟即可。

采用该技术可推迟紫云英播种时期至晚稻收获后进行播种，有利减少机收碾压损毁，且高茬

有利于为紫云英生长前期保嘀保温，稻草中养分可被紫云英吸收，促进紫云英生长与高产。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推迟到 10 月底至 11 月上旬。

3. 机械开沟 采用集中晚稻收获开沟于一体化设备和大型专用开沟机进行绿肥稻田

开沟。中晚稻收获一开沟于一体化设备可实现中晚稻收获与稻田开沟一次性完成，减少绿肥

生产环节。大型专用开沟机开沟效率高，每天开沟近 200 亩。

4. 干耕水整 在紫云英盛花期田间不灌水或灌浅水条件下进行翻耕，翻耕后保持田面

浅水， 3~5 天后进行早稻移栽或抛秧。这一技术可有效防止紫云英利用下的早稻僵苗，也

可防止紫云英腐熟过程的养分流失。

5. 机械收种 改装现有水稻收割机的风机、双层振动筛、拨禾轮、切割器、搅龙和收

割台，在紫云英黑英率达 90%以上时进行紫云英种子收获。该技术省工、效率高，每小时

可收获 6~10 亩(传统紫云英种子收获 1 亩需要 5~6 天) ，且可减少种子损失，机械收获技

术的种子损失率为 10%左右，而传统人工收获的种子损失率达 15%~25% 。

四、适宜区域

适宜在湖南稻区及生态条件相近的长江流域等稻区种植。

五、技术依托单位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730 号

邮政编码: 410125 

联系人:聂军

联系电话: 0731-84693197 

电子邮箱: junnie@foxmail. com 

./ 设施西甜瓜优质绿色双减简约化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该技术针对全国设施西甜瓜生产上专用品种占有率较低、集约化育苗水平不高、配套简

约化栽培技术缺乏、肥水一体化技术落后、病虫害及连作障碍严重等影响设施西甜瓜稳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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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主要因素，集成示范穴盘嫁接节本育苗、水肥一体化滴灌、病虫害绿色防治、蜜蜂传

粉和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等技术为主的设施西甜瓜优质绿色双减简约化栽培技术，形成我国设

施西甜瓜优质高效绿色双减简约栽培技术体系，促进我国设施西甜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成

果来源于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2014GB2C100319) ， 2016 年 12 月通过验收;设

施西瓜甜瓜新品种筛选及配套高效技术集成与推广通过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国际先

进。该技术的推广将有力地促进我国设施西甜瓜产业提档升级。

二、增产增效情况

化学农药及肥料使用量减少 20% ~30% ，标准商品瓜产量大面积生产提高 15% 以上，

产值增加 30%以上。

三、技术要点

(一)核l山技术

1.穴盘嫁接节本育苗技术 示范推广优质抗逆设施西甜瓜华欣、京欣 2 号、苏蜜 8 号

西瓜，苏甜 4 号、海蜜 5 号哈密瓜及嫁接站木新品种京欣石占 1 号等新品种，轻型基质、苗床

电热线加薄膜覆盖节本嫁接换根育苗技术。实现主产核心区优质种苗直供。推广双断根嫁接

技术，利用石占木品种强大的根系吸收能力和抗性，有效克服设施西甜瓜连作障碍，提高西甜

瓜抗性和丰产性。降低能耗 10% ，减少人工 20% ，降低育苗成本 10% 。

2. 水肥一体化追肥滴灌技术 针对设施土壤养分含量及西甜瓜需肥特性，依据多元营

养平衡配方施肥原则，示范推广专用配方速潜肥料和施肥器以及滴灌技术。全层全量施足基

肥。每亩施腐熟鸡粪 2000 千克+硫基复合肥 05-15-15) 30 千克+硫酸饵 10 千克+磷酸

二镀 25 千克全哇混施，施后机耕旋翻。西甜瓜 70%长到鸡蛋大时浇膨瓜水并亩随水追施

高质量冲施肥 10~15 千克 ， 之后每隔 12~15 天灌溉 15~20 米3 ，随水施冲施肥 10~15

千克，成熟前 1 周停止浇水施肥。在提高西甜瓜产量、改善果实品质的前提下，降低设

施内部的空气湿度和设施土壤的盐分积累，达到设施西甜瓜的高产优质栽培。减少化肥

和水的用量 20%以上，同时降低了设施西甜瓜病虫害发生，提高设施西甜瓜产品产量、

品质和安全性。

3. 高温闷棚防除连作障碍技术 西甜瓜大棚 7~8 月闲置季节，在棚内开沟，铺施恻

碎的作物秸秤，每亩撒施氧胶化钙(俗称石灰氮)或尿素 30 千克，起垄灌水，用地膜覆

盖地面，上面盖严大棚膜，闷棚 15~20 天，提温杀菌。或在大棚内每亩回铺 500 千克碎

秸秤，浇施 3 吨沼液肥，覆土盖膜堆闷发酵半个月，然后耕秒、晾干、整哇，打孔定植

秋季瓜苗。

(二)配套技术

1.蜜蜂传粉技术 示范推广西甜瓜蜜蜂授粉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设施西甜瓜授粉难、

坐瓜率低的问题，用蜜蜂授粉代人工授粉、坐瓜灵坐果，不仅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节约成

本、商品率高，还提高了西甜瓜的产量和品质，增加经济效益。每棚放置蜜蜂 1 箱。每棚可

节省人工 3. 5 个，目前每个人工 150 元，租用 1 箱蜜蜂租金为 180 元，每棚约节省费用 345

元。同时 ， 蜜蜂授粉的西瓜坐果率可达到 98% ，果形圆整，畸形果减少。

2. 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 集成示范设施西甜瓜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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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等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在病虫害发生早期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交替、连续用

药。降低农药成本，保护生态环境。春大棚西甜瓜生产期间病虫害发生较轻，在病虫害防治

上要按照绿色防控的要求，重点防治红蜘蛛和蜻虫。在灰霉病、菌核病和疫病等发病初期用

烟雾剂烟熏防治，做到早防早治，防烂瓜烂蔓，实现控病保产。

3. 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技术 在生产基地和瓜果市场建立速测点 3~5 个，通过建立经济

适用的西甜瓜产品溯源平台及全链信息快速采集技术体系，使溯源系统与电商平台西甜瓜产

品信息无缝链接，建立和改善西甜瓜生产基地信息化平台。推广便捷、优质、高标准的 "电

商十店商"营销模式。

四、适宜区域

适宜江苏及河北等设施西甜瓜规模化生产区(约占全国面积的 10%) 。

五、注意事项

基地应尽量集中连片，注重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的融合，以利于规模化效应的发挥。

六、技术依托单位

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钟灵街 50 号

邮政编码: 210014 

联系人:羊杏平，徐锦华

联系电话: 13809041478 , 13912972636 

电子邮箱: 1394654153~qq. corn , 136547997~qq. corn 

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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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秀清

联系电话: 13930106035 

电子邮箱: Panxiuqing63~126. corn 

茵蓓一冬小麦一夏玉米轮作技术
一、技术概述

盲宿一冬小麦一夏玉米轮作技术是指在百稽生长利用 4~5 年后翻压种植冬小麦一夏玉
米 1~2 年，然后再种植盲蓓， 4~5 年后翻压再种植冬小麦一夏玉米 1~2 年。按照该程序

进行盲宿与冬小麦一夏玉米的轮种。除养分管理技术与本地区常规冬小麦一夏玉米轮作相同
外，其他技术管理措施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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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产增效情况

盲宿利用 5 年后轮作冬小麦、夏玉米。百宿一冬小麦 夏玉米轮作技术，小麦单产、夏

玉米单产、单位面积总纯收益分别高出常规的冬小麦一夏玉米轮作技术 36.07% 、 32.9%和

96.4%; 盲宿一冬小麦夏玉米轮作技术，单位面积总纯收益高出盲宿连作技术 40.9%

左右。

三、技术要点

(一)芭蕾翻耕技术

翻耕时间 : 与冬小麦一夏玉米轮作时， 旱地选择在 8 月中旬以前进行茵稽翻耕;水浇地

在播种冬小麦前 2 周左右翻耕。

翻耕技术:地上部先行刘割，盲宿留在 3~5 厘米，然后利用翻耕机将盲宿地深翻，翻

耕深度 30 厘米以上 ， 同时施用一定量杀虫剂。翻耕时可采取先翻耕后灌水的方式(每亩

30~50 米3) ，再施人适量石灰(每亩 4~5 千克〉。旱地翻耕要注意保墙、深埋、严埋，使

绿肥(茵宿残体)全部被土覆盖紧实。

(二) 冬小麦一夏玉米养分管理技术

轮作条件下，冬小麦、夏玉米养分管理措施与常规冬小麦 夏玉米轮作相同。

(三)再生盲蓓的处理

一般在百宿再生茵的苗期喷施 75%二氧口比院酸可溶性粉剂 1 500~2 500 倍液，同时结

合播种整地进行深翻耕。

四、适宜区域

适宜燕山一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秦巴山区。

五、注意事项

多年茵宿地土壤干旱明显 ， 与冬小麦/夏玉米轮作时，旱地一定要选择在 8 月中旬以前

进行盲宿翻压 ， 以给冬小麦播种出茵创造较好的土壤水分条件;水浇地在播种冬小麦前 2 周

左右翻压，保证盲蓓残茬部分腐烂分解，以利于小麦播种。翻耕时要尽量彻底切断盲稽根

系 ， 翻耕深度要掌握在 30 厘米以上。盲宿翻耕时，要注意加用杀虫农药，以减少地老虎等

害虫对后作物的危害。

六、技术依托单位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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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宽

联系电话: 0311-87652142 

电子邮箱: zhongkuanjh@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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