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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滨海稻区水稻乳芽抛秧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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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冀东滨海稻区水稻乳芽抛秧管理技术袁主要包括品种选择尧浸种培育乳芽尧地块选择尧耙地施基肥尧乳苗抛秧尧抛后
管理等方面内容袁以供种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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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滨海稻区无霜期为 180~200 d袁水稻根系生长的最

低温度为 14 益尧泥温为 13.7 益袁叶片生长的温度为 13益袁

3 地块选择

选择排灌方便尧土质较好尧含盐量在 0.15%以下尧pH 值

适合乳芽抛秧的气温要求袁抛秧最佳日期为 5 月 15要25 日袁

约8.0 的地块遥水稻一至二叶期对盐碱反应比较敏感袁因抛

水稻抽穗期间最适宜气温在 25~30 益之间袁超过 35 益或低

不一定全能够适应抛秧遥根据盐随水来尧盐随水去的原理和

才能安全成熟袁在冀东滨海稻区 8 月底前齐穗即可以安全

渗袁抛秧田应选择在泡田地块中曰也可选择历年秧苗能正常

10 月下旬收割袁同时根据水稻安全成熟期来确定抛秧日期遥

秧一至二叶期是在大田生长度过的袁能够插秧移栽的地块袁

于 21 益对开花授粉不利遥出穗后要有 1 000 益的活动积温袁

多年泡田实践经验袁泡田地块盐碱会明显下降袁并使盐碱下

成熟遥

生长的不泡田较好地块[2]遥

水稻乳芽抛秧是省工尧省时尧节水管理简单的一种栽培
方式袁深受农民朋友的认可袁随着面积逐年扩大袁已在冀东
滨海稻区形成一定规模遥其主要优点是节省成本袁省工省
时袁免去了繁琐育秧插秧作业遥因地适时抛种可提高水稻产

4 耙地施基肥

冀东滨海稻区土壤盐碱较重袁采取耙地前施入 64%磷

酸二铵 225 kg/hm2+21%硫酸铵 300 kg/hm2遥抛秧田耙地要
平袁以免洼处积水尧出苗困难而死苗遥耙地时要做到上糊

量的 5%~10%袁节水可达到 750 m3/hm2袁增收节支 4 050~

下松袁这样表面泥土松软袁下部松土团粒大尧暄松尧通气性好尧

轻简栽培中属佼佼者袁不但能减轻劳动强度袁作业简单方

10%苄嘧磺隆 450 g/hm2 进行封闭除草袁水层5~7 cm袁保水

4 500 元/hm 遥乳芽抛秧是水稻栽培种植的发展方向袁在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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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袁省工尧省力尧节水曰而且效率高袁成本低袁增产增效袁是水
稻稳定高产栽培上的一项新技术袁具有很好的推广前景遥
1 品种选择

为了安全成熟袁乳芽抛秧水稻品种应选用生育期 160 d

有利于种子扎根吸氧遥耙好地后施 60%丁草胺 1 875 mL/hm2+

7~10 d袁抛秧前 1~2 d 将水排出袁自然落干至汪泥汪水状态
最好袁以便达到抛秧最佳条件遥
5 乳苗抛秧
乳芽抛秧就如施化肥一样大把抓取芽种抛撒袁每人每天

内的早熟品种袁且要求株型紧凑尧抗倒伏尧抗盐碱尧成穗率

可抛 3.33 hm2袁抛秧最佳用种量以干种计算为 60~75 kg/hm2遥

2 浸种培育乳芽

20%袁做到抛撒均匀遥

高袁株高在 100 cm 以下袁千粒重较高遥

计算丈量好所抛面积袁确定好用苗量袁先抛 80%袁后找补

2.1 浸种

6 抛后管理

丹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浸种 36~72 h袁防治种子携带的种传

法袁既能护苗转向袁根系又能及时扎入泥土中遥乳芽抛秧播

病害恶苗病和干尖线虫病遥

后袁浅水层护苗时间不宜太长[3]遥有条件的地块最好是白天

2.2 催芽

浅水护苗袁夜间落干扎根遥

采用 25%氰烯菌酯悬浮剂 2 000 倍液+17%乙蒜素杀瞑

在地面上铺一层稻草袁上面铺一层网布袁铺放经药剂浸

采取汪泥汪水抛播尧2 d 后自然落干或排干的管理方

秧苗 2 叶 1 心时袁土壤出现裂缝或发白时灌 2~3 cm 的

过的稻种 10~20 cm 厚袁白天每 2 h 喷淋剩余药水并进行翻

跑马水袁也可白天保水夜间落干遥建立水层后要及时追肥促

35 益之间遥补水翻倒种后加膜保温袁历经 2~3 d袁当种子根芽

促分蘖袁以后施肥按大田常规管理遥灌水以浅水为主袁视苗

倒袁确保稻种吸水需要袁种子露白后喷淋清水袁水温在 25~

苗袁施硫铵 225 kg/hm2袁间隔 5~7 d 再追施硫铵 225 kg/hm2 以

长 2~3 cm 时催芽结束袁转为炼芽[1]遥

大小而定袁3 叶前灌水 2~3 cm袁3 叶后灌水 4~5 cm袁以促蘖保

2.3 炼芽

将种芽摊薄至 4~5 cm 厚度进行炼芽袁让稻芽接受到充

足的光照袁开始每 10~20 min 翻倒 1 次曰过 2 h 后袁每 2 h 补水
1 次袁每 1 h 翻动 1 次遥夜间不需翻动补水遥胚芽鞘已开口见

蘖遥乳苗抛后 20 d袁大部分秧苗见蘖袁进行间苗补苗曰抛后

30 d袁进入分蘖盛期曰抛后 40 d袁进入分蘖高峰期袁平均单株
分蘖 4~5 个袁苗数可达 345 万~375 万株/hm2遥

建立水层后稻苗生长速度很快遥这段时间也是潜叶蝇尧

绿成乳苗袁当根芽 2~3 cm 萎蔫见绿时袁便可进行人工抛秧遥

稻飞虱尧二化螟发生危害期遥抛秧田由于秧苗嫩绿袁较机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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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更易发生虫害遥因此袁应加强预防袁在稗草尧双稃草和三棱
1 500 mL/hm2 兑水均匀喷雾除治遥

田 丽院冀东滨海稻区水稻乳芽抛秧管理技术
乳芽抛秧的田块袁当秧苗达到 8 片叶尧秧龄 30~35 d 时袁

水稻进入抽穗至成熟期袁灌溉采取浅湿干交替管理办

可按机插秧大田进行管理遥保蘖期袁水层保持在 5 cm 以上曰

法袁创造大气向土壤直接供氧的条件袁增强根系的活力袁是

壮尧争取足够的茎蘖数袁不因缺肥而大量回蘖遥

不倒伏遥此期应注意防治纹枯病尧稻瘟病尧稻曲病尧二化螟和

视前期施肥量情况追施尿素 112.5~150.0 kg/hm2袁以保蘖促

水稻分蘖末期至拔节为水稻生长中期袁是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同时并进的时期袁营养不良或过盛对水稻生长都
不利遥这个时期对水的要求是浅水勤灌袁以水调肥尧以水调
气尧以水调温遥在肥分施用上袁应巧施穗肥防返青倒伏 [4]曰水
稻抽穗前袁吸收钾最多袁占全生育期的 90%以上遥乳芽抛秧

田袁水稻根系在土壤表层袁施钾能够壮秆防倒曰为防倒伏尧提

高千粒重袁在拔节前应晒田 7~10 d袁恢复水层后施 50%硫酸
钾 75~150 kg/hm2遥

有效防止黑根和早衰的主要措施袁确保水稻后期活根成熟
稻飞虱等病虫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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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遥因此袁要因品种制定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袁充分挖掘其

种是隆两优 1813袁剑叶最短的品种是和两优 713遥剑叶宽度

本地农民的种植习惯袁创两优茉莉占尧荆两优 266尧和两优

22 个展示品种的剑叶长度为 23~36 cm袁剑叶最长的品

为 1.4~2.4 cm袁剑叶最宽的品种是赣优 735袁剑叶最窄的品
种是隆两优华占遥

2.3 穗部经济性状

展示品种每穗实粒数最多的是隆两优 1813袁为 159.5 粒曰

每穗实粒数最少的品种是创两优 276袁为 98.5 粒遥理论产量
最高的品种是创两优茉莉占遥
3 结论与讨论

从田间观测情况看袁所有参展品种纯度高袁中前期长势
平衡袁多数品种株叶形态好袁但后期有所差异遥如七二优华
占后期易早衰曰荃优华占要及时收割袁否则有倒伏的可能曰
有的品种因密度过大袁影响了产量渊统一用种量尧统一直播冤

生产潜力袁体现品种本身的优势遥根据本年度的展示结果及
332尧两优二三丝苗等适合当阳市农户大面积种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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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种植户继续选择菜籽油质量较差尧花期较短尧不能满足榨

是歙县的一些重点景点的交通设施袁必须及时改善袁避免落

油需求的品种遥除此之外袁政府部门应当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袁

后的交通条件影响了歙县旅游行业的发展遥其次袁对于一些

尽量挽留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袁保证劳动力的年轻化袁促进

开发力度与宣传力度不足的区域袁应当积极寻找当地的特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遥同时袁相关部门还应当重视油菜种植与

色进行开发袁保证歙县的各个区域均衡发展遥再次袁相关部

生产的规模化尧产业化尧机械化等袁降低油菜种植成本袁提升

门应当邀请专业宣传人士对歙县进行宣传袁使更多的游客知

农户的经济收益[4]遥

道歙县的景色与人文袁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歙县游玩遥歙县的
农业尧农机尧广电尧宣传尧旅游等部门应明确自身的责任与职
能袁保证服务优良袁各司其职袁使游客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
热情袁建立起优秀的旅游口碑[3]遥

2.3 重视种植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袁保证油菜的产量与质量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除了要继续推广优质尧高产尧花期较
长的油菜品种袁还应当积极做好新品种的宣传示范袁避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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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袁促进科技服务与农业产业需求尧高校专家团队与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有效对接袁构建新型科技服务体系袁积极推广
水稻节肥节药尧提质增效栽培新技术[7-8]袁提升东港市水稻产
业科技贡献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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