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旦、水 稻- -四圃'

(一)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A. 7}(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

技术概述: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及

老龄化，稻'作技术转型等，通过培育标准化秧苗，插秧机栽插，大田管理及其农艺配套措施

等，实现水稻种植机械化生产，从而显著减轻种植劳动强度，实现水稻生产节本增效。水稻

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通过精确精量播种，基质育秧，培育壮秧，降低机插播种量，提

高秧苗素质和机插效果。在政策扶持下，以及机插秧机械装备的改善，水稻机插秧高产栽培

技术近年发展较快，有效地缓解了我国水稻种植劳动力紧张等问题，且机械作业可靠性有了

较大程度提高，随着我国不同类型、季节水稻的机插秧群体调控技术等研发与集成，有利于

实现高产稳产，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广阔。

增产增娘情况: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目前已在东北稻区、长江中下游单季稻

区、南方双季稻区及西南稻区等不同稻区大面积推广应用。与传统手工栽插技术比较，采用

该技术可确保水稻栽植密度，显著降低水稻种植成本，实现高产稳产。每亩可节约种植成本

O~120 元，通过保障种植密度，实现每亩增产 5% ，增产稻谷 30 千克左右。随着经济社会

也展，劳动力转移及用工费用增加，该技术的节本省工效果将更为明显。

技术要点: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选用适宜水稻品种和组合，通过标准化育

艘，培育机插壮秧，选择适宜插秧机，适期移栽，宽行稀植， .并根据其特点配套农艺栽培措

施，实现高产高效。主要技术要点:

1.床土制作 采用调配的育秧基质或床土，育秧苗基质可直接播种。如床土需调酸培

配，育苗床土过筛除去石子、枯枝烂叶等 。 做好调酸、消毒和施肥，调酸可用壮秧剂或固体

L般调酸，床土的适宜 pH 4. 5~5. 5 ，防治立枯病等发生，培育壮苗。旱育秧一般加复合肥

, ] 5 克/盘，其中早稻 10~15 克/盘，单季稻和晚稻 5~10 克/盘。也可采用壮秧剂与床土

l 合育苗，注意覆盖土不能添加壮秧剂和肥料。

2. 精量播种 选择适宜当地机插秧种植的水稻'优良品种，根据机插秧特性合理安排播

种l间，在播种前按要求进行发芽试验，要求种子的发芽率在 85%以上。杂交稻一般用清水

选仲，北方常规梗稻用比重(相对密度) 1. 13 的盐水选种或机械选种。播种前做好晒种和

种户处理，用种衣剂包衣、浸种灵、施保克十天然芸苔素等杀菌剂浸种 48 小时(北方低温

地L.{ ，如黑龙江一般在 11 ~ 12
0

C 温度下浸种 5~7 天) ，预防苗期病害。催芽要求高温

(30-32 0C) 破胸，露白后种子堆温度控制在 25~280C ，适温催芽，芽长 2 毫米以内，晾芽

后 II rf播种。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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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精量播种器播种，实现稀播壮秧。中稻和晚稻:杂交稻播种量控制在 60~80 克/

盘，常规稻播种量 80~ 100 克/盘，北方梗稻播种量可适当提高。早稻:杂交稻播种量控制

在 70~90 克/盘，常规稻播种量 90~120 克/盘。

3. 出苗管理播后及时覆土，注意不能用拌过壮秧剂的营养土覆盖。摆盘，泥浆育秧

要求做好种子塌谷，一定使秧盘床土吃透水分，忌床土发自影响出苗，力求保齐苗和全苗。

南方早稻和寒地稻作区育秧做好保温工作，可采用地膜覆盖等增温保温措施，遇 35.C 以上

的温度，应及时打开秧棚两侧通风降温，在下午 4~5 时关闭通风口，保证棚内温度在 32
0

C

以下，最低温度尽可能不低于 10.C 。出苗后棚内温度要控制在 22~ 25.C ，最高不超过

28.C 。插秧前要根据天气及棚内温度情况，多设通风口，及时炼苗。 炼苗白天温度一般不超

过 20.C ，夜间一般不低于 10.C 。单季稻和连作晚稻育秧可采用遮阳网或无纺布覆盖，可以

防止暴雨冲乱种子及防止雀害，出苗后揭网。

4. 培育壮秧做好调温和控水，培育适合机插秧苗，秧苗应根系发达、苗高适宜、茎

部粗壮、叶挺色绿、均匀整齐。插秧机秧苗多为中苗， 一般南方早稻要求秧龄 30 天，叶龄

4 叶左右，适宜苗高 15~18 厘米。南方连作晚稻和单季稻要求秧龄 20 天左右，叶龄 3. 5~ 

4.0，适宜苗高 18~22 厘米。北方寒地水稻秧龄 30~35 天，叶龄为 3. 1~3. 5 叶，株高为

15 厘米左右。连作晚稻由于育秧期间气温高，秧苗生长快，采用多效瞠等生长调节剂控制

苗高。机插秧苗要求均匀整齐、根系盘结、提起不散。 2 叶 1 心时看苗施断奶肥，促使苗色

青绿，叶片淡黄褪绿的秧苗，亩用尿素 4 千克(或硫酸镀 8 千克)左右，叶色较正常亩施尿

素 2~3 千克(或硫酸镀 4~6 千克)。秧田期间注意防治立枯病、恶苗病、稻翻马等。提倡

带药机插。

5. 机械插秧 机插前做好整地工作，田面力求平整，一般沉实 1~2 天后机插，有机质

含量高的田块沉实 3~5 天后机插。根据水稻品种与组合选择适宜种植密度。常规稻机插行

距 30 厘米，株距 12~16 厘米，每丛 4 株左右，每亩大田1. 4 万~1. 8 万丛，每亩栽秧苗

20~30 盘。杂交稻机插行距为 30 厘米，株距 17~20 厘米，每丛 2 株左右，每亩大田1. 1

万~1. 3 万丛，每亩栽秧苗 15~20 盘 。 机插漏秧率要求低于 5% 。 机插后灌好扶苗水，防败

苗促进秧苗早返青。有条件地方双季常规稻可采用 7 寸 (23 厘米)插秧机插秧，有利于提

高种植密度，保证高产。

6. 肥水管理 根据水稻机插秧生长特点合理施肥和控水，培育机插秧高产群体，实现

机插高产。根据水稻目标产量及稻田土壤肥力，合理制定施肥量，黑龙江省肥沃土壤亩施纯

氮 7~8 千克，一般南方杂交拙稻每亩施纯氮 12 千克左右，南方梗稻可适当增加施肥量，分

藤肥提倡分多次施用，以达到合理控制群体目标，双季稻注意多施分囊肥，以保证亩有效袖

数。 水分管理采用好气灌溉，即插秧时灌寸水，便于返青、活棵;施肥除虫时灌寸水，以水

带氮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除虫效果;孕穗开花期灌寸水，防止颖花退化;分藤期间、穗形

成期和结实期以浅水和湿润灌溉，干干湿湿;够苗时排水搁田 。 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病虫测

报，做好化学防治，控制病虫害发生。

注意事项:根据机插进度分批合理安排播期; 注意做好种子精选，发芽率在 85% 以上，

精量均匀播种，减少机插漏秧影响产量。

适宣区域:适合于北方常规梗稻、南方早柏稻、南方单季常规稻和杂交稻中应用。连作

晚稻由于育秧期间气温高，秧苗生长快，要注意做好与早稻品种的季节衔接，通过喷施生故



调节剂如多效瞠等调控秧苗株高，延长机插秧苗弹性。

技术依托单位:

1. 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朱德峰，陈惠哲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3 

电子邮箱: cnrice@qq. com , chenhuizhe@163. com 

2. 江苏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联系地址 z 南京市草场问大街月光广场 8 号江苏农林大厦 1312 室

邮政编码: 210036 

联系人:杨洪建

联系电话: 025-86263332 

电子邮箱: hjyang@jsagri. gov. c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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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戚，孔令娟

联系电话: 0551-62672539 , 62651473 

8. .7}<稻钵亩机插与摆栽技术

三、水稿。

技术概述: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传统手工插秧种植不适应水稻生产发展

需求，我国水稻生产迫切需要以机插秧为主的机械化种植技术。我国现有的毯状秧苗机插技

术存在播种量大、秧苗素质差、秧龄弹性小、低播种量成毯性差、伤秧伤根严重、漏秧率较

高、每丛苗数不均匀及返青慢等问题，无法发挥机插水稻增产潜力 。 水稻钵苗机插及摆栽技

术，针对传统毯状秧苗机插存在问题，通过钵形毯状秧苗或钵苗培育，利用普通插秧机或摆

裁机按钵精确取秧，实现钵苗机插或摆栽，秧苗根系带土多，伤秧和伤根率低，栽后秧苗返

青快，发根和分囊早，能充分利用低位节分囊，有效分费多，从而有利于实现高产，同时按

钵苗定量取秧，取秧更准确，机插漏秧率降低，机插苗丛间均匀一致，从而有利于高产群体

形成，实现机插高产高效。近几年在不同稻区和季节示范比普通毯状秧苗机插增产 5%~

10% ，深受稻农欢迎。

增产增娘情况:水稻钵茵机插及摆栽技术在黑龙江、浙江、宁夏、江西、江苏、广东、

湖南等 20 多个省份示范推广，从各地试验示范表现看，与普通毯状秧苗机插相比，该技术

具有秧苗素质好、机插伤秧伤根率低、机插秧苗均匀、漏秧率低、插后返青快、早发等优

点。 比普通机插秧技术增产效果显著。 2013 年该技术在黑龙江、吉林等地年种植面积超过

2 000多万亩。通过大面积推广应用可实现比普通机插亩增产 20~40 千克，亩增效 50~ 100 

!巳。

技术要点:水稻钵苗机插及摆栽技术通过钵苗培育，适期移栽，群体调控、肥水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配套，实现高产高效。主要技术要点:

•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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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秧盘选择钵茵机插采用钵形毯状秧盘培育水稻钵形毯状机插秧苗，根据插秧机型

号和水稻类型选择适宜的秧盘，一般单季稻、杂交稻选择横向 16 或 18 行秧盘，双季稻、常

规稻选择横向 18 或 20 行秧盘。钵苗摆栽黑龙江多采用 448 孔专用钵盘培育摆栽秧苗。

2. 培育壮秧根据机插秧特性合理安排播种期，培育机插秧苗，秧苗应根系发达、苗

高适宜、茎部粗壮、叶挺色绿、均匀整齐。要求秧苗叶龄 3. 0~3. 5 叶，适宜苗高 12~18

厘米 。

选择适宜田块做秧田 。 秧苗培育可采用泥浆育秧或旱地士青秧，床土准备与传统机插

育秧相同。播种前用清水选种，用浸种灵等杀菌剂防病浸种 48 小时，预防苗期病害，催

短芽、催短根均匀播种 。 为实现稀播壮秧，中稻和晚稻播种量，杂交稻控制在 60~80

克/盘，常规稻播种量 80~ 100 克/盘;早稻播种量，杂交稻控制在 70~90 克/盘，常规

稻播种量 90~ 1l 0 克/盘。选用半自动播种机或全自动播种机进行播种作业，播种效率

高，播种密度均匀，有利于机械插秧 。 秧盘平铺要求使秧盘床土吃透水分，忌床土发臼

影响出苗，力求保齐苗和全苗 。 整个秧田期保持秧板湿润，机插前 3~4 天，适时控水炼

苗 ， 增强秧苗抗逆能力 。

l 叶 1 心期喷施多效瞠等调节秧苗株高。 2 叶 1 心时看苗施断奶肥，促使苗色青绿。如

秧苗叶片淡黄褪绿，亩用尿素 4 千克左右，叶色较正常亩施尿素 2~3 千克。 秧田期间注意

防治立枯病、恶苗病、稻'前马等。

3. 适期机插及摆栽 钵苗机插选择横向取秧量对应的插秧机，根据秧盘类型调整机插

取秧量实现钵苗机插。 钵苗摆栽需选用专用摆栽机。 根据水稻品种与组合的生长特性，选择

适宜种植密度，改善群体光照和通风，浅水移栽，促进早发。双季稻行距为 30 厘米、株距

12~16 厘米，每丛 4 株左右，每亩大田1. 6 万~1. 8 万丛，每亩栽秧苗 24~30 盘 。 南方单

季杂交稻每亩大田1. 1 万~1. 3 万丛，每丛 2 株左右，每亩栽秧苗 18~24 盘;南方单季梗

稻每丛 2~3 株，每亩大田1. 4 万~1. 7 万丛;北方单季梗稻每丛 3~5 株，每亩，大田

L6 万----2.0 万丛。机插行距为 30 厘米，株距根据密度调整。 机插漏秧率要求低于 5%。手

工摆栽采用行距 30 厘米，株距 1 5 ~22 厘米，每亩摆秧丛数1. 0 万~1. 5 万丛，每平方米

15~22 丛，每丛摆一个钵苗。 栽后灌好扶苗水，防败苗促进秧苗早返青。

4: 精确施肥，节水灌溉，定量控苗 根据水稻目标产量及稻田土壤肥力，因地因土施

肥。根据水稻植株不同时期所需的营养元素量及土壤的营养元素供应量 ， 一般南方单季杂交

和b稻每亩施纯氮 12 千克，基肥、分费肥和穗肥比例分别占 50% 、 30%和 20% . 梗稻可适当

增加施肥量，并增加穗肥施用比例;双季稻注意多施分藤肥，以保证亩有效穗数。 施肥结合

水稻品种不同生长期植株的生长状况和气候状况适当调节 。 水分管理采用 "三水三湿一干"

的好气灌溉，插秧时灌寸水，便于返青、活棵;施肥除虫时灌寸水，以水带氮提高肥料利用

率，提高除虫效果;孕穗开花期灌寸水，防止颖花退化;分藤期间、穗形成期和结实期以浅

水和湿润灌溉，干干湿湿;够苗时排水搁田 。

5.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坚持以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 。 利用宽行稀植，控氮增饵，好气

灌溉的基础农艺措施的防治技术，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病虫测报，做好化学防治，控制病虫

害发生。

注意事顶:通过精量均匀播种，降低机插或摆栽漏秧对影响产量。 在出苗期喷施多效吨

等控制秧苗株高，培育壮苗，延长秧苗弹性。分囊期根据苗数及时排水控苗。



适宣区域:适于水稻机械化机插的各稻区和季节 。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徐一成，陈惠哲，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136702 

电子邮箱: chenhuizhe@163. com 

2. 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邮政编码: 150090 

联系人:芦玉双

联系电话: 0451-82310804 

电子邮箱: dongguozhong18@163. com 

(二)水稻旱育栽培技术

一、 水 稽 。

技术概述:水稻旱育栽培技术采用旱地育秧方法，秧苗较耐寒抗病，比湿润育秧可提早

5~20 天播种，秧本比高。通过扩大苗床面积，培肥床土，稀播减少播种量，扩大秧苗生长

空间，增大秧龄弹性，培育根系发达、低位多藤矮壮秧，有助于物质积累和锻炼秧苗对高低

温变化的适应性，提高秧苗素质。 秧苗移栽后缓苗期短，分藤发生早，分囊增多，增加穗

数，而且分藤节位低，有利于形成大穗，从而提高产量。该技术在我国南北方稻区大面积推

广应用，井形成不同青秧模式。

增产蜡烛情况:阜育栽培技术与传统湿润育秧技术比较，具有秧苗抗逆性强，素质好等

特点，单株自根多，分藤期根总量增加，分囊成穗率提高，从而提高产量， 一般每商增产稻

谷 30~50 千克，省工省本效果显著，亩增收 100 元左右。

技术要点:

1.苗床准备

(1)苗床选择与培肥:选择土壤肥沃、排灌方便、背风向阳、地下水位低的微酸性或酸

性菜园地、旱地或稻田做苗床。 按厢宽1. 2 米，沟宽 30 厘米，长 10 米的开厢 。 采用提前或

临时培肥苗床。

(2) 床土调酸、消毒: 每平方米苗床施腐熟有机肥 8~10 千克，尿素 20 克、磷酸二镀

50 克，硫酸伺 25 克，均匀撒施并把人置床 3~5 厘米土层内。摆盘播种前用 1%硫酸水调

酸，使土壤 pH 在 4. 5~5 . 5 , 5 小时后用 70%土菌消可湿性粉剂每平方米1. 3 克、加水 3 升

进行消毒，或使用壮秧剂或育秧专用肥培育壮秧。

2. 播种 根据移栽期和秧苗移栽类型确定播种期， 一般以气温稳定在 12
0

C 以上可以播

种 。 播前一般进行晒种、选种、消毒和浸种催芽，可 25%施保克乳油或 35%略苗灵消毒，

芽长半粒米左右播种。按移栽叶龄或秧龄分厢定量播种，严格控制播种量。 叶龄 4. 1~4. 5 

叶，秧龄 35~40 天，苗高 17 厘米左右，每平方米常规稻播芽谷 200~250 克，杂交稻播芽

谷 100 克左右 。 钵盘育秧一般选用每盘 462 孔秧盘或更大孔秧盘，调好营养土，准备秧床，

-般-盘可装1. 4 千克左右的土，均匀摊开，厚度一致，按每盘干种 60 克，湿种 80 克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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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均匀地撒在土表面。播种后覆盖过筛细泥土，不见种子外露，稻田可覆盖黄泥土调酸。

禁用煤灰、沼渣、干粪盖种。播种前用辛硫磷等防治土壤地下害虫;盖种后用杀草丹或旱秧

净等专用除草剂除草，按比例对水喷洒苗床，及时覆膜封闭。播后先盖地膜，地膜与大棚

膜、小棚膜三膜覆盖增温。

3. 秧苗管理 出苗期保温保湿为主，北方和南方早稻，一般 10~15 天密闭，膜内温度

不超过 35.C不揭膜。南方单季稻、连作晚稻青秧期间温度较高的地区，可用无纺布覆盖保

温保湿。出苗前苗床干裂，则喷水湿润苗床。出苗后及时揭去地膜留拱膜， 1 叶期控温 25.C

以内保温， 2 叶期通风干燥促根，无寒潮低温白天控温 20.C左右，只要土不干旱变白，秧苗

早晚现露珠，不浇水。 3 叶期炼苗控水，叶肥促根。 4~8 叶期严格控水，叶不卷曲不浇水。

遇高温及时揭膜通风。苗期倒春寒频繁发生，遇寒及时盖膜。

适时用药、追肥: 1 叶至 2 叶 1 心期，用敌克松 2. 5 克/米2 稀释 1 000 倍液喷秧苗防立

枯病，用 5%的烯效瞠 1 000 倍喷苗 1 次促矮壮防徒长。1. 5 叶期喷施藻类活性细胞肥 1~2

毫升/米2 0 2. 5~2. 8 叶期追"断奶肥"，用 1%尿素，和 0.3%硫酸饵混合喷施，并清水洗'苗。

4~8 叶期视苗长势追肥 2~3 次，每次用尿素1O~20 克/米2 ，加沼液 2 千克对水泼施，并清

水洗苗。

4. 移栽 大田湿润翻耕后结合施用把面肥把平稻田，把平根据土壤情况沉实 1~2 天，

可以浅水插秧。 起苗时尽量少伤根多带泥土移栽，可在前一天下午用清水浇透苗床。 带土移

栽，浅插。移栽密度根据稻'区、品种类型每亩1. 0 万~1. 5 万丛。

5. 大田管理

(1)大田肥料管理:氮肥总用量，早晚稻轴稻品种一般每商 10 千克纯氮，单季稻轴稻

类每亩 12~14 千克纯氮，长江中下游单季梗稻每亩 15~18 千克纯氮，东北地区地力较高的

每亩 7~9 千克纯氮。亩施过磷酸钙 30~40 千克，做基肥;亩施氯化饵肥 10~15 千克，基

肥和穗肥各 50%。基肥亩施有机肥 1 OOO~ 1 500 千克，尿素 5~10 千克;分藤期亩施尿素

7~10 千克促进分睫;在穗分化期亩施尿素 7~10 千克;抽穗开花期亩施尿素 2~3 千克，

结合叶面喷施 0.3%磷酸二氢饵增加粒重。

(2) 大田水分管理:分囊期以湿润灌溉为主，够苗后排水晒田抑制无效分囊，孕穗至抽

穗期保持湿润水，抽穗扬花期保持 3 厘米左右浅水层，灌浆成熟期好气灌溉。

(3) 病虫草害防治:以生物、物理防治为主。清除病源、虫源，加强田间病虫监测及预

测预报 。 重点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稻瘟病、稻飞虱、二化腰、稻纵卷叶膜等。

注意事顶:东北稻区大棚秧苗在 2. 5 叶期期间棚温不能超过 25
0

C ，否则会出现早穗现

象。南方稻区注意苗床地选择和培肥，加强苗床期立枯病防治。

适宣区域:适用于我国东北稻区及南方大部分稻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中国水稻研究所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林贤青，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1376 

电子邮箱: cnrìce@qq. com 



2.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莲江口农垦水稻研究所

邮政编码: 154025 

联系人:解保胜

联系电话: 0454-8195203 

电子邮箱: nksbs@263. net 

3.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101 号

邮政编码: 150038 

联系人:穆娟微

联系电话: 0451-55399369 

电子邮箱: mujuanwei@126. com 

4. 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农丰大厦

邮政编码: 100122 

联系人:王桂玲，李建军

联系电话: 010-59199665 

电子邮箱: wangguiling61@163. com 

5. 北京地福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天翼草莓园

邮政编码: 102212 

联系人:秦小鸥

联系电话: 010-80758697 

电子邮箱 : qxou5718@sina. com 

6. 河北北方学院

联系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北方学院南校区农林科技学院

邮政编码: 075000 

联系人:如j社平，王激清

联系电话: 0313-5030610 

电子邮箱: liusheping@126. com 

(三)水稻抛秧栽培技术

三、水刷。

技术概述:水稻抛秧是我国主要的轻型栽培技术之一，采用塑料软盘、旱育无盘等方法

育秧代替传统的手插秧育秧，该技术具有高产稳产、省工省力等突出优势。该技术主要在华

南双季稻区、长江中下游单双季稻区应用，有效解决了直播稻、晚播机插秧因播种青秧迟、

育期缩短、栽插季节紧张等产量限制因子，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水稻产量和效益。其

中水稻塑盘旱育精确抛(摆)秧技术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增产增娘情况:抛秧栽培平均亩增产 5%以上，亩增纯效益 80 元以上。其中 2013 年 ，

徽省推广水稻抛秧 600 万亩，每亩省工节支 60 元，每亩节省1. 4 个工日，累计增收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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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社会效益显著。

技术要点:

1.选择适宜晶种 对于长江中下游稻区单季稻(单季稻)而言，抛秧应选择抗病性和

抗倒性强、中大穗型的水稻品种;对于华南稻区及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双季稻)而言，双

季抛秧，早稻应选用早、中熟品种，晚稻按照前茬的熟期进行选择，确保在 9 月 20 日前安

全齐穗。宜采用生育期相对较短的早熟或中熟品种。

2. 精量播种 目前已经发展了适宜于水稻塑盘旱育精确抛(摆)秧、水稻旱育无盘抛

(摆)秧技术。采用无盘旱育秧抛秧，秧田播种量与常规旱育秧同。采用塑料软盘育秧的，

根据季节、品种类型、秧龄和抛栽密度，选择不同孔数的抛秧盘，要严格控制播种量。秧盘

的数量应根据秧盘的穴数及计划抛植密度而定，还要扣除 5%~10%的空穴损失率。目前我

国采用的秧盘主要有 3 种规格， 434 、 502 和 561 穴。亩用秧盘数=计划抛植丛数/ (每盘穴

数一每盘穴数×空六损失率) ，如每亩大田计划抛1. 8 万丛，用 434 穴的秧盘，为 55~60

个;用 502 穴的秧盘，为 38~40 个;用 561 穴的秧盘，为 34~36 个。如用旧秧盘，应根据

秧盘的损坏情况适当增加秧盘数量。杂交稻应选择孔径较大的秧盘(每盘孔数较少) ，根据

当地水稻安全齐穗期确定适宜播种期，常规梗稻大田亩用种量 3 千克左右、杂交中轴稻 1~

2 千克，杂交稻每孔 2~3 粒种子，常规稻每孔 2~4 粒种子。

3. 适宜育秧方法

(1)水稻塑盘旱育精确抛(摆)秧技术:①培育适抛壮秧: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

田块作苗床，用壮秧营养剂等苗床专用肥制作营养土。按照秧大田比例 1: (35~40) 标

准，每亩大田用塑料软盘 (434 孔) 55~60 张。根据当地水稻安全齐穗期确定适宜播种期，

常规梗稻大田亩用种量 3 千克左右、杂交中和~稻 1 千克左右，漫种后用专用包衣剂包衣均匀

播种，盖好营养土、浇(害)足底埔床土、化除、盖草覆膜，适时揭膜浇肥浇水。一般秧龄

20~30 天，叶龄 4~5 叶时抛(摆)秧。②精确抛栽技术:精细耕整大田，做到田面高低差

不超过 3 厘米，看天、看苗适期抛秧，提倡定向点抛，抛足基本苗，提高均匀度。常规梗稻

亩抛1. 8 万~2. 0 万丛，每丛 2~3 苗，杂交中和~稻亩抛1. 5 万~1. 7 万丛，每丛 1~2 苗，

抛后保持浅水层，促进活棵分靡。③精确运筹肥水:根据抛(摆)秧稻抛栽后缓苗期短、活

棵早、出叶快、分囊发生早等特点，采取前氮后移平衡施肥技术，一般基藤肥与穗肥的比例

在 6 : 4~5 : 5 为宜。大田水分管理采取湿润活棵、浅水分囊、提早晒田控囊、孕穗至抽穗

间歇灌慨的方法。

(2) 水稻旱育元盘抛秧(摆秧)技术:①选准元盘抛秧剂:和~稻和梗稻应分别选用不同

的无盘抛秧剂，按 3 千克稻种用 l 千克无盘抛秧剂可包衣。②浸好种子:将精选的稻种在清

水浸泡 20 分钟至 12 小时，然后捞出，沥出多余水分，以稻种不滴水为准。③包衣方法:按

每千克种衣剂包衣 3 千克稻种的比例，将种衣剂置于圆底容器中，然后将浸湿的稻种慢慢加

入容器内进行滚动包衣，边加边搅拌， 直至将包衣剂全部包裹在种子上为止，现包即时捕

种。④浇足底水:旱育苗床的底水要浇足，使苗床 0~10 厘米土层含水量达到饱和状态.

⑤均匀播种:将包好的种子及时均匀播种，轻度镇压后覆盖薄层细土，然后再用喷壶浇油'"

⑥覆盖薄膜:播后齐苗揭膜时，苗床要一次性补足水分。在拔秧前一天下午苗床要浇足 l lX

透水。

4. 抛秧密度 确保合理基本苗、提高抛栽质量。精细耕整大田，要求田面高低差不趟



三、水稻 o

过 3 厘米，看天、看苗适期抛秧，提倡定向点抛秧，抛足基本苗，提高均匀度。南方稻区 ，

早稻、晚稻每亩抛植 3 万丛左右，杂交中稻每亩大田抛1. 6 万~1. 8 万丛，基本苗 4 万~ 5

万苗，常规梗稻每亩大回抛1. 8 万 ~2.0 万丛，基本茵 6 万 ~8 万苗。北方稻区亩抛

1. 8 万----2 万丛，基本苗 5 万.-....， 6 万苗。大田每隔 3~5 米留一条宽 30 厘米的工作沟。免耕

抛秧的抛栽密度要比常规耕作的提高 10%左右。早稻亩基本苗 2. 2 万 ~2. 4 万苗，晚稻基本

苗 2.0 万~2. 2 万苗。抛后保持浅水层，促进活棵分靡。

5. ~f!水管理 根据抛秧稻抛栽后缓苗期短、活棵早、出叶快、分费发生早等特点，采

取前氮后移平衡施肥技术，一般基囊肥与穗肥的比例在 6 : 4~5 : 5 为宜。大田水分管理采

取湿润活棵、· 浅水分费、提早晒田控藤、孕穗至抽穗间歇灌慨的方法。

6. 畴虫草喜防控 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规律，开展综合防治，有效控制病虫危害。免

耕早稻抛秧 5~7 天，晚稻抛秧后 4~5 天结合施肥使用抛秧田除草剂。每亩用 18.5%抛秧

净 25 克或 60%丁草胶 100 毫升拌细土或尿素肥料后撒施灭草。

注意事顶:选择适宜秧龄时期抛秧，提高抛秧均匀度。免耕抛秧要选择水源充足、排灌

方便、田面平整、耕层深厚、保水保肥能力强的稻田。

适宣区域:主要在南方稻区不同季节应用，及在水稻机插秧还没推广的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310006

联系人:张玉屏，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3 

电子邮箱: cnrrizyp@163. com 

2. 扬州大学

联系地址:江苏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25009 

联系人:霍中洋

联系电话: 0514-87979220 

电子邮箱: huozy69@ 163. co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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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成，孔令娟

联系电话: 0551-62672539. 62651473 

(囚)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针对坦级稻品种生产中出现的种植方式不配套、增产潜

难以发挥等实际问题。通过研究明确超级稻品种生长和产量形成特性，提出不同稻区超级

3品种生态和种植方式布局，提出高产群体模式及调控方法，研发高产栽培关键技术，集成

:ú新超级稻区域化高产栽培技术，为我国超级稻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生产技术，促进我

国超级稻推广，提升我国稻作技术研究和生产水平。该项技术取得 5 项专利授权，登记软件



第二部分 103 项主推技术

著作 2 项，制定省级地方标准 5 项。通过技术研发实现超级稻良种良法配套，促进超级稻大

面积高产高效，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及良好社会和生态效果。

增产增娘情况:超级稻高产栽培关键技术为"超级稻双增一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目前已在我国主要稻区大面积应用，经多年、多地和多品种比较，增产效果显著，该技术在

安徽、广东、湖南、吉林、江苏、江西、四川和浙江等省超级稻品种上推广应用，实现平均

每亩增产稻谷超过 50 千克，增效 100 多元，通过超级稻配套技术应用，实现超级稻良种良

法配套，提高水稻单产水平，保障粮食安全。

技术要点:超级稻高产栽培关键技术结合各稻区水稻种植制度和方式，根据超级稻品种

特性，通过育秧、栽植、肥水调控、群体优化、综合防治、精确定量等关键技术，促进超级

稻高产群体形成，提高中后期物质生长量和提高群体总颖花量。通过发挥超级稻增产潜力，

实现超级稻高产。

1.精量播种、培育壮秧 根据不同稻区生态特点、超级稻品种特性合理安排播期。提

高种子的质量和播种质量，确保成苗率和秧苗的素质;控制播种量和用种量，手插秧播种量

一般为 7~8 千克/亩，用种量在 o. 6~0. 8 千克/亩，秧本比为 1 : 10; 旱床育秧每平方米

100~130 克，塑盘旱育秧每盘 25~40 克;机插秧杂交稻播种量一般 80~100 克/盘，常规

稻 100~120 克/盘，在精选种子、精量播种的基础上，配合浅水灌溉、早施分囊肥、化学调

控、病虫草害防治等措施，达到苗匀、苗壮。

2. 湿耕水平整田 稻田移栽前 1 周进行干湿翻耕，晒堡，翻耕 30 厘米深。 翻耕前施有

机肥(饼肥 50 千克、钙镜磷肥 40 千克) ，移栽前 1 天先旋耕，后灌浅水把平，带水把平不

宜次多，以平为度，待泥土沉实后移栽。

3. 合理密度，扩行稀植 综合考虑水稻品种生长特性，手插秧单季杂交稻密度控制在

每亩1. 2 万~1. 4 万丛，行距扩大到 26~30 厘米。这样有利于控制株高，提高成穗率，减

少纹枯病发生概率。一般每丛 1 苗，如单株带囊少的可插双本，确保每丛 5 个茎靡。常规早

稻种植密度应在1. 8 万~2.0 万丛，移栽保证落田苗在 5.5 万苗以上;连作杂交晚稻种植密

度在1. 6 万~1. 8 万丛。机插秧行距多为 30 厘米，常规稻机插株距 12~16 厘米，每丛 4 苗

左右，每亩大田1. 4 万~1. 8 万丛，每亩栽秧苗 20~ 30 盘。杂交稻机插株距 17~20 厘米，

每丛 2 苗左右，每亩大田1. 1 万~1. 3 万丛，每亩栽秧苗 15~20 盘。

4. 间歇好气灌溉在整个水稻生长期间，采用"三水三湿一干"，即插秧时灌寸水，便

于返青、活棵;施肥除虫时灌寸水，以水带氮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除虫效果;孕穗开花期

灌寸水，防止颖花退化;分藤期间、穗形成期和结实期以浅水和湿润灌溉，干干湿湿;够苗

时排水搁田。

5. 区域化定量施肥，合理控苗 经多年、多季超级稻施肥联合试验，确定不同稻区和l

季节的超级稻高产的氮肥用量及穗肥比例。长江中下游稻区:双季早稻，每亩纯氮 10.0-

11. 0 千克，穗肥比例 30% ; 双季晚稻，纯氮 10. 0~12 . 0 千克，穗肥比例 30% ; 单季柏稻.

每亩纯氮 13. 0~15. 0 千克，穗肥比例 30% ; 单季梗稻，每亩纯氮 14. 0~16. 0 千克，其中

穗肥比例 40%~50%。西南稻区单季杂交稻:每亩纯氮 12. 0~14. 0 千克，穗肥比例 20%-

30%。华南双季稻区:早稻，每亩纯氮 9. 0~10. 0 千克，穗肥比例 30% ; 晚稻，每亩纯氨

11. O~ 12.0 千克，穗肥比例 20%。东北稻区寒地梗型超级稻Î: 每亩纯氮 10. 0~12. 0 千克.

其中氮穗肥比例 20% 。 各稻区根据稻田土壤状况合理施用磷、何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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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晶种特性确定目标产量和合理高产群体结构 移栽后 15 天左右田间基本无水层

时，用耘田工具进行耘田搅士送气除草，促进根系深长。当苗数达到穗数苗数 80%时开始

轻搁田，采用多次轻搁田，控制最高票数为穗数苗的1. 3~ 1. 4 倍。营养生长过旺时适当重

搁田，控制苗峰，达到叶色转淡，叶片挺直，苗峰下降。

7. 综合精确防治 插秧后 7~10 天结合施肥时拌人稻田移栽净等除草剂防除杂草。超

级稻群体大，重点抓好纹枯病、稻瘟病、蟆虫、卷叶蟆和稻飞虱、黑尾叶蝉的防治。根据病

虫害预报，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在苗期和大田分藤期要随时注意防治商马、飞虱等虫害。

注意事顶:①根据不同稻区超级稻品种布局和不同种植方式适应性，合理安排高产品

种。②播栽期、种植密度和肥水管理应从品种个性特点出发，结合共性技术。③病虫害综合

防治要紧密结合当地植保部门的测报。

适宣区域:适宜在我国不同稻区超级稻生产中应用。

技术依托单位:

1. 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朱德峰，陈惠哲

联系电话: 0571-63136702 

电子邮箱: cnrice@qq. com , chenhuizhe@163. com 

2. 扬州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江苏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25009 

联系人:张洪程

联系电话: 0514-87979220 

电子邮箱: hczhang@yzu. edu. cn 

3. 江西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敏大道 1101 号

联系人:潘晓华

联系电话: 07913813877 

电子邮箱: xhuapan@163. com 

(五)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从事水稻生产的稻农妇女化、老龄化，稻作方式

趋于多元化，技术轻简化、粗放化，栽培技术调控缺乏系统定量，不仅肥、水、药的过度投

普遍，而且使优良品种至少有1/3 产量潜力在大面积上未得到表达，严重制约了水稻增产

憎收。 扬州大学牵头，组织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宇单位通过水稻生长发育诊断指标、高产群体形成指标、适龄壮秧培育、合理基本苗、肥水

管理等关键技术精确定量研究，集成创立了能使水稻生育全过程各项调控技术指标精确化的

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体系 。 在生产中用适宜的最少作业次数、在最适宜的生育时期、实施

~/J\的投入数量，对水稻生长发育进行有序的精准调控，使水稻栽培管理"生育依模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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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看指标，调控按规范，措施能定量"，利于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协调

的综合目标，总体研究成果达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该技术理论与实践基础扎实，先进可

靠，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普遍指导性，可在我国大面积水稻持续增产增效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获得 201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增产增娘情况: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应用后增产增效显著。根据 2009→2010 年全国

18 个水稻主产省试验示范，核心示范区比对照亩增产 60 ，...，._. 100 千克，增产 15%以上，节本

5% A.- 10% ， 增效 25% 以上。大面积示范推广结果表明，平均亩产比对照增产 12.5%--

13.4% ，增效 16.6%--28.3% 。

技术要点:

1.不同类型水稻晶种高产优质形成的生育量化指标及其诊断技术，特别是调控群体质

量的关键叶龄期及其形态生理指标与诊断方法 根据水稻出叶和各部器官生长之间的同步、

同伸规则，以叶龄模式对水稻品种各部器官(根、叶、囊、茎、穗)的建成和产量因素形成

在时间上作精确定量诊断。重点是在掌握水稻品种主茎总叶片数 (N) 、伸长节间数 (η) 基

础上，明确与应用有效分囊临界叶龄期 (N-n) 、拔节叶龄期 (N-n+3) 、穗分化叶龄期

(叶龄余数 3. 5--0) 等生育关键时期共性生育指标与精确量化诊断方法，使众多的品种归

类，实现栽培技术模式化、规范化。其中共性诊断指标与方法是:高产群体茎藤动态的变化

应在有效分囊临界叶龄期或稍前达到目标产量预期穗数，高峰苗出现在拔节叶龄期，为预期

穗数的1. 3-- 1. 4 倍(单季稻)与1. 4-- 1. 5 倍(双季稻) ，抽穗期群体茎藤数为预期穗数的

105% (群体中存活的无效分冀在 5%左右) ;群体叶色的变化应在有效分冀临界叶龄期前虽

黑(顶 4 叶大于顶 3 叶，下同) ，有效分囊临界叶龄期至拔节期显黄(顶 4 叶小于顶 3 叶.

下同) ，倒 3 叶至孕穗(叶枕距 0，剑叶完全抽出时)显黑，叶枕距 0 至抽穗扬花期显黄.

扬花后叶色逐渐上升，至成熟前 20 天叶色逐渐转色下降。

2. 标准壮秧定量化培育技术 根据不同地区种植制度与栽培方式，选择最适宜的育秧

方式，培育苗矮壮敦实、生长整齐、叶色翠绿、无病斑、叶身直立、基部扁平、根系发达粗

白的适龄壮秧，其共性核心量化诊断指标是秧苗器官生长基本符合同伸向步规则 。 其中，常

规肥床旱育秧 30~40 天，叶龄 5--7 叶，单株分囊发生率 95%以上、带囊 2~3 个;抛秧塑

盘旱育秧 20~30 天，叶龄 4~6 叶，单株平均带藤 1~2 个;机插小苗秧 15~20 天， "1'龄

3--4 叶，苗高 12~15 厘米，常规梗稻成苗1. 5~3. 0 株/厘米2 ，杂交稻成苗1. 0-- 1. 5 株/厘

米2 ，发根数 12~16 条，根系盘结牢固，带土厚度 2. O,._ 2.5 厘米，提起不散，形如毯扰，

无病虫草害，秧苗发根力强，栽后活棵快分囊早。

3. 基本苗精确定量技术 根据凌启鸿等建立的水稻群体基本苗公式 :

x (合理基本茵) =y (每亩适宜穗数) / ES (单株可靠成穗数)

进行群体基本苗精确计算，其中 ES 用移栽(或播种后) 至有效分囊临界叶龄期可靠发

生的分囊数来替代。

本田期主茎不同有效分囊叶龄数对应的分藤发生数的理论值，分别为 1-1 (即有媳分

囊叶龄数一对应的分囊发生理论数)、 2-2 、 3-3 、 4-5 、 5-8 、 6-12 、 7-18 、 8-26 . 具

体计算时则根据移栽活棵后至 N-n 叶龄期以前的有效分囊叶龄数和相应的分囊理论倪.以

及当地高产田平均的分囊发生率(超高产栽培根~型杂交稻一般取 0.8，梗稻取 0.7) ，来忡算

单株分囊可靠成穗数。推广时由推广部门据当地主推品种的主体栽培方式的有关参数确堪1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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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面积的基本苗数，发布给农户即可。

移栽时抓好扩大行距和浅栽(插)两个重要环节。

4. 精确定量施肥技术 氮肥的精确定量通过斯坦福的差值法求取，其公式为:施氮总

量(千克/亩) = (目标产量需氮量一土壤供氮量) /氮肥当季利用率。其中南方单季梗稻亩

产 600-""'-'700 千克的每百千克稻谷需氮量为1. 9~2. 0 千克，基础产量 300~400 千克的地力

水平的每百千克稻谷的需氮量为1. 5~ 1. 6 千克;东北梗稻产 600~700 千克的每百千克稻谷

需氮量为1. 7~ 1. 8 千克，基础产量 300~400 千克的地力水平的每百千克稻谷的需氮量为

1. 5~1.6 千克;南方单季轴稻亩产 600"-700 千克的每百千克稻谷需氮量为1. 7~ 1. 9 千克，

基础产量 300~400 千克的地力水乎的每百千克稻谷的需氮量为1. 4~ 1. 6 千克;南方双季制

稻亩产 500~600 千克的每百千克稻谷需氮量为1. 6~ 1. 8 千克，基础产量 300~400 千克的

地力水平的每百千克稻谷的需氮量为1. 4~ 1. 6 千克;氮素当季利用率 40. 0%~42. 5% (一

般取 40% ，高产田可取 42.5%) 。

氮肥的合理运筹模式是长江中下游单季稻大、中、 /J、苗高产栽培的基藤肥与穗肥比例分

别为 4:6 、 5 : 5 、 6 : 4 ，前茬作物秸秤全量还回条件1亨，基囊肥比例提高 10%; 穗肥在中

期叶色褪淡后于倒 4、倒 2 叶施人。东北梗稻高产栽培的基囊肥与穗肥比例为 6 : 4 或 7 : 3 , 

5 个伸长节间品种的穗肥在中期叶色褪谈后于倒 4、倒 2 叶分别施穗肥总量的 70% 、 30% ，

4 个伸长节间的品种可于倒 3 叶或倒 2 叶因苗一次性施用;南方双季和~稻高产栽培的基囊肥

与穗肥比例为 7: 3 ，穗肥在中期叶色褪谈后于倒 3、倒 1 叶分别施穗肥总量的 60% 、 40% 。

磷、伺肥用量按当地测土施肥配方比例而定;磷肥基施，饵肥 50%做基肥， 50%作拔

\'i肥。

5.80%够苗拥田为核心的定量节水灌溉模式 水稻精确灌溉技术，按活棵返青期、有

性分黯期、控制无效分囊期、长穗期和抽穗结实期 5 个时期精确定量实施。①活棵返青期采

I I~ 2'"'--'3 厘米水层与间隙露田通气相结合，特别是秸轩全量还田条件下，在栽后 2 叶龄期内

!占有 2~3 次露田。其中，水稻机插小苗移栽后一般宜湿润灌溉。②移栽后长出第二张叶片

ri . 应结合施分囊肥开始建立 2~3 厘米技水层。③当全田茎囊数为预期穗数 80%左右时及

与1. 自 然断水搁田，直至拔节期通过 2~3 次轻搁，使土壤沉实不陷脚，叶片挺起，叶色显黄。

1 )梭节后的整个长穗期实施浅水层间歇灌溉，以促进根系增长，控制基部节间长度和株高，

盹株型挺拔、抗倒，改善受光姿态。⑤开花结实期实施湿润灌溉，保持植株较多的活根数及

"1-数，植株活熟到老，提高结实率与粒重。

注意事顶: 掌握当地水稻主推品种类型主茎总叶片数、伸长节间数、高产结构等关键参

.明确调控群体质量的关键叶龄期与对应的定量生育诊断指标。掌握精确定量基本苗、施

'曾嗨栽培技术参数及计算方法。技术部门追踪当地主栽水稻品种叶龄，定期发布芙键叶龄期

以才应的定量化管理技术。

适宣区域:我国水稻各主产区。

技术依托单位:扬州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扬州市文汇东路 48 号

邮政编码: 225009 

联系人:张洪程，戴其根

联系电话: 0514-87979220 

•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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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hczhang~yzu. edu. cn 

(六)水稻; "三定"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我国种植水稻的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复杂，各地水稻种植的方法不同，产量

表现也不同。只有在光温和土壤等条件都非常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充分表现出水稻的高产潜

力，而在一般生态条件下，即使增加投入，也不能大幅提高产量。根据近年有关超级稻的适

宜播种期、移栽叶龄和密度、施肥时期和施肥量等多点联合试验研究，并参考凌启鸿教授提

出的水稻精确定量栽培理论，形成了一套以精量播种、宽行匀植、平衡施肥、干湿灌溉、综

合防治病虫害等技术配套的超级稻"三定"栽培法，即定目标产量、定群体指标、定技术规

范的水稻栽培方法。' 水稻产量可分解为亩有效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等产量构成

因子，其中商有效穗数决定于基本苗数、分藤数和分囊成穗率等。因此，在目标产量(当地

前 3 年平均产量，加上 20%的增产幅度)确定的基础上，群体指标的调控首先是确定基本

苗数和栽插密度(定苗) ，其次是确定适宜的氮肥用量(定氮)。超级稻"三定"栽培法的内

涵也可理解为:因地定产、依产定苗、测苗定氮，即定产、定苗、定氮的栽培方法。超级稽

"三定"栽培技术，于 2009 年 3 月在长沙通过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技术成果鉴定，整体

达到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2011 年获得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增产增娘情况: 2007 年以来，多次为省内外举办的超级稻技术培训班，讲授了超级捕

"三定"栽培技术，印发了 4.5 万份超级稻"三定"栽培技术资料和3500多张叶色卡，在湖

南醋陵、攸县、湘阴、湘潭、衡南、衡阳、宁乡、鼎城、南县、沉江、大通湖等 40 多个县

(市、区)进行了双季超级稻"三定"栽培技术万亩试验示范，平均亩产早稻 487~585 千

克、晚稻 497~598 千克，比当地当年非示范区分别增产 1 1. 4%以上和 13.6%以上。

技术要点:

1.培育壮秧

(1)青秧方法:早稻采用保温旱育秧或塑盘育秧，晚稻及一季晚稻采用湿润稀播育秧.

塑盘育秧。

(2) 播种期:早稻适直播种期湖北省及湖南省北部稻区在 3 月 25~30 日，江西省及湖

南省中部、南部稻区在 3 月 20~25 日。晚稻适宜播种期中熟品种在 6 月 20~25 日，迟熟品

种在 6 月 15~20 日，特迟熟品种 6 月 5~10 日。一季晚稻适宜播种期在 4 月中下旬至 5 月

中旬。

(3) 播种量:种子经消毒处理和催芽后播种。早稻旱床育秧每平方米 100~ 130 克.塑

盘旱育秧每盘 30~40 克，即杂交早稻大田用种量为 2. 0~2. 5 千克/亩 。 晚稻湿润育秧为 20

克/米2 ，塑盘 22~25 克/盘 (353 孔/盘或 308 孔/盘) ，大田用种量约1. 5 千克/亩，争取移

栽前秧苗带靡。特迟熟品种还应适当稀播。

(4) 秧田施肥:旱床秧田基肥施 30%复合肥 30 千克/亩，在整地时施下，播种前稿床

用多功能壮秧剂拌细土均匀撒施，或装塑盘。断奶肥在秧苗 2 叶 l 心期施用，一般施闲素

4~5 千克/亩。插秧前 4 天，施尿素 4~5 千克/亩，做起身肥。

(5) 秧田管理:早稻出苗前采用湿润灌溉，出苗后注意保温防冻，如果遇连续低温阴

雨，要适时通风换气，防止病害发生。晚稻出苗前采用湿润灌溉。如果在播种前没有采川烯

效瞠溶液浸种，或者没有用包衣剂包衣的种子，出苗后 1 叶 1 心期在秧床厢面没有水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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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秧田喷施 300 毫升/升多效瞠溶液，喷施后 12~24 小时灌水，以控制秧苗高度，促选秧

苗分菇。 晚稻秧田期间，还要注意防治稻飞虱、稻瘟病、稻二化旗、稻前马等。

2. 匀苗移栽(摆栽) 定苗的关键技术是确定适宜的栽插密度，而栽插密度与水稻轩

高(地上部第一伸长节间到穗颈节间的距离)关系密切。根据黄金分割法则(表1)，将株

高用 0.618 分割得到行距，用行距除以1. 618 得到株距，即:行距(厘米) =0.618X株高

(厘米) -:- 2 = O. 309 X 株高(厘米) ，株距(厘米)=行距(厘米) / 1. 618=0.191 X 株高

(厘米) 。

褒 1 水稻依轩离计算的适宜栽揭密度

品种类型 株高 . (厘米) 轩商.. (厘米) 株距(厘米〉 行距(厘米) 栽锚密度(万穴/商)

80 63 12.0 19.5 2.85 

双季早稻 85 67 12.8 20. 7 2. 52 

90 71 13.6 21. 9 2. 24 

95 75 14.3 23. 2 2. 01 

双季晚稻 100 79 15. 1 24. 4 1. 81 

105 83 15. 9 25. 6 1. 64 

110 87 16. 6 26. 9 1. 49 

一季 稻 115 91 17.4 28. 1 1. 36 

120 95 18. 1 29.4 1. 25 

注:势 株高指地上部第一伸长节问到穗顶部间的距离 ; **轩高指地上部第一伸长节问到穗颈节间的距离.

(1 )早稻:冬闲田及油菜田翻耕整地后，旱育秧苗划行移栽，塑盘秧苗分厢摆栽，要求

做到匀植、足苗，对于塑盘秧苗要求改抛栽为摆栽。移栽或摆栽的密度为 30 穴/米2 ，杂交

稻句穴插 2 苗，常规稻 5~6 苗。一般株行距 16. 7 厘米 X 20 厘米，或 13. 3 厘米 X 23.3 厘

米。 移栽时间在播种后 20~25 天，或者在秧苗 3. 7~4.1 叶期。

(2) 晚稻/一季晚稻:早稻收割后免耕摆栽，或翻耕整地后移栽，在早稻收割后每亩用

克..t踪 250 毫升，对水 35 千克在无水条件下均匀喷施，灭除稻茬和杂草，再泡田 1~2 天软

泥川摆栽或移栽。对于机械化收割的稻田，最好采用稻草还田翻耕移栽。与早稻相同，双季

晚陆移栽要求做到匀植、足苗，对于塑盘秧苗要改抛栽为摆栽。适宜密度 25 穴/来2 左右，

株 i f距 20 厘米 X 20 厘米，或 16. 7 厘米X 23.3 厘米，杂交稻每穴插 2 苗，常规稻每穴 3~4

苗移栽时间在播种后 25~30 天，或者在秧苗 6~7 叶期移栽。秧龄最迟不超过 35 天。

J. 闽歇好气灌溉 间歇好气灌溉是指干干湿湿灌溉，即在灌水后自然落干， 2~3 天后

再灌水，再落干，直到成熟。 在超级稻生长期间，除水分敏感期和用药施肥时采用浅水灌溉

外，般以无水层或湿润露田为主，即浅水插秧活棵，薄露发根促囊，当茎睫数达到 300

茵/米' 时，开始多次轻晒田，以泥土表层发硬(俗称木皮)为度。打苞期以后，采用干湿

交替刑'概，至成熟前 5~7 天断水。 对于深脚泥田，或地下水位高的田块，在晒田前要求在

稻田的四周开围沟，在中间开腰沟，以便排水晒田。

...测苗定量施用氮肥定氮的关键技术是测苗定量施用氮肥。以湖南省水稻主产县为

例， ~II植超级稻的基础地力产量为双季稻 200~300 千克/商，一季稻 300~400 千克/亩，氮

肥的l贝iJ5i:利用率为 40% ~45% ，每生产 1000 千克稻谷的氮素需要量 16~18 千克、磷素

3. O~:!. 5 千克、锦素 16~18 千克，氮肥做基囊肥与穗肥的比例双季稻为 7 : 3 ，一季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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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4，以及叶色卡测定的阑值为 3. 5~4. 0。根据目标产量、土壤供肥能力和肥料养分利用

率确定肥料用量(表 2) 。表 2 中氮肥为平衡施用，即在生长前、中、后期的平衡施用，分

为基肥 (45%-50%) 、分囊肥 (20%~25%) 、穗肥 (30%) 施用。磷肥和拥肥为补偿施

用，即实现目标产量的需要量等于施用量。

由于田块间土壤肥力存在差异，以及栽培品种对肥料养分的反应不同，在追施氮肥前

1~2 天，还要求用叶色卡，测定心叶下一叶的叶片颜色，根据叶片的颜色等级确定氮肥的

施用量。即，叶色深(叶色卡读数 4.0 以上)适当少施(表中下限值) ，叶色谈(叶色卡读

数 3. 5 以下)适当多施(表中上限值)。由于目前还没有养分缓慢释放的复合肥，生产上应

当提倡复合肥既作为基肥施用，又作为追肥施用，以提高肥料养分的利用率。

褒 2 推荐的施肥时间和施肥量

在某一目标产量下的肥料用量(千克/商)
施肥时间 肥料种类

目标产量 500 千克/亩 目标产量 550 千克/窗 目标产量 600 千克/亩

移栽前
尿 素 9~ 10 10~ 1l 1l~12 

基肥
(第 1~2 天)

过磷酸钙 30~40 35~45 45~50 

氯化仰 4~5 5~6 6~7 

分囊肥
移栽后

尿 素 4~6 4~6 5~7 
(第 7~8 天)

穗肥
枝梗颖花分化期 尿 素 4~6 5~7 6~8 

(幼穗现臼毛〉 氯化仰 4~5 5~6 6~7 

注 2 如果用复合肥，则要分别计算其氮、磷、梆养分含量;基肥尿素可用或碳酸氢镀代替。

s.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拔秧前 3~5 天喷施 1 次长效农药，秧苗带药下田。大回期要1111

强二化腹、稻纵卷叶腹、稻飞虱等虫害和水稻纹枯病、稻曲病及稻瘟病等病害的防治，认ú

搞好田间病、虫测报，根据病、虫发生情况，严格掌握各种病虫害的防治指标，确定防治川

块和防治适期。一般选用乐斯本、扑虱灵等。生产中对并发的病虫害同时进行综合防治，对

于稻曲病应以预防为主，在水稻破口期到开始抽穗期用药防治。 但是，田间病虫害的具体11II

治时间和农药选择，要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病虫情报确定。

杂草的防除可选择移栽稻除草剂，或者抛栽稻除草剂等，拌在肥中于分藤期施肥时棚

施，并保持浅水层 5 天左右防治杂草。

注意事顶:①双季稻注意早稻品种和晚稻品种的合理搭配，以有利于早晚两季高产.忡

别是防止晚稻秧龄期过长，以免插秧后早穗。②一季稻群体生长量大，病虫害防治时要川 1~

水量，以确保稻飞虱和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效果。③超级稻品种一般稻穗较大，两段灌浆fJi宵

的现象明显，生产上不要断水过早，以免影响超级稻后期灌浆结实。

适宣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早稻、双季晚稻'及一季晚稻 。

技术依托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

邮政编码: 410128 

联系人:邹应斌

联系电话: 0731-84618758 

电子邮箱: ybzou123~126.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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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再生稻综合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该技术经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 10 多年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

")11东南杂交中稻再生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于 2008 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并开始大面积示范推广，是目前川东南冬水(阙)田提高复种增加水稻产量的重要

途径。

增产增效情况:该技术小面积攻关田两季亩产已超过 900 千克，大面积两季亩产 800~

850 千克，亩纯收益 200~250 元。

技术要点:①选择高产强再生力杂交稻品种，如德香 4103、冈优 1577 、 JII香 9838 、 E

优 498 等。②旱地保温育秧。③4~5 叶中苗移栽。④亩栽 1 万~1. 2 万窝。⑤亩施纯氮 10

千克，底肥 2 分囊肥 z 穗肥=6: 2: 2，配合相应磷何肥。⑥中稻分囊高峰期和孕穗期注意
纹枯病防治。⑦齐穗后亩施 10 千克尿素做粒芽肥。⑧头季稻留桩高度 40 厘米。⑨头季稻收

后注意扶正稻桩、除去杂草，防治稻纵卷叶蟆和飞虱。

注意事项:生产上应加强技术培训，保证技术到位。

适宣区域: )11东南海拔 400 米以下浅丘、平坝、河谷地区及南方稻区类似生态区。

技术依托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

联系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大驿坝 4 号

邮政编码: 646000 

联系人:熊洪

联系电话: 0830-2514713 

电子邮箱: xiong576@163. com 

(八)水稻灾害防控与补救栽培技术

A. 71<稻高温灾害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近年来，高温出现的频率显著增多， 1960-2009 年，江苏省平均气温倾向

率为每 10 年 o. 2775.C ，气候变暖明显，安徽省各地发生极端高温时，气温均在 39.C 以上，

其中大部分地区超过 40.C ， 35.C 以上的高温天气几乎年年发生，但各地的持续时间有所不

|叫; 2000 年，四川部分地区 8 月份最高温度超过 35.C 的天数超过 20 天，种植的杂交稻受精

~.严重下降，严重地区产量下降 50%"-'80% ，直接经济损失在数千万元以上; 2003 年 7 月

旬至 8 月上旬长江流域发生重大水稻高温热害事件，湖北省出现的持续高温使该省超过

46. 6 万公顷单季稻受灾，由于高温灾害损失超过 5 亿千克，整个长江流域受害面积保守估

计达到 3000 万公顷，稻谷损失达到5200万吨; 2006 年， )11渝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高

旱灾害， 7~9 月各地最高气温超过 35.C 的天数超过 40 天，导致水稻减产 25% 以上，

郁地区减产超过 50%; 2013 年是南方高温极限年，从 7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中国南方

炉 .晰、赣、湘、渝、黔、苏、鄂等 8 省份的高温热浪强度为 1951 年以来最强，频频发布

蚓jJ 40.C的高温。此期正是早稻灌浆期、单季稻分囊及穗分化期，还有部分早熟品种正值

IIE期，高温热害主要直接造成水稻生育期缩短、结实率降低、千粒重下降、生物量和产量

F 附 。 水稻开花期高温灾害防控技术是适应我国粮食安全要求的有效措施。
•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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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增娘情况:通过水稻生产高温防控与补救技。术的应用，能减少水稻产量损失 8%左

右，亩增效益 100 元以上。

技术要点:

1.选用耐高温水稻晶种 水稻品种多，开花结实期高温耐性存在差异。选用耐高温品

种是减轻高温灾害的有效途径。根据品种的耐高温能力、适应性和丰产性，结合各稻区出现

极端高温的状况，加强针对稻区和季节的耐高温水稻品种的选育，提出全国主导品种的布局

和区划。

2. 水稻高温易发期防控技术 选择适宜播栽期，调节开花期，避开孕穗、抽穗期高温。

采用早育秧，长江流域地区为避开花期高温，双季早稻应选用中熟早和b品种，适当早播，使

开花期在 6 月下旬至 7 月初完成，而中稻可选用中、迟熟品种，适当延迟播期，使轴稻开花

期在 8 月下旬，梗稻开花期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结束，这样可以避免或减轻夏季高温

危害。

3. 采用科学肥水管理措施减轻高温危害 针对敏感期开花期的高温应及时采取应急措

施，减轻损失。 一是田间灌深水以降低穗层温度，也可采用稻田灌深水和日灌夜排的方法，

或实行长流水灌溉，增加水稻蒸腾量，降低水稻冠层和叶片温度，亦可降温增湿。二是在肥

料管理上合理的提早施肥，可促进分囊早生快发，降低后期冠层含氮量，加快生育进程，增

强后期耐旱和抗高温能力，并实行根外喷施磷饵肥，如 3%的过磷酸钙或 0.2%的磷酸二氢

饵溶液，能极显著改善水稻授精能力，增强稻株对高温的抗性，有减轻高温伤害的效果。

4. 受极端高温伏旱危害的水稻，可采用蓄留再生稻方法 高温再生稻因较正季中稻收

割后蓄留的再生稻在时间上早 20 天左右，低位节苗不会受到低温阴雨影响而降低结实率.

割苗时应低留稻桩，留桩 20 厘米左右，促进倒 3~5 叶中、低位节腋芽萌发，有效地增加再

生稻苗、穗数和穗粒数，更有利于提高产量。

5. 改种其他作物 若蓄留再生稻可能还会因高温伏旱而失败，此类稻田应选择机割描

耕地，待高温伏旱过去后及时改种秋季作物，如秋甘薯、秋玉米或各种秋季蔬菜，以弥补大

春损失。

注意事顶:气候变暖已经造成我国水稻种植带北移，水稻种植区北移遇到水资源的制

约。气温上升引起水稻生育期缩短，水稻开花期遇高温概率提高，同时，气温提高导致水桶

病虫害频发，水稻开花期高温灾害防控技术实施过程中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

适宣区域:适宜全国高温易发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西南稻区。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张玉屏，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6 

电子邮箱: cnrrizyp@163. com 

B. 71<稻低温灾害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我国水稻种植区域广阔、季节类型多种、生态环境多样、品种类型各异，近

年气候异常，部分地区水稻冷害发生严重。 水稻低温直接危害主要是播种成苗期及穗分化和



三、 水稻o

开花结实期，低温间接危害是造成生育延迟。水稻播种成苗期低温，如倒春寒，影响主要是

长江中下游、华南稻区早稻秧田和直播田，西南及北方单季稻播种育秧，导致播种期推迟，

秧苗烂芽烂秧，成秧率严重降低。水稻穗分化期低温影响主要出现长江中下游、华南稻区的

阜稻，颖花退化，穗粒数下降。 水稻开花结实期低温，如寒露风，影响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

攒稻区晚稻， 云贵高原稻区、四川地区再生稻及东北稻区单季稻，造成结实率和千粒重下

降，米质变差 。 部分稻区水稻灌浆期也常遇低温影响，造成千粒重下降，米质变差 。 水稻营

养生长期间的低温造成抽穗开花期推迟，引起开花结实期遇到低温危害结实率下降，及季节

推迟影响后季作物。 如 2009 年东北稻区，特别黑龙江水稻移栽后较长时间的低温导致水稻

生育期延迟， 抽穗开花期推迟，开花结实受低温影响部分品种结实率下降。 2010 年长江流

域早稻遇低温影响生青推迟严重影响晚稻生长。 东南沿海地区浙江、福建、江苏等地中晚稻

结实灌浆期间受台风伴随低温影响，水稻结实率大幅下降，造成严重减产。建立水稻低温灾

害防控技术是建立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的基础， 是适应我国粮食安全要求的有效措施。

增产增娘情况:通过水稻生产低温防控与补救技术的应用，能减少水稻产量损失 7%~

12% ，商增效益 100 元以上 。

技术要点:

1.选用耐低温水稻品种 水稻'品种育秧成苗的耐低温能力存在差异 。 选用耐低温品种

是减轻低温灾害的有效途径。

2. 苗期低温冷害的防控技术 选择适宜播种期， 一般应选择低温将要结束，温暖天气

将要来临时间播种 。 播种后采用覆膜和覆盖无纺布保温。 有条件的可采用大棚育秧，大棚育

棋比小拱棚育秧温度稳定 ， 保温效果好，采用尼龙膜或无纺布做好秧田保温，提高成秧率。

直播的早稻田遇低温影响可采取"日排夜灌"方法，即白天不下雨时田间排干水，利于秧苗

轧根，夜间上水保温。 移栽后当遇到强冷空气，也可采取灌深水保温护苗，待温度回升，即

排水。

3. 中后期低温冷害的防控技术 增施有机肥、磷饵肥，促进根系生长，提高水稻的抗

寒能力 。 东北稻区及部分北方稻区水稻灌溉采用井水灌溉，水温较低。大多采用晒水池、喷

水等井水增温方法，井水经增温后灌慨稻田 。 不然因井水温度过低造成低温对水稻生长和发

白'的影响 。 南方山区稻田，灌溉水温较低，灌溉水需要经过沟渠晒水增温灌溉稻田，避免水

嗣过低影响水稻的生长和发育。

4. 化学调控 始穗期遇寒露风影响出现包颈现象，可喷施 920，促进抽穗。每亩喷 1~

2 克 920 ，对水 60 千克，加速抽穗进度，减少包颈现象，可提早齐穗期 3 天左右，降低空稚

，提高结实率。 时面喷施磷酸二氢饵、叶面肥等，减轻低温危害。

注意事顶:构建全国水稻品种耐低温能力数据库，南方连作早稻区、西南单季稻区和东

It脑区加强简易大棚育秧的低温育秧设施建设，增强水稻低温育秧的保障能力。东北稻区加

剧地表水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基本建设，减少井灌冷水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提高地表水灌溉

力 。

适宜区域:适宜全国水稻生产低温易发地区 。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 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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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玉屏，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6 
电子邮箱: cnrrizyp@163. com 

C. 7J<稻干旱灾害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我国水稻主要产区季节性干旱经常发生，灌溉设施老化及气候异常引起的干

旱造成作物成灾面积逐年上升。水稻季节性干旱影响较大的地区主要是丘陵山区，平原地区

影响相对较小。水稻季节性干旱主要出现在春季和秋季，春季干旱造成水稻育秧移栽困难，

如 2010 年的西南稻区的大旱，引起水稻育秧和移栽用水困难，水稻面积下降和产量影响;

秋季干旱出现时，单季稻处于穗发育和开花期，连作晚稻处于移栽和分冀期，影响连作晚稻

移栽和分囊，单季稻穗形成和结实率。水稻各生长期中，苗期的抗旱性相对较强。水稻穗分

化形成期植株蒸腾量大，水分需求多，是水分敏感期，这是遇到干旱会导致抽穗困难，穗型

变小，结实率下降，减产严重。灌浆成熟期干旱，造成叶片过早枯黄，粒重降低。水稻营养

期干旱造成生长期推迟，生物量和产量下降。 2013 年高温干旱导致部分地区单季稻严重减

产，双季晚稻无法栽插，产量和面积都受到影响。建立水稻干旱防控是建立综合防灾减灾体

系的基础，是适应我国粮食安全要求的有效措施。

增产增般情况:通过水稻生产干旱防控与补救技术的应用，能减少水稻产量损失 8%-

12% ，亩增效益 100 元以上。

技术要点:

1.选择抗旱晶种 水稻灌浆期对干旱的抗性品种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品种在轻度干

旱条件下产量损失较少。在灌浆期常遇到干旱的地区，可选择灌浆期抗旱能力较强的水稻

品种。

2. 采用集中旱育秧 水稻育秧期遇干旱，可采取集中旱育秧，提高育秧水分利用效率，

节水效果明显。

3. 调节播种期，避开干旱对孕穗开花的影晌 不同地区常年干旱出现季节不同，根据

水稻生长季节和干旱出现的季节，通过选择品种的生育期和播种期调整，避开水稻孕穗开花

灌浆期的干旱季节，达到抗旱目的，这种方法在东南亚产稻国的干旱地区也是常用的方法 。

4. 采用覆盖种植，减少水分蒸发 可采用薄膜或稻草等秸轩覆盖种植水稻，减少水稻

生长季节田间蒸发用水量。稻草等秸轩覆盖一般在水稻移栽返青后开始，在行间覆盖稻草等

秸轩，以降低稻田蒸发耗水量。条直播和点直播水稻，也可在行间覆盖稻草等秸轩。注慧的

是稻草等秸轩不能盖得太厚，不然导致土壤温度下降，影响水稻分藤出生。 也可采用覆月'薄

膜，水稻可做蛙种植， 一般选择宽 2 米、厚度 O. 005~0. 008 毫米的地膜，贴泥覆膜。砸膜

后，破膜移栽。移栽后实行全程旱管，只要沟内保持有水。 雨水较多地区，水稻整个生商期

不需灌溉。

5. 合理灌溉 孕穗开花期，可采取湿润和浅水层间歇灌慨的方式，灌 1 次浅水层 . 保

持水层 4~6 天，湿润土壤 3~5 天，然后再灌第二次浅水层。如此反复多次。

注意事顶: ①需加强多年失修、老化和滞后的农田基础设建设，增强蓄水能力、抗唱排

涝能力和保温能力。②水稻不同生育阶段，高低温、干旱发生的时期有差异，造成的损知也

是不一样的，采取的防御措施要有针对性。



适宣区域:适宜全国水稻生产干旱易发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张玉屏，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6 

电子邮箱: cnrrizyp@163. com 

D. 杂交申宿洪涝灾害后蓄留再生稻技术

三、水稻o

技术概述:水稻孕穗期和抽穗期受洪水淹没时，由于茎鞠积累的营养物质还未向穗部转

移，此期茎鞠营养物质仍较为丰富。同时，这两个时期茎秤节上体眠芽一般在 5 毫米以内，

还没伸长，受洪水影响较小。虽然洪水退去后，由于水稻叶片有淤泥，太阳晒后出现萎慧或

干枯(抽穗表现最为明显) ，但水稻茎秤和休眠芽仍是成活的，因此可蓄留再生稻。对扬花

后正在灌浆的田块，待洪水退去 3~7 天后确定有 20% 以上能够继续灌浆结实率田块保留，

待八成黄后适期早收头季后再蓄留正季再生稻，结实率低于 20%的则采取割苗蓄留洪水再

生稻;对部分迟播、迟栽田块，淹没时处在孕穗初期或中期的稻田，洪水淹没 48 小时的，

要割苗蓄留再生稻;对孕穗期(破口期)至灌浆始期且淹没时间在 48 小时以上则采取果断

措施割苗蓄留再生稻。

增产增娘情况:多年的试验研究与生产实践表明，洪水淹没杂交中稻后割去茎秤上部蓄

阳再生稻，若技术和管理措施能到位，一般亩产 250~300 千克，产量高的可以超过 400

克 。

技术要点:

1. 选择适宜蓄留洪水再生稻的田块洪灾后，根据受灾稻田的植株状态确定可蓄留洪

水再生稻的稻田 z ①孕穗期被洪水淹没 30 小时以上剥检稻穗呈水浸状、黄褐色，穗开始腐

V发臭的田块 。 ②抽穗开花期被洪水淹没 48 小时以上，日晒后稻穗和叶干枯，根、茎和再

'1:.芽生长基本正常的田块。③洪水退后第 5 天，剥检再生芽，倒 2 、 3 、 4 节位有 80%左右

Ilf生芽明显伸长的田块。④其他洪水淹没时间短的田块，洪水退去后应及时洗苗，同时防治

岐枯病、基腐病和稻瘟病，喷施磷酸二氢锦增强叶片光合能力 。

2. 施好发苗肥 割苗前及时追施速效氮肥，以护根促芽，为再生稻高产奠定基础 。 发

舶 11巴(尿素)施用量为 O. 67~1 千克/亩，并把握早割(退水后 5 天内)、瘦田多施，迟割

I il.þ j( 5 天后)、肥田少施的原则 。

3. 及时割苗，低留稻桩洪水退后 3~5 天割苗为宜。 割苗时应低留稻桩，留桩 20 厘

米尼右，有利于再生稻大穗多穗高产。 留桩太低，如再次遇大雨淹没稻桩，发苗效果极差。

4. 稻草还田 割茵后将全田稻草就近均匀平铺于杂交中稻植株行间，既可通过稻草还

田响加有机肥，又能为洪灾后自救赢得宝贵时间。

5. 水分管理 割苗后至收割期，稻田保持 3 厘米左右浅水层或湿润状态，促进头季稻

根廉的恢复与生长 。 如抽穗开花期遇高温天气，则稻田应灌深水，建立 20 厘米深水层。

6. 防治病虫害 割苗后应及时用农用链霉素防治基腐病。以后根据当地植保部门对稻

田嗣虫监测结果，以膜虫、稻纵卷叶腹、稻瘟病等为重点防治对象，选用高效、低毒、低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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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对环境友好的农药，进行防治和施药，手动喷雾器对水 50~60 千克/亩施药，遇降雨等

影响防效时，应及时补治。为再生稻高产创造条件。

7. 适时收获 当全田 90%左右的籽粒黄熟时及时收获，以防后期低温阴雨影响收割。

注意事顶:最佳割苗时间应该安排在洪水退后的 2~7 天，早割更有利于田间管理，夺

取高产。

适宣区域: 二三10 0C积温在 4 950~5 300
o

C ，主要包括华南再生稻区、华东南再生稻区、l

华中再生稻区和西南再生稻区 。

技术依托单位:

1.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

联系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大驿坝、四号

联系人:熊洪

联系电话: 0830-2514657 

电子邮箱: xiong576@163. com 

2. 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体育场路 35 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张玉屏，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6 

电子邮箱: cnrrizyp@163. com 

(九)双季稻机械化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传统手工种植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制约

双季稻生产发展。南方稻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双季稻机插秧存在的季节制约、秧苗质量[;~ • 

机插秧效果差、机插秧生育推迟及农艺农机不配套等问题，及连作晚稻机插秧适宜品种少，

连作晚稻机插秧往往因抽穗期推迟，因低温结实率大幅下降，产量不高不稳。 通过品种优1t

搭配、育秧模式研发、窄行高速及钵苗大苗机插、稻田机械开沟、精确定量施肥、早稻收割

碎草还田及履带旋耕整田、机械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关键技术、装备研究及集成，实现双季稻

全程机械化生产及机插秧高产高效。该技术取得多项专利授权，研发了双季稻生产的大钵窄

行插秧机，机插育秧基质产品，制定技术规程 2 套，出版著作 2 部。 技术对促进我国稻作技

术转型，促进规模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双季稻生产效益，稳定种植面积具有重要意

义 。

增产增娘情况:双季稻机械化生产技术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生产应用 ， 取得较

好的节本省工及增产效果。通过大面积技术示范应用， 每亩双季机插水稻产量可达 1 100 千

克，通过机械化节省用工成本，实现节本增效，及提高种植密度，比传统手工种植增产硝谷

5%，每亩增效可达 300 元以上 。

技术要点:

1.晶种优化搭配 品种选择应结合机插秧生长特点，注意早稻与连作晚稻生育期合理

搭配，争取双季高产。早稻选择早熟或中偏早熟的高产品种，长江中下游生育期在 110 天左

右，如中嘉早 17、中早 39 、 嘉早 311 、湘早袖 45 等品种;晚稻根据早稻收获期，选押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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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熟偏早、耐迟播迟栽、分囊快、感光性强，苗期耐高温、后期耐寒性强，能安全灌浆成熟

的优质高产品种，如五优 308 、 H 优 518、五丰优 T025、自优 2640 等品种。

2. 机械耕整地 早稻移栽前选择适宜机械进行耕整地，以旋耕为主，犁耕为辅，旱旋

耕与水平整地相结合。结合翻耕施有机肥和钙镜磷肥，移栽前 1~2 天湿旋耕，后灌浅水把

平，待泥土沉实后机械移栽。晚稻由于季节紧张，在早稻收获时稻草全喂人粉碎，降低收割

机割茬高度在 15 厘米以下，及应用履带旋耕机旋耕，提高晚稻整地水平和机插效果。

3. 集中育秧 选择适宜的育秧模式，早稻建议大棚育秧，一般 3 月中下旬播种，秧龄

25"-""30 天;晚稻根据早稻收获期及种植方式确定播期，机插秧秧龄 15~20 天，播种期 6 月

底至 7 月初。播种前做好晒种、脱芒、选种、药剂浸种和催芽等，育秧基质或土壤要求调

酸、培肥和清毒。播种量标准秧盘 (30 厘米盘)常规稻 100~ 150 克/盘，每亩 30 盘左右，

窄行秧盘 (25 厘米盘) 80~ 125 克/盘，每亩 40 盘左右，杂交稻 30 厘米盘 70~90 克/盘。

播种后早稻注意覆膜保温育秧，根据气温变化掌握揭膜通风时间和揭膜，膜内温度保持在

15"-""30.C 。晚稻秧龄控制在 15~25 天，播种后搭建拱棚盖遮阳网或无纺布防暴雨和雀害，

出苗后及时揭网，秧苗见绿后用 300 毫克/升多效瞠溶液每亩 30 千克均匀喷施控制秧苗生

长。移栽前对秧苗进行 1 次药剂防治工作，做到带药栽插。

4. 合理密植机插 根据插秧机及品种类型合理密植，保证每亩充足苗数和有效穗数。

普通行距插秧机 (30 厘米行距)常规稻机插株距为 12~13 厘米，密度1. 7 万~1. 9 万丛，

每丛 4----5 株苗，杂交稻株距 14----16 厘米，亩插密度1. 4 万~ 1. 6 万丛，每丛 3~ 4 株苗 ;

窄行插秧机 (25 厘米行距)常规稻机插株距为 12~14 厘米，密度1. 9 万~2.2 万丛，每丛

4~5 株苗，杂交稻株距 16~18 厘米，亩插密度1. 5 万~1. 7 万丛，每丛 3~4 株苗。在插秧

机既定行距的前提下，调整好株距和每丛秧苗的株数，调节好相应取秧量，保证每亩大田适

宜的基本苗。

5. 稻田机械开沟，水分科学管理机插后应及时灌浅水 (2~3 厘米水层)护苗活棵，

促进返青成活、扎根立苗;返青分囊后间歇灌慨，水层以 2----3 厘米为宜，并适时露田，落

后再上水，做到以水调肥、以水调气、以气促根，促进分藤早生快发。移栽后 15 天左右

回间基本无水层时，用耘田工具进行耘田搅土送气除草，促进根系伸长。达到够苗期，开沟

3用宁波协力机电公司生产的机械开沟机开好丰产沟，及时排水搁田，控制无效分囊，提高

成穗率。拔节长穗期应保持 10----15 天的 2~3 厘米的浅水层，开花结实期干湿交替。

6. 精确定量施肥 根据水稻目标产量及稻田土壤肥力，合理制定施肥量，培育高产群

体。 合理增施有机肥，减氮增御。 一般每亩施纯氮 10~12 千克、磷肥 (Pz Os ) 4.0----4.5 千

克 、 钢肥 (Kz O) 7~8 千克，其中磷肥做基肥施用，饵肥做基肥和穗肥施用，氮肥中基肥、

分赞肥和穗肥比例分别为 50 : 30 : 20，分藤肥建议分 2 次施用，以达到合理控制群体目标。

7. 机械病虫草害防治 在插秧后 4-----5 天，选用 40%节暗磺隆 ·丙草胶可湿性粉剂60~

80 臣，拌细润土每亩 3----5 千克或尿素 7.5 千克撒施，施药时，田间保持水层 3~5 厘米。

根据病虫害预报，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 采用大型药械喷雾技术田间机械作业，合理科学用

药，统-病虫草防治，提高防效，减少产量损失。

注意事顶:注意双季稻机插秧品种的合理搭配，实现双季稻机插秧高产。晚稻育秧要根

据唯稻收获及晚稻品种特性合理安排播种期，并注意用多效瞠等生长调控剂做好秧苗生长
调悦.

•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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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宣区域:适宜在我国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生产应用。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陈惠哲，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6 

电子邮箱: chenhuizhe@163. com 

(十)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控技术

A.稻瘟病..一漫二送三预防"防控稻瘟病技术

技术概述:

近年稻瘟病总体发生基本稳定，但年度间、稻区间和品种间发生、危害差异较大，年发

生面积 8500 万亩次左右。 2010 年全国多个稻区，稻瘟病大面积种植时间较长的品种(组

合)上发生危害严重。该病发生与危害的严重度和温湿度、氮肥施用量密切相关。如果不防

治，近年年均造成稻谷损失约 300 多万吨 。

采用"一浸二送三预防"防控稻瘟病技术可有效控制稻瘟病危害。 稻瘟病属种子带菌病

害，浸种前晒种 1 天，盐水或黄泥水选种汰除感病、批粒、半批粒不健康种子，采用药剂浸

种进行种子消毒。品种间抗、感病差异较大，选用抗病品种(组合)，淘汰上年感病品种

(组合) 。 设立预测预报圃，基于上年病情、气候、苗'惰，进行准确测报，选择合适药剂，及

时科学喷药防治。 苗叶瘟初见病斑即打药控制，前期苗叶瘟严重的破口期打药预防穗颈瘟。

增产增娘情况:一般年份可挽回产量损失 50~60 千克/亩，重发年份挽回损失 100~

150 千克/亩，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每亩增收 120~180 元。

技术要点:

(1)浸种前太阳下晒种 1~2 天，打破种子休眠，促进病原菌萌动。

(2) 选用 25 %施保克(眯鲜胶)、 40%多菌灵稀释 800 倍、 40%多·福粉 500 倍液、

45%扑霉灵3000倍液、 70%抗生素 "402" 液剂2000倍液等浸种。浸种药液至少高出种子

3~5 厘米，浸够时间。

(3) 选好秧田培育壮秧，移栽前 3 天施好送嫁药肥。

(4) 防控苗叶瘟、预防穗颈瘟用三环瞠、稻'瘟灵、春雷霉素等;用细雾均匀喷雾于稻'楝

上部叶片和穗部，每亩喷够 45~50 千克药液。

注意事顶:苗叶瘟着重发病初期防控、穗颈瘟预防。 不宜用粗雾，药液量不能少于 45

千克/亩。

适宣区域:凡是稻瘟病发生的全国各稻作生态区。

B. 绞桔病..健身栽培+倍量施药"防控71<稻绞枯病技术

J 技术概述:目前水稻纹枯病纹枯病不论是发生频率、发生面积，还是危害造成的产量损

失均居水稻病害之首，年发生面积 2. 5 亿~3.0 亿亩次。该病喜高温 (25~33.C) 潮湿(相

对湿度 90%以上)、氮肥施用多会加重病害严重度。如果不防治，年均造成稻谷损失约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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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纹枯病菌属土传、腐生'半腐生、广谱寄生性病原菌。目前虽无免疫和高抗品种，但品

种(组合)间抗(耐)病、感病水平差异较大。一般年份，水稻生育前期可通过控制水的排

灌，有机肥、化肥结合，氮、磷、饵平衡施用，控制氮肥等的施肥措施可有效控制纹枯病，

后期(孕穗-乳熟期)采用倍量式施药即可基本防控纹枯病。如水稻敏感生育期(分囊盛

期、孕穗一乳熟期)高温、阴雨天多，则应在分囊期和后期各施 1 次药。

增产增煎情况:一般年份挽回产量损失 8%~15% ，重发年份可危害产量损失 30%~

45 % ，减少用药次数和氮肥用量。每亩增收 100~150 元。

技术要点:

(1)选用抗(耐〉病品种(组合) ，犁粗田时捞出田面浮渣深埋或烧毁。

(2) 采用宽窄行、合理种植密度。深水返青、前期浅水勤灌、后期干湿交替灌溉，严格

控制氮肥、慎施穗(氮)肥。

(3) 后期用药量加倍喷雾防治 1 次。亩用 5%井冈霉素水剂 300~400 毫升， 300 克/升

苯酷甲环唾·丙环瞠乳油 25~30 克/亩、 75%拿敌稳1O~15 克/商、 25%粉锈宁 100 克/亩、

30%己瞠醇悬浮剂 25~30 克/亩，对水 50~60 千克粗雾喷雾于稻株中下部。

注意事顶:①前期一定要调控好肥水，合理密植、宽窄行栽培，视气候、苗情结合病

情，后期适当增加一次用药。②必须用够药液量，采用粗雾喷于稻株中下部，特别是对于叶

片宽大、冠层密闭、植株高大的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③施药期间和药后保持田间浅水层。

适宣区域:全国各稻作生态区。

c. 稻曲病、穗腐病、穗(谷)枯病"一漫两愤"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随着耐肥、高产、大穗、密穗，抽穗扬花期长的品种(组合)的大面积推广

种植，稻曲病近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2008 、 2010 年发生危害特别严重，对水稻产量和品

质造成很大影响。随着气候变化、梗稻、柏梗杂交稻、紧穗(密穗)型品种(组合)的种

植，工厂化育秧、机插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穗腐病(真菌性病害，又称黑穗病、穗褐变

病)、穗(谷)枯病(细菌性病害，又称颖枯病)近年发生日趋严重，对水稻产量和稻米品

质造成严重影响 。 后者目前在国内尚属检疫性病害，但近年实际已在全国各稻区普遍发生、

危害。

稻曲病、穗腐病、穗(谷〉枯病主要与品种(组合)类型、孕穗一乳熟期的气候(温湿

度)、 肥水管理条件密切相关。 这 3 种病近年发生面积在 3000 万~3 500 万亩，估计造成水

韬产量损失 200 万~350 万吨，最重要的是病原菌均有色、产毒，影响外观和市场价格，降

低稻米品质，危害食用者安全、健康。

稻曲病和穗腐病均由真菌引起，穗枯病病原菌是细菌，这些病害是系统性病害还是后期

假染引起的尚无定论，但种子带菌是无疑的。病原菌侵染后有一个潜伏期(10~15 天) ，此

时肉眼难以发现，也无法检测水稻是否被侵染，但一旦显症(尤其是稻曲病)再打药防治则

基本无效。这些病害与孕穗一乳熟期的气候(温暖 25~330C 、高涩、阴雨天多)关系最为

精切，过量施用氮肥有利于病害发生、流行。 品种(组合)间对两病的抗性差异明显。种子

的剂消毒，在抽穗前 5~10 天、始穗一齐穗期各打一次药对 3 种病害均有较好的防效。

增产增娘情况:一般年份可挽回水稻产量损失 5% ~10%，严重发生年份可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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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主要是可以提高稻米品质和外观。每亩可增收 130~180 元，社会效益显著。

技术要点:

(1)选用抗病品种(组合) ，如散穗型品种(组合)。

(2) 种子药剂处理， 15%粉锈宁(三瞠酣)可湿性粉剂 300~400 克拌种， 2000 倍

70%抗生素 402 液浸种、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40%多·福粉 500 倍液浸种36~

48 小时、 25%咪鲜胶 EC 2 000~3 000 倍液浸种、 20%龙克菌(囔菌铜)悬浮剂 500 倍液

浸种。

(3) 一般上述 3 种病害或两种病害往往同时发生，根据品种(组合)、气候和上年 3 种

病害发生情况，需在水稻孕穗后期(始穗前 5~10 天)、破口(始穗)期一齐穗期喷 1~2 次

药预防。防治稻曲病和穗腐病可选用.5%井冈霉素水剂 250~300 毫升/亩、 25%粉锈宁可

湿性粉剂 75~100 克+30%爱苗 15 毫升/亩、 25%粉锈宁可温性粉剂 90 克+30%己瞠醇悬

浮剂 20 克/亩、 75%咪鲜胶锺盐·苯酷甲苯酶(百禾) 30~45 克/亩;防治穗(谷)枯病 2

75%拿敌稳+72%农用链霉素(15+15 克/亩)、 75%拿敌稳+20%唾菌铜悬浮剂(15+100

克/亩) ，均对水 45~50 千克细雾均匀喷雾于稻株上部。

注意事项:一定要对足水量，细雾均匀喷雾于植株上部。保持田间浅水层。

适宣区域:稻曲病、穗腐病、穗(谷)枯病易发生的品种(组合) ，全国各稻作生态区。

D. 71<稻条纹时桔病、黑条矮缩病、南方黑条矮缩病"抗、避、断、泡"

防控授术

技术概述:主要措施概括为"抗、避、断、治"四个字。根据主要传毒昆虫灰飞虱与条

纹叶枯病和黑条矮缩病、白背飞虱与南方黑条矮缩病的发生和流行规律防控技术的试验示

范，提出水稻 3 种病毒病的综合防控集成技术:因地制直种植抗(耐)病品种、适当推迟水

稻播栽期为基础，科学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灰飞虱和白背飞虱为关键，辅以防虫网等物理防捕

措施，防止灰飞虱、自背飞虱传毒，综合控制病害流行。

增产增般情况:水稻随感染 3 种病毒病的早、迟，造成的危害损失不同，苗期感染的遭

成死株，后期感染的出现植株矮小、不抽穗、穗小、批谷多，减产 10%~40%不等，早期

严重感病的甚至绝收。

技术要点:

(1)推广抗(耐)病品种:在重发地区因地制宜推广种植徐稻 3 号、徐稻 4 号、扬糙

9538、镇稻 99、盐稻 8 号、扬辐梗 7 号、南梗 42、南梗 44、南梗 46 等抗性表现较好的品

种，压缩武育梗 3 号、武梗系列等高感品种。

(2) 实施栽培避虫控病:压缩早播早栽面积，推广工厂化塑盘育秧、小苗抛栽、机插

秧、直播等有利于合理推迟播期的轻型栽培技术，使水稻秧苗最易感病的 4 叶前避开灰飞虱

迁入秧池高峰期和自背飞虱迁人高峰，倡导集中连片育秧，便于采取统防统治措施。压缩麦

套稻面积。

(3) 秧苗覆盖防虫网:推广应用防虫网或无纺布覆盖秧田，阻断灰飞虱、白背飞虱迁入

到秧苗上刺吸传毒。科学选择苗床地址，集中连片育秧;重发区提倡耕翻，避免"双免双

套";清除田埂杂草，减少桥梁寄主，降低虫源基数和传毒。

(4) 科学防治灰飞虱、自背飞虱，达到治虫控病:采取"切断毒链、治虫控病"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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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做到"治麦田保秧田、治秧田保大田、治前朔保后期"，多个环节控制灰飞虱、

白背飞虱传毒。重点把握好秧田一代成虫迁人盛期、本田二、三代低龄若虫高峰期等关键环

节防治灰飞虱、白背飞虱，控制传毒危害。

推广应用毒死蝉、毗甥酬、敌敌畏、异丙威、速灭威等高效对路药剂。防治秧田一代灰

飞虱、白背飞虱成虫采用速效性强与持效性长的药剂混用，提高控制效果;具体防治次数、

用药间隙期根据带毒虫量、品种抗感性确定，按照每亩有带毒虫 O. 67 万头，即 10 头/米2

的标准进行防治;对带毒灰飞虱、白背飞虱虫量高、成虫盛发期长、感病品种的秧田，缩短

用药间隔期，实施全程药控，在灰飞虱、白背飞虱迁移高峰期(麦收后 1 周) 2~3 天防治 1

次，连续防治 3~4 次，确保防治效果;对带毒虫量低或品种较抗病的秧田，延长用药间隔

期，减少用药次数，发挥品种抗病作用，降低农药用量。大力倡导开展统防统治，提高控制

效果。

注意事项:①注意苗期"防虫避病"，尽量减少带毒秧苗移栽进大田。②施药时保持田

间浅水层。

适宣区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条纹叶枯病、黑条矮缩病、南方黑条矮缩病常发、重

发稻作生态区。北方稻区可参考使用 。

E.韬飞虱(褐稻虱、自酋飞虱、厌飞虱):"选药一选时一愤到缸"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稻飞虱(包括褐稻虱、自背飞虱、灰飞虱〉近年频繁爆发成灾，年平均发生

面积 4. 6 亿亩次左右，如果不防治，将造成年均产量损失近 1800 万吨。尤以 2005 、 2006 年

发生面积最大，危害最重。品种(组合)间抗性有较大差异，暴发成灾与气候条件，特别是

中、晚稻生长后期(孕穗一黄熟期) (炎夏不热、晚秋不凉〉有密切关系。

褐飞虱、白背飞虱属迁飞性害虫，需密切注意迁入期和迁人量。白背飞虱和灰飞虱还是

传毒媒介害虫，白背飞虱传播南方黑条矮缩病，灰飞虱传播条纹叶枯病和黑条矮缩病，防控

好这两种飞虱对于有效防控 3 种水稻病毒病具有积极意义。

增产增般情况:可减少用药 1~2 次，用药成本(包括人工费用)降低 30%~60%。增

产稻谷 45"'55 千克/亩，每亩增收 150~200 元。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稻米品质。

技术要点:

(1)选用抗(耐)虫品种(组合)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与稻鸭共育等生态控制技术结合

控制稻飞虱为害 。

(2 ) 选好时间:加强田间虫情调查、监测，确定防治对象田及防治适期(卵孵化盛期一

低龄若虫高峰期) 。 适当放宽防治指标，减少农药的使用次数;分藤至拔节期防治指标800~

1000 头/百丛，穗期 1 500~2 000 头/百丛。

(3) 选好药，即选用针对性药剂种类:根据"治前控后"的防治策略，防控主害代的前

←代，选用阿克泰、烯院虫胶、 H比甥自同、 25%唾嗦酣·异丙威可湿性粉剂等持效期长的药

IJ; 防治主害代高龄若虫和成虫时，采用速效性和持效期长的药剂混用或复配的方式，如毗

断自同或唾嗦酣十异丙威，或仲丁戚或毒死蝉等组合。 水稻前期病虫害防治中避免使用菊醋类

1其他对天敌影响大的农药，保护田间自然天敌。

(4) 喷到位是提高防效的关键:在 3 龄若虫前施药;用足水量，常规梗稻需施药液45~

0 千克/亩，对于杂交稻、超级杂交稻和柏梗杂交稻等株型高大、冠层密闭的品种(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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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大用水量，并适当增加用药量，每亩施用 50........70 千克。 无水田块可采用敌敌畏拌干细

黄土制成毒土撒施，熏蒸作为应急措施。

注意事顶:①最好用机动喷雾器，一定要用粗雾将药液喷雾于稻株中下部。②施药时保

持田间浅水层 3........5 厘米，药后保持 3........5 天。

适宣区域:凡是稻飞虱发生危害的全国稻作生态区。

F. 稻纵卷时蟆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稻纵卷叶膜属迁飞性害虫，成虫有趋嫩绿、趋光性。品种(组合)间抗性差

异不明显。目前虽已研发出抗虫转基因水稻，但尚未商品化。施氮过多，植株生长嫩绿害虫

喜食，受害较重。近年年发生面积 3.4 亿亩次左右。 如果不防治，将造成年均产量损失 780

万吨左右 。

根据稻纵卷叶旗是迁入型害虫及其成虫有趋嫩绿、趋光的特性，加强秧苗期 1........2 代的

防治，压低虫源基数;适当调整播栽期，以避免水稻感虫生育期与稻纵卷叶蟆高发期相遇;

利用频振杀虫灯诱杀成虫。 提倡稻田养鸭、养鱼、养蛙和利用生物农药防治等绿色生态防控

技术。

增产蜡烛情况:稻纵卷叶蟆主要刮食叶片叶肉，使叶片丧失光合作用功能，前期造成植

株生长减弱，后期造成结实率下降。使用该技术每商可增产稻谷 50........7 5 千克 ， 增加收入

120"""" 150 元，同时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和使用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稻米品质。

技术要点:

(1)造当推迟播栽期，使水稻易感虫期避开稻纵卷叶旗高发期及迁人高峰期 。

(2) 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可有效减少下代虫源。 使用性诱剂诱捕成虫防治稻纵

卷叶膜，安全、绿色、环保。 提倡稻田养鸭、养鱼等物理、 生态防控技术。

(3) 严格防控秧苗期和生长后期(孕穗一乳熟期)的稻纵卷叶蟆，适当放宽中间期的防

治指标。 防治指标为 2 ........ 3 龄幼虫高峰期百丛有效虫量:分藤期 40 条，秧苗期 、 穗期 20 条。

(4) 在纵卷叶蟆卵孵盛期至 2 龄幼虫前(初卷叶期)或卵孵化高峰后 2 天喷雾使用 。 可

使用 3 1 %氟睛·嗖磷微乳剂、毒死蝉、稻丰散、苏云金杆菌 (Bt ) 8 000 国际单位/毫克可

湿性粉剂 300 克/亩，于稻纵卷叶蟆卵盛孵期喷雾使用 ; 25% EC 毒死蝉· 三嗖磷 30 克有效
成分/亩;杀虫单或杀虫双(有效成分) 75 克/亩; 丙澳磷(有效成分) 50 克/亩。 对 2 龄幼

虫的防治可选择氯虫苯甲酷胶、阿维菌素、甲维盐、 丙澳磷等 。 均对足 45......_50 千克水，细

雾均匀喷雾于稻株中上部。

注意事顶:①频振杀虫灯安装高度，灯与灯之间的距离对诱杀效果影响较大， 要注意选

择最佳高度和灯距。②药刑防治最佳时期在稻纵卷叶蟆卵孵盛期至 2 龄幼虫前 (初卷叶期〉

或卵孵化高峰后 2 天。③药剂量要足，要细雾均匀喷雾于稻株中上部，喷药时保持田间浅水

层。 ④Bt 制剂施用期一般比使用化学农药提前 2........ 3 天，对害虫的低龄幼虫效果好， 30
0

C 以

上施药效果最好， Bt 可湿性粉剂对蚕毒性高，在养蚕地区慎用或注意安全使用 。

适宣区域:凡发生稻纵卷叶螺危害的全国各稻作生态区均可使用 。

G. 螺虫(二化螺、三化螺): "栽培避虫+性诱剂诱捕"防控蟆虫技术

技术概述:蟆虫(二化蟆、 三化蟆)是钻蛙性害虫，在收割后的稻亮和稻草中越冬 。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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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平均发生面积 3. 2 亿亩次左右，如果不防治，将造成年均产量损失 680 万吨左右。

二化蟆、三化螺是当地越冬的害虫，品种抗感不明显，施氮肥过多，稻株生长嫩绿，该

虫发生危害重，水稻各生育期均可发生。防控螺虫提倡"狠治一代压基数，重视穗期保丰

收"防治策略。具体防控方法是"低茬收割、早春灌水杀虫压低基数，抓住防治时期杀幼

虫，性诱剂诱捕杀成虫";大力推广稻田养鸭、养蛙、养鱼技术防控害虫。

增产增娘情况:使用该技术每亩可增产稻谷 45~50 千克，每亩净增纯收入 150~180

元。同时可大大节省杀虫剂用量，提高稻米品质，改善生态环境。

技术要点:

(1)采用低茬收割、清除稻草、在越冬代蟆虫化踊高峰期实施翻耕灌水或直接灌水至淹

没稻桩杀蝠，早春气温回升蜗化峨时灌水杀蝠(峨)减少越冬虫源或一代虫源基数。

(2) 目前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稻区多为中稻或单季晚稻，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推迟播栽

期并采用地膜覆盖隔离育秧技术，可以避开一代膜虫的危害。

(3) 放置性诱剂(器、棒)大量诱捕雄峨，通过大量诱杀雄峨，使田间雌雄比例失调，

达到降低雌峨交配率、抑制螺虫种群数量增长的目的。

(4) 提倡稻田养鱼、养蛙、养鸭等生态、绿色措施防控旗虫。

(5) 适时用药防治，在卵孵高峰至 l 龄幼虫高峰期，选用氯虫苯甲酷胶、阿维·氟酷

脏、每亩用 25 %杀虫双水剂 250 毫升、 20%三瞠磷乳油 120 毫升、1. 8%农家乐乳剂(阿维

菌素 1 号) 20 毫升、 42%特力克乳油 40 毫升、 50%杀膜松乳油 100 毫升、 90%晶体敌百虫

200 克，均对水 45~50 千克均匀喷雾于稻株中下部。

注意事顶:①性诱剂(器)下放置的塑料盆宜以绿色或蓝色诱集效果最好。诱捕器安置

高度以略高于稻苗和稻株为标准，水稻分囊期为 30~50 厘米，穗期为 100~120 厘米较为合

适。②诱盆内诱芯的有效期为 30 天左右，要定期更换;诱盆内的水量需定期补充，加人少

许洗衣粉或柴油以增强水面黠着力。需大面积统一设置诱捕器，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③药

剂防治以中等雾珠喷雾为宜，需喷到稻株中下部，施药时田间保持浅水层 3~5 天。

适宣区域:适宜在水稻蟆虫发生危害的全国各稻作生态区推广应用。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黄世文

联系电话: 0571-63370312 

电子邮箱: hsw666@sohu. com 

• 3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