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E、玉 米翩翩翩翩- --皿

1 .黄淮海地区
{一)夏玉米免耕直播高产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选用中晚熟高产耐密型玉米新品种(生育期 105~ 1l 0 天) ，改麦田套种玉米

为麦收后玉米免耕直播;适当密植，建立合理群体结构，保证群体密度和整齐度，耐密型玉

米品种留苗4 500~5 000株/亩，紧凑大穗型品种留苗3 500~4 000株/亩;籽粒乳线消失达

到完熟时收获。

增产增娘情况:玉米采用免耕直播机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播种，不仅能抢时抢埔，还能

确保播种密度;在玉米完熟时收获，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提高产量。与麦套玉米

相比较增产 15%~20% ，即 100~150 千克/亩。同时，可减轻玉米粗缩病毒病的发生。

技术要点:

1.晶种选择选用中晚熟高产耐密型玉米品种，要求花后群体光合高值持续期长，耐

密植、抗逆性强，生育期 105~110 天，有效积温1 200~ 1 500 0

C 。

2. 麦收后玉米免耕直播、精量播种、合理密植 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的同时将麦秸粉

碎抛撒于地表后，利用夏玉米免耕精量播种施肥机，实行免(少)耕完成开沟、施肥、播

种、覆土、镇压一条龙作业，播深为 3~5 厘米，且种、肥分离 8 厘米以上 。 埔情不足时于

播种后浇水，实现一播全苗。依据所选择玉米品种特性，确保适宜密度:紧凑中穗型玉米品

种留苗4 500~5 000株/亩，紧凑大穗型品种留苗3 500~4 000株/亩。

3. 平衡施肥前茬冬小麦施足有机肥 (3000千克/亩)以上的前提下，以施用化肥为

主;根据产量确定施肥量，一般高产回按每生产 100 千克籽粒施用纯氮 2. 5 千克、五氧化二

磷 l 千克、氧化饵 2 千克计算;平衡氮、硫、磷营养，配方施肥。在肥料运筹上，轻施苗

肥、重施大口肥、补追花粒肥。也可选用含硫玉米缓控释专用肥，苗期一次性施人 。

4.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机械施药 玉米播后苗期进行化学除草，或者在玉米 3~5 叶

期，杂草 2~5 叶期，选用有效成分为烟暗磺隆、秀去津等除草剂进行茵后除草;加强病虫

害综合防治，根据当地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选择相应的杀菌剂和杀虫剂，确定合理剂量，

积极采用高架喷雾机具、元人机等进行机械施药，提高作业效率，减轻劳动强度 。

5. 适时收获 改变过去"苞叶变黄、籽粒变硬即可收获"为"苞叶干枯、黑层形成、

乳线消失"收获。同时在 10 月 10 日前后播种小麦，确保小麦玉米两熟，全年丰收。

注意事顶:麦套玉米改为麦收后免耕直播，免耕直播与适期收获有机结合，辅以相关配

套技术，实现玉米高产高效生产。

适宣区域:黄淮海夏玉米区。



技术依托单位:

1.山东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大街 61 号

邮政编码: 271018 

联系人:董树亭

联系电话: 0538-8241591 , 15966018787 

电子邮箱: stdong~sdau. edu.cn 

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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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瑞芝

联系电话: 010-82108891 

电子邮箱: lishaokun~caas. cn 

3.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27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联系人:李付立

联系电话: 0371-65917933 , 63558715 

电子邮箱: njz63924812~126. corn 

4. 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 193 号

邮政编码: 230001 

联系人:邢君，蔡志明

联系电话: 0551-62625566 

电子邮箱: ahnjzxj~ 163. corn , caizhirning~sina. corn 

(二)夏玉米密植抗逆防倒防衰技术

五 、 玉米。

技术概述:通过集成耐密品种、精量播种、缩株增密、化控防倒、科学施肥、病虫害综

防治、机械深松、适时晚收、机械化收获等多项生产技术，创造合理生产群体，增强作物

身抵抗能力，减少灾害损失。

增产增娘情况:该技术体系是多个单项技术的系统整合，全面应用不仅可以明显地提高

血米产量，还可以提高我国夏玉米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生产水平。通过选择耐密型品种、

帕量播种和缩株增密等措施，可以塑造合理群体，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耐阴雨寡照的能力;

机械深松、科学施肥、化控防倒、病虫害防治、适时晚收可以防止因倒伏、病害、缺肥等原

阴引起的植株早衰，增产效果显著。适宜机械化作业的生产模式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

艇高生产效率和田间作业质量。与常规种植方式相比稳定增产 15% 。

技术要点:

1. 适时播种 根据生产条件，因地制宜选用郑单 958、先玉 335 等耐密性品种，播前人

r精选种子，去除破碎粒、虫食粒及病斑粒，以保证种子发芽率及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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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抢时播种 前茬作物收获后抢时播种，播种时采用种肥异位一体机播种，施人全部

磷、御肥和 40%的氮肥。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开沟施肥、深松、播种、镇压一体化播种

机实行条带深松、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体化作业，同时深松过程中将底肥施于土壤

15~20 厘米处，播深一致。楠'情不足时于播后浇蒙头水，实现一播全苗。

3. 缩株增密、精量播种 根据品种特性和地力水平确定适宜的留苗密度。通过机械精

量播种、缩小植株间距提高保苗密度，达到4 000~4 500株/盲。

4. 配方施肥，合理运筹 玉米粗放施肥成本高，养分流失严重，肥料利用率低。根据

产量指标和地力基础配方施肥，合理搭配肥料种类和比例，并推进氮肥机械深施和长效缓释

专用肥的推广应用。一般高产田每生产 100 千克籽粒需施用纯氮 3 千克、磷 1 千克、御 2 千

克。高产田需亩施氮肥(尿素) 50 千克、磷肥(过磷酸钙) 50 千克、御肥(硫酸锦) 25 千

克，对于缺辞地块每亩应加施硫酸钵 1 千克。

5. 化控防倒 在玉米拔节期 (6~9 片展开叶)叶面喷施"缩株增密"专用玉米化控剂，

缩小玉米营养体、轩细轩坚、抗倒伏、构建健康高产群体。化控时应注意用药时间和药液浓

度，以免造成药害。

6. 综合防治病虫害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好病虫害测报，制订防

治方案。一般应急措施采取化学防治法。玉米苗期重点防治商马、甜虫、二点委夜娥和地老

虎等地下害虫;玉米在大喇叭口期和抽雄期重点防治玉米膜。

7. 适时晚收 当大田中玉米苞叶变白、发黄时，籽粒尚未停止灌浆，适当晚收，延迟

至玉米籽粒乳线消失、黑层出现时即完全成熟后再收获，可以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注意事顶:注意喷施时期及喷施浓度要严格掌握，不可重复喷施;免耕深松与适期收获

有机结合，辅以化控技术实现玉米密植抗倒防衰高产栽培。

适宣区域:黄淮海夏玉米区。

技术依托单位: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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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董志强

联系电话: 010-82108752 

电子邮箱: zhaoming@caas. cn 

2.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27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联系人:李付立

联系电话: 0371-65917933 , 63558715 

电子邮箱: njz63924812@126. com 

3. 江苏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联系地址:南京市龙江小区月光广场 8 号江苏农林大厦 1313 室

邮政编码: 210036 

联系人:俞春涛

370 • 



五、玉米。

联系电话: 025-86263334 

电子邮箱: yct@jsagri. gov. cn 

1. 西南玉米区

( -)西南玉米抗逆丰产技术

A 西南玉米抗旱精播辛产技术

技术概述:针对旱作雨养玉米区降水量少、变异幅度大、土壤水分供应有限，导致玉米

播种质量差、保苗率低、群体结构不合理和传统的地膜覆盖玉米后期出现早衰等突出问题，

以"水分"为关键指标进行调整，保证足埔播种，确保出苗整齐、均匀，将播期适度拉长、

等雨播种，抓好播种质量促进苗全、苗齐、苗壮是保障玉米丰产的基础。

增产增藏情况:该技术以"耐旱品种、地膜覆盖、适埔播种、精细播种"为关键，自推

广应用以来，在四川、贵州、重庆、云南等地示范，较非示范区增产 10%~20% ，部分地

区甚至高达 36% ，节本增效作用显著。

技术要点:

1.选择耐旱品种 选择适应当地生产条件、结实性好，中熟品种、抗旱、抗倒、耐密、

抗病品种。

2. 地膜覆盖种植 选用合适机具进行覆膜作业，也可灌水和覆膜同步进行，保埔和增

温相结合。 若将膜上播种改为膜侧播种，还可有效缓解后期地膜玉米由于地温高导致的根系

衰老快的症状，延长玉米灌浆时间，增加玉米的粒重和单株生产力，促进玉米增产。

3. 适期足摘播种 目前温度和积温已不是该区域玉米产量提高的重要限制因素，根据

当地土壤埔'情和降水情况确定最佳播种时间，播种时土壤含水量不低于 14% ，使玉米的生

育高峰期与当地的降水高峰期相吻合，有效提高玉米的播种质量、群体整齐度和水分利用效

率。

4. 精细播种提高整齐度

(1)种子准备:精选种子(种子纯度注98%、发芽率二三90%) 、实行包衣，播种量较常

规生产增加 10%以上，种植密度为4 000~4 500株/亩。

(2) 机械播种:选用适应当地生产情况的机具，丘陵地区间套作和小地块生产可选用

25~55 马力的小四轮拖拉机或微耕机，选用小四轮拖拉机配套条带旋耕机和伴式犁。 播期

旋耕，达到表土细碎、地面平整的标准要求。

(3) 田间管理:出苗后，勤查勤管。~方面注重防治地老虎等虫害;另一方面，根据旱

、苗情及时进行水肥管理，适时晚收。

注意事项:该技术的实质是利用玉米生理需水与当地时空降水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机

，技术的关键是根据当地土壤埔情和降水情况确定最佳播种时间;为确保玉米丰产，还应

晴重培肥地力(秸秤还田和有机肥施用)、氮磷饵配合施用、氮肥分 2~3 次追施。

适宣区域: 旱地春玉米区及其他同类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成都市净居寺路 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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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610066 

联系人:刘永红

联系电话: 028-84504390 , 13908189593 

电子邮箱: saaslyh@yahoo. com. cn 

8. 山地玉米抗逆简化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山地玉米常年种植面积大，但土壤耕作层浅，加上高原季风气候，十年九

旱，种子出苗困难等因素，玉米产量较低。科研人员结合多年生产实践和研究，形成山地玉

米抗逆简化栽培技术。该技术通过地膜覆盖等技术，使天然降水通过集水面聚集于播种沟内

并沿播种孔下渗到玉米种子或根系周围，达到最大限度蓄纳雨水、保埔和集水渗灌的作用。

达到了"蓄住天落雨、保住地里埔、方便人工浇"的效果，有效解决因春旱严重影响玉米播

种的问题。

增产增般情况:该技术汇集多项新技术和增产措施于一体，趋利避害，对提高山区玉米

播种质量、提高玉米出苗率效果明显。 据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曲靖综合试验站 2011-

2012 年的定位监测和多点试验，以及各地示范情况，该技术每亩玉米较传统破膜放苗栽培

省人工 2 个，增产 1 1. 3%~19. 5% ，全年每亩增收粮食 93 千克，增收节支 386 元。

技术要点:

1.晶种选择 根据市场行情和产品用途，通常选用早熟、优质、抗病、高产、适销对

路的杂交玉米包衣种，种子质量须符合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一部分:禾谷类》的

规定。

2. 精细整地选择土壤肥沃、地势平缓、通透性好、有机质含量高的壤土或沙壤土种

植玉米。前茬收获后及时深耕晒堡，开春后再耕翻粗平，使土壤上松下紧、表土平细。

3. 规范播种 晚霜结束，雨季来临及时播种。 一般采用宽窄行地膜覆盖栽培，一膜 2

行。按大行距 90 厘米，小行距 40 厘米，塘距 45 厘米挖塘，施一层腐熟既肥做盖塘肥，浇

透水后覆膜。破膜挖穴播种，每穴播种 3~4 粒种子，覆土 5 厘米。通过垄面上形成集水面

和受水面，充分接纳降水，只需 10 毫米左右的小降水，通过膜面汇集到播种沟内，降水利

用率能提高 50%左右，有效解决因春旱严重影响玉米播种出苗的问题。若仍需要浇水，可

节约浇水时间，提高浇水效率。

4. 保菌定苗 出苗后及时防治小地老虎， 4~5 叶时间苗定苗，去弱留强，每塘留苗 2

株。抗旱保苗，及时中耕除草。

5. 科学追肥定苗后，每亩追施尿素 10~ 1 5 千克做提苗肥，保证全田幼苗生长一致 .

大喇叭口期，每亩追施尿素 30~35 千克做攻苞肥。 追肥时在距离植株基部 8~10 厘米处磁

膜挖穴施人，施后覆土。

6. 揭膜培土植株封行前，及时揭膜，结合追肥将行间旺沟土挖松培到植株茎基部.

使睦高为 15~17 厘米，促生不定根，防止倒伏。做好清沟、防涝、抗旱工作。灌浆期保排

土壤湿润，整个生育期注意排涝防渍。如遇干旱、多雨、大风天气，需要进行人工辅助

授粉。

7. 病虫害防治 出苗后及时喷施 2.5%澳氧菊醋3000倍液防治小地老虎，发现田间何

断苗后，于清晨拨开断茵的表土，捕杀幼虫;拔节后黠虫和玉米蟆发生地块，注意选川



五、玉杂。

4.5 %高效氯氧菊醋乳油 1 OOO~ 1 500倍或 50%敌敌畏乳油 1 000~1 500被喷舞进行防治 F

抽雄期蜻虫初发时，采用 10%毗虫琳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50%抗蜻威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等喷雾防治。灰斑病初发时，选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防治，间隔 7 天施药 1 次，

连施 2 次。

技术依托单位:

1.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曲蜻综合试验站

联系地址:云南省曲靖市膜麟区南宁南路 334 号

邮政编码: 655000 

联系人:黄吉美

联系电话: 13769765106 

2. 云南省宣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系地址:宣威市振兴中路 547 号

邮政编码: 655400 

联系人:高连彰

联系电话: 0874-7123768 

电子邮箱: glz6307@126. com 

][.北方春玉米区

(一)玉米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化是我国现代王米生产的必由之路。增密种植、全程

机械化是玉米高产高效的重要途径，以合理密植、精量点播、机械施肥、机械打药、秸秤还

田、机械收获等关键技术为核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垦区多年试验示范的基础上

形成玉米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增产增娘情况:该技术近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农垦总

局、内蒙古兴安盟己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在北方多省份进行了技术示范。该技术先进可行，

增产增效效果显著。

技术要点:

1.选择耐密、抗倒、适合机械收获的晶种 选择国家或省审定、在当地已种植并表现

优良的耐密、抗倒、适应机械精量点播和机械收获的品种。籽粒机械直收要求后期脱水'快、

生育期短 5~7 天的品种。种子质量符合 GB 4404. 1 <<粮食作物种子 第一部分:禾谷类》

的规定。

2. 增密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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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光照条件较好，一般中晚熟品种留苗6 OOO~ 

6 500株/亩，中早熟品种7 000~7 500株/亩;东北地区早熟品种6 000~6 500株/亩，中熟

品种5 000~5 500株/亩。

3. 采用机械精量播种 单粒点播种子发芽率应高于 96%。通过足埔、适期播种等，保

证茵齐、苗匀、苗全、苗壮，提高群体整齐度。带种肥播种时要种、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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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期施肥根据各地玉米产量目标和地力水平进行测土配方施肥，使用各级土肥站

经测土推荐的配方或配方专用肥。在有条件的地区，每亩施优质粗有机肥 2~3 吨或精制有

机肥 1 吨左右;全部磷肥、 30%~40%的氮肥如有种肥可相应减少用量)和 70%饵肥做基

肥。剩余的肥料在小喇叭口期以前进行一次性机械追施。

5. 化控防倒 对于倒伏常发地区和密度较大、生长过旺、品种抗倒性差的地块，可在

玉米 6~8 展叶期，喷施化控药剂，如玉黄金、吨田宝、是基乙烯利等，控制基部节间长度，

增强茎轩强度，预防倒伏。

6. 适时晚收，机械收获 根据种植行距及作业质量要求选择合适的收获机械。玉米完

熟后可果穗收获。籽粒机械直收可在生理成熟(籽粒乳线完全消失)后 2~4 周进行收获作

业，籽粒含水量应在 28%以下，一次完成摘穗、剥皮、脱粒，同时进行茎轩处理(切段青

贮或粉碎还回)等项作业。

7. 秸轩还田，培胆地力 利用饲草捡拾打捆机将秸轩打捆做饲料，或利用秸秤还田机

粉碎秸秤。用翻转犁翻地，深度 30~40 厘米。

注意事顶:玉米机械化生产的重点是选好品种，抓好播种与收获 2 个关键环节。单粒点

播技术对种子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芽率二三96% ; 机械收粒时间应适当推迟，一般在玉

米籽粒完熟后 2~4 周较好。

适宣区域:北方春玉米区，其他地区可参照执行。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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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昆

联系电话: 010-82108891 

电子邮箱: lishaokun@caas. cn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部城路 3 号

邮政编码: 712100 

联系人:薛吉全

联系电话: 029-87082934 , 13709129113 

电子邮箱:勾q2934@163. com 

3. 内蒙古农业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街 70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联系人:马日亮

联系电话: 0471-6652329 

电子邮箱: nntlsk@yahoo. com. cn 

4. 黑龙江农垦总局农业局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175 号

邮政编码: 15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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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智超

联系电话: 0451-55195122 

电子邮箱: nkzjnyj@126. com 

(二)玉米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增产技术

疫术慨述:膜下滴灌增产技术是先进灌水技术和施肥技术的集成，它既发挥了覆膜栽培

提高地温、减少棵间蒸发的作用，又可实现玉米按需灌水、施肥，将水分、养分均匀持续地

运送到根部附近的土壤，供根系吸收，提高水肥利用率，达到增产增效目的。

增严增娘情况:该技术相比沟灌可节水 30%以上，提高水肥利用率 30%以上，产量可

比同区常规生产增产 30% ，收入增加 50% 。

技术要点:该技术内容主要包括铺设滴灌系统和滴灌条件下的玉米增产增效栽培技术。

1.精细整地，施足底肥 播种前整地起垄，宽窄行栽培，一般窄行 40~50 厘米，宽行

60~80 厘米。灭茬机灭茬或深松旋耕，耕翻深度要求 20~25 厘米，做到上实下虚，无坷

垃、土块，结合整地施足底肥，及时镇压，达到待播状态。一般每亩投入优质农肥 1 OOO~ 

2000千克、磷酸二镀 15~20 千克、硫酸钢 5~10 千克或者用复合肥 30~40 千克做底肥施

人。 采用大型联合整地机一次完成整地起垄作业，整地效果好。

2. 铺设滴灌管道 根据水源位置和地块形状的不同，主管道铺设方法主要有独立式和

复合式两种:独立式主管道的铺设方法具有省工、省料、操作简便等优点，但不适合大面积

作业;复合式主管道的铺设可进行大面积滴灌作业，要求水源与地块较近，田间有可供配备

使用动力电源的固定场所。支管的铺设形式有直接连接法和间接连接法两种。直接连接法投

人成本少但水压损失大，造成土壤湿润程度不均;间接连接法具有灵活性、可操作性强等特

点， 但增加了控制、连接件等部件，一次性投入成本加大。支管间距离在 50~70 米的滴灌

作业速度与质量最好。

3. 科学选种，合理增密 地膜覆盖滴灌栽培，可选耐密型、生育期比露地品种长 7~10

、有效积温多 150~2000C的品种。播前按照常规方式进行种子处理。合理增加种植密度，

用种量要比普通种植方式多 15%~20% 。

4. 精细播种 当耕层 5~10 厘米地温稳定通过 80C时即可开犁播种。用厚度 0.01 毫米

的地膜，地膜宽度根据垄宽而定。按播种方式可分为膜上播种和膜下播种两种。

(1)膜上播种 : 采用玉米膜下滴灌多功能精量播种机播种，将铺滴灌带、喷施除草剂、

胆地膜、播种、掩土、镇压作业一次完成，其作业顺序是铺滴灌带→喷施除草剂→覆地膜→

踹种→掩土→镇压。

(2) 膜下播种 : 可采用机械播种、半机械播种及人工播种等方式，播后用机械将除草剂

'贵施于垄上，喷后要及时覆膜。 地膜两侧压土要足，每隔 3~4 米还要在膜上压一些土，防

止风大将膜刮起。膜下播种应注意及时引苗、掩茵: 当玉米普遍出苗 1 ~2 叶时，及时扎孔

'JI苗，引苗后用湿土掩实苗孔。过 3~5 天再进行 1 次，将晚出的苗引出。

5. 加强田间管理 玉米膜下滴灌栽培要经常检查地膜是否严实，发现有破损或土压不

:的，要及时用土压严，防止被风吹开，做到保埔保温。按照玉米作物需水规律及时滴灌。

(1)滴灌灌溉:设备安装调试后，可根据土壤埔情适时灌溉，每次灌溉 1 公顷，根据毛

的长度计算出→次开启的"区"数，首部工作压力在 2 个压力内，一般 10~12 小时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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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可转换到下一个灌溉区。

(2) 追肥:根据玉米需水需肥特点，按比例将肥料装入施肥器，随水施肥，防止后期脱

肥早衰，提高水肥利用率。应计算出每个灌溉区的用肥量，将肥料在大的容器中榕解，再将

熔液倒人施肥罐中。

(3) 化学控制:因种植密度大、温度高、水分足，植株生长快，为防止植株生长过高引

起倒伏，在 6~8 叶展叶期要采取化控。

(4) 适当晚收:为使玉米充分成熟、降低水分、提高品质，在收获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适

当晚收。

6. 清除地膜、收回及保管滴遭设备 人工或机械清膜，并将滴灌设备收回，清洗过谴

网。主管、支管、毛管在玉米收获后即可收回。

注意事顶:利用滴灌系统施肥，所有要注人的肥料必须是可榕的，同时还要注意不同肥

料之间的反应，反应产生的沉淀物有可能堵塞滴灌系统。

适宣区域:适宜在北方干旱、半干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伟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联系人:王克如

联系电话: 010-82108595 

电子邮箱: wkeru01@163. com 

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彩宇大街 1363 号

邮政编码: 130124 

联系人:边少锋，赵炳南

联系电话: 0431-87063169 , 87998851 

电子邮箱: bsf8257888@sina. com 

3. 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昌里 403 号

邮政编码: 830091 

联系人:梁晓玲

联系电话: 0991-4502413 

电子邮箱: liangxiaoling99@126. com 

(三)玉米大垄双行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玉米大垄垄上行间覆膜栽培技术，将垄上覆膜转变为行间覆膜，解决垄上覆

膜技术存在的孔苗错位、需人工放苗、机械化作业不配套、播种质量差、不易取膜等问题。

使侧深施肥、覆膜、精量点播、覆土等技术环节一次完成，较好地协调了土壤水、肥、 气 、

热环境，实现播种、施肥、揭模、中耕、病虫害防治、收获全程机械化。

增产蜡烛情况:该技术具有抗旱、增温、保楠、提高肥料利用率及防冬霜、冻害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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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可以缓解春季干旱和低温给玉米造成的影响。年可提高地温 80
0

C ，穗粒数增加 20 粒，

比常规直播增产在 25 %左右，每亩比直播玉米增加效益 100 元。

技术要点:

1.标准垄改大垄，播双行将习惯栽培的 65 厘米或 70 厘米的小垄，在整地时改变成

为 130 厘米或 140 厘米的大垄。在大垄上种植双行玉米，大垄上玉米行距为 35~45 厘米。

2. 晶种选择 适宜覆膜栽培的品种可选择较晚熟、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品种。标

准是比当地直播主栽品种生育期长 10 ，，-， 15 天，或所需积温多 200~2500C ，或叶片数多 1~

2 日十。

3. 耕整地、伏翻伏起垄 择耕层深厚、肥力较高，保水、保肥及排水良好的地块，要

求耕深 20~23 厘米，做到无漏耕、无立堡、无坷垃，租、精后起垄;有耕翻基础的地块，

可把茬起垄 。 秋翻春起垄是指土壤埔情较好的地块，早春化冻 14 厘米时，及时把、粉、起

垄镇压;春粗春起垄是指一般适用于土壤埔情较好的大豆、马铃薯等软茬，先灭茬深松垄

台，然后精平，起垄镇压。

4. 施肥技术 基肥以有机肥料为主，一般每亩施 1 500~2 000千克做基肥(底肥)。种

肥每亩施用尿素 6 ~7 千克、磷酸二钱 20~25 千克、硫酸惆 4~5 千克、硫酸铸 1~ 1. 5 千

克。揭膜后进行一次侧深施，每亩追施尿素 14~18 千克，深度 10~15 厘米。地下害虫严重

的地块，每亩用 4~5 千克的 0.125%辛硫磷毒颗粒随肥条施。

5. 覆膜，播种 覆膜后地温稳定通过 5~ 6 0C ，出苗或破膜引苗后能躲过零下 3
0

C 的冻

害时，抢埔播种。在大垄上覆盖厚度为 O. 008~0. 01 毫米的农用地膜，覆膜前要用苗前除草

剂封闭除草。有先播种后覆膜和先覆膜后播种两种。株距因所选品种等因素而定，种植密度

较常规栽培每亩增加 400~600 株。

6. 田间管理

(1)前期管理:先播种后覆膜玉米 l 叶 1 心至 2 叶 l 心时剪孔放苗，每掩(穴)只留一

株，放苗后用温土封严放苗孔;扎眼种的应在 3 叶期前及时间苗。如缺苗应及时补栽同龄预

备苗。膜的管护应在发现漏压和风扒，立即取湿土压好;透光面达不到要求宽度的，要撤

土。放苗时应适当撤掉膜上压土，并及时把膜上积水引人垄沟。

(2) 中期管理:及时掰掉分靡，但要避免损伤主茎。采用人工或机械揭膜，选晴天上

午 ， 表土己干燥且不粘膜时进行。揭膜时间应在玉米叶片封垄、地膜增温效果不大时进行，

般气温高，可适当早些; 气温低，可适当晚些 。 揭膜后及时铲趟追肥。

(3) 综合防治病虫害。

注意事顶: 一是起大垄时垄体高度不能低于 25 厘米，二是垄台宽度不能低于 90 厘米。

该技术不适合在低洼地、 多雨、低湿条件下应用 。

适宣区域:适用于黑龙江省第二、 三积温带，且在干旱地区和干旱年份增产效果非常显

吗~，比普通栽培方式增产 20%以上 。

技术依托单位:

1.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

联系地址:佳木斯市安庆街 382 号

邮政编码: 154007 

联系人:李艳杰

• 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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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5104609158 

电子邮箱: nklyjie@163. corn 

2.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农业科学科研所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农业科学科研所

邮政编码: 164009 

联系人:谭淑玲

联系电话: 0456-6405048 

3.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联系人z 谢瑞芝

联系电话: 010-82105791 

电子邮箱: xieruizhi@caas.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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