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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张 霞
渊山东省宁阳县东疏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袁山东宁阳 271400冤

摘要 本文分析了夏玉米的高产潜力袁介绍了其高产栽培技术袁包括选用优良品种尧精细播种尧定苗尧土肥水管理尧病虫草害防治尧适时
收获与贮藏等方面内容袁以供种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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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县地处鲁西南平原袁是全国夏玉米种植高产区之一袁

常年播种面积逾 3.87 万 hm 袁总产达到 28.6 万 t遥依靠科技袁

2.2

2

开展高产创建活动袁主攻单产袁大力推广玉米高产综合配套

技术袁是发展玉米生产的主要途径遥大力推广夏玉米野一增
四改冶技术渊根据品种要求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曰改用耐密型
品种进行种植曰改用免耕精量直播技术袁直播玉米密度适
宜尧群体整齐度好曰改粗放用肥为测土配方施肥曰改人工种
植为玉米机械化作业冤袁充分展示夏玉米高产优质品种及配
套技术的增产潜力袁通过建立攻关田尧示范区袁辐射带动周
边村庄的玉米高产袁对于实现夏玉米高产目标尧提高玉米生
产的科技含量具有重要意义遥近年来袁随着野一增四改冶技术
的推广应用袁玉米的增产潜力被逐步挖掘出来袁总产量稳定

精细播种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袁为玉米套种改直播创造了条

件袁同时也有利于推广玉米机械化播种袁保证一播全苗袁苗
匀苗壮袁提高均匀性尧整齐度遥适宜播种期为 6 月 5要15 日袁
一般播种 45.0~52.5 kg/hm2袁单粒播 7.50 万~8.25 万粒/hm2遥
东疏镇采用单粒点播机进行精量直播袁一次完成施肥尧播种袁

行距 65 cm袁株距 18 cm袁播种深度为 5 cm袁播种后根据土壤
墒情及时浇水遥

选用耐密型品种袁在中等肥力地块定苗控制为 6 万株/hm2袁

如农大 108 和登海 9 号等大穗型品种曰在高肥力地块定苗控
制为 6.75 万株/hm2袁如郑单 958 等品种曰高产攻关田尧示范
田还要适当增加种植密度遥

套种玉米采用直播方式袁要缩短玉米与小麦的共生期袁

增长袁进一步推动了宁阳县玉米生产的大发展袁保障了全省
粮食供给袁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遥

尽量避免出现弱小苗遥苗期需控制氮肥用量袁增施磷尧钾肥

1 玉米高产潜力分析

和有机肥曰另外袁根据需要控制浇水袁夏玉米生长期降雨与

玉米干物重大部分来自光合作用袁籽粒产量的高低主要
决定于光能利用率的高低袁而光能利用率的高低取决于玉米
群体的整齐度遥

6要9 月夏玉米生长期间袁华北地区太阳辐射能大约为

生长需水同步袁除田间持水量小于 55%外袁各生育期一般不用
浇水遥定苗防止过密袁大穗型品种一般不能超过 6 万株/hm2袁

中穗型不能超过 8.25 万株/hm2袁高密度容易造成空秆尧病害
重尧倒伏等问题袁导致中后期管理困难袁影响产量遥

216.3 kJ/hm2袁据此推算夏玉米产量潜力为 28 380 kg/hm2遥

2.3

制高产创建玉米进行了实打测产袁在东疏镇耿庄村尧孙集尧

病苗尧弱苗尧异株袁留健壮苗曰若遇缺苗断垄的地方袁相邻处

了测产袁通过对丈量地块尧测出籽率与水分含量等环节仔

2.4

2018 年市渊县冤农业局专家组对宁阳县实施的东疏镇整建
大伯集袁按单产水平的好尧中尧差各抽取了 3 个地块进行
细测量尧计算袁确定东疏镇 3 666.67 hm2 整建制推进玉米

平均产量为11 821.5 kg/hm2袁较产量指标渊11 550 kg/hm2冤增加
271.5 kg/hm2袁创宁阳县玉米单产历史纪录袁但是与玉米的理
论产量相比潜力还远没有被挖掘出来遥
2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2.1 选用优良品种

精选优质良种袁一般选用具有高产潜力尧耐密紧凑尧大
穗型的中晚熟品种袁保证抗倒性比较强尧抗病性能好遥抗倒
性强的品种茎秆坚硬尧根系发达遥
抗病性强的品种高群体下抗叶斑病袁如东疏镇种植的

郑单 958尧农大 108尧登海 9 号尧鲁单 981 等遥选用包衣的良
种袁种子纯度高于 96%袁出芽率高于 85%袁净度高于 98%遥若
实行单粒精播袁种子出芽率应在 94%以上[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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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苗
玉米在三叶期丛苗疏开袁5 叶时可按株距定苗袁要拔除

要留双株补苗遥
土肥水管理
定苗后及时中耕袁清垄灭茬袁促进根部下扎遥其中袁防倒
的关键性措施是增施钾肥尧苗期控水和防止过密遥玉米根深
才能株壮和抗倒能力强袁土壤旋耕 2~3 年后要深翻 1 次[2]遥
深松土壤 35 cm袁分次施氮肥袁增施有机肥遥

在测土掌握地力的基础上袁根据目标产量 9 000 kg/hm2

以上袁施肥量为速效氮 150 kg/hm2 以上尧速效磷 60 kg/hm2 以

上尧速效钾 75 kg/hm2 以上袁有条件的增施硫酸锌 22.5 kg/hm2
作底肥遥东疏镇施用的是测土配方控释肥 750 kg/hm2袁另外
再加施有机肥 30 t/hm2遥

肥料运筹为轻施苗肥尧重施穗肥尧补追花粒肥遥苗肥在

玉米拔节前沿幼苗一侧开沟袁将全部磷尧钾尧硫尧锌肥与氮肥
总量的 30%左右深施 15耀20 cm袁以促根壮苗曰在玉米大喇叭
口期渊叶龄指数 55%耀60%袁第 11耀12 片叶展开冤重施穗肥袁

追施控制在总氮量的 50%袁以促进穗大粒多曰在籽粒灌浆期
追施花粒肥袁控制在总氮量的 20%袁以增加千粒重尧增强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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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建等院甜玉米新品种江甜 088 的选育经过及高产栽培技术

2.2 品质

品质分析可知袁皮渣率 11.5%袁还原糖含量 9.3%袁水溶

性总糖量 20.7%袁品质评分 87.2 分遥

3.2 育苗定植

用 100 穴的秧盘播种袁当幼苗长至 3~4 片叶时移植袁移

苗前可适当喷施叶面肥袁促根壮苗遥

合理密植袁每畦按照 1.3 m袁双行种植袁行距 60 cm袁株

2.3 抗病性

距 30 cm袁定植 4.8 万株/hm2 [3]遥

感小斑病袁中抗纹枯病和南方锈病袁感茎腐病遥
2.4 产量表现

3.3 田间管理

平均产量 12 111.0 kg/hm2渊鲜穗产量冤袁较对照粤甜 16 号增

钾芭田复合肥渊15-15-15冤37.5 kg/hm2曰第 1 次追肥后 10 d 左

2.5 适宜种植区

为主袁拔节期用复合肥 225 kg/hm2 撒施行中间并结合培土尧除

2016要2017 年参加东南区鲜食甜玉米品种试验袁2 年

产 8.0%袁增产显著遥

江甜 088 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袁通过审定遥经过

国家东南区区域试验尧生产试验以及多年多点小面积示范尧
大面积推广表明袁江甜 088 是一个适应性广尧稳产尧抗性好尧
丰产性好尧品质优的优秀甜玉米新品种袁适宜在安徽和江苏

两省淮河以南地区尧上海尧浙江尧江西尧福建尧广东尧广西尧海

移苗后 5~7 d 第 1 次追肥袁淋施尿素 37.5 kg/hm2尧硫酸

右追第 2 次袁施肥量和方法与第 1 次相同遥以后以施复合肥
草曰大喇 叭口期追孕 穗肥袁 施复 合肥 225 kg/hm2 袁 扬 花 期
重施攻苞肥袁施复合肥 300~375 kg/hm2袁授粉后可适当施灌
浆肥袁 施复合 肥 150 kg/hm2 [3]遥种植时视各种植区天气情况
适当控制株高袁中后期注意水肥管理遥
3.4 病虫害防治

前期主要防治茎腐病袁后期注意防治小叶斑病 [4]遥同时

南的东南鲜食玉米区种植袁瘤黑粉病尧丝黑穗病等相关病害

注意防治玉米螟尧蚜虫等害虫遥

较重发地区慎用遥

3.5 适时采收

3 高产栽培技术
3.1 适期播种

春播袁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12 益时即可播种袁广东地

区播种时间一般为 2 月中旬至 3 月下旬 遥各地具体播种日
[2]

期根据当地气温适当调整遥

秋播袁广东地区适宜播种时间为 8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袁

以确保鲜穗灌浆期的气温稳定在 18 益以上 [2]遥各地具体播
种日期根据当地气温适当调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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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采收袁一般在授粉后 20~25 d 采收为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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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遥
8

喷雾遥

7 适期收获

一般在茎叶及豆荚变黄尧豆粒归圆及叶柄脱落 80豫以

上时收获遥割茬高度以不留底荚为宜袁不丢枝尧不炸荚袁割
后晒 5~7 d袁拉净尧捡净袁做到单收割尧单运输尧单脱粒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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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飞虱袁切断粗缩病的传播途径曰推迟间尧定苗的时间袁发现

片的光合作用遥施肥方式为沟施或穴施袁施后埋土浇水袁以

粗缩病株及时拔除遥灌浆期要注意防治玉米叶斑病尧锈病的

提高肥料利用率 遥水分管理上袁应均匀灌溉袁推荐小畦隔沟

危害袁及时浇水袁保护好叶片遥

种后苗期尧抽雄开花期尧灌浆成熟期土壤相对含水量在 80%

在早尧晚无风时均匀喷洒进行封闭除草[4]遥

[3]

交替灌溉的节水技术曰全生育期在 110 d 左右袁要求玉米播
以上袁确保光热资源充足遥
2.5 病虫草害防治

化学除草可用 40%乙莠水 2 250 mL/hm2袁兑水 450 kg/hm2袁

2.6 适时收获与贮藏

夏玉米适宜收获期为 9 月底至 10 月初遥当苞叶干枯袁

苗期应加强蚜虫的防治袁可选用 90%敌百虫可湿性粉

籽粒乳线消失尧黑层出现且含水量低于 32豫时袁选用机械收

剂 300 mL/hm 与 7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125 g/hm 混合

产 750耀1 500 kg/hm2袁千粒重增加 15豫以上遥当籽粒含水量

剂 2 000 倍液进行喷雾防治曰大喇叭口期用 50%辛硫磷乳
2

2

兑水 450 kg/hm 袁对病虫害进行一次性防治袁可以减少玉米
2

生长后期病虫害的危害程度曰对玉米抽雄尧吐丝期出现的双
斑萤叶甲选用 4.5%高效氯氰菊酯 1 000 倍液防治曰对露雄
期出现的玉米螟选用敌百虫 1 000 倍液进行灌心袁或辛硫磷
颗粒剂 22.5~30.0 kg/hm2 撒入心叶防治遥

及时预防玉米粗缩病袁选用农大 108尧浚单 20 等抗病性

强的品种曰将玉米播种方式由套种改为直播袁避开灰飞虱高
发期曰在玉米苗期多次喷施扑虱灵或氧化乐果等药剂杀灭

获袁秸秆粉碎还田袁培肥地力遥大量实践证明袁玉米晚收可增
小于 14豫时袁选择干燥通风的场地贮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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