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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双品种间作互补增产技术示范效果研究
许士云 1 皇 欣 2
渊 河南省柘城县农业局袁河南柘城 4762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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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进行了玉米双品种间作互补增产技术示范效果试验袁即对基因型不同尧表现型有差异的不同玉米杂交品种进行 2颐2 间作袁
在没有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袁只改变种植形式袁对玉米的增产效果进行分析遥结果表明袁玉米双品种合理间作具有明显的增产作用曰在产量的
构成因素中穗粒数的增加幅度较大袁其次是穗长尧粒重的增加和穗秃尖的减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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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品种间作互补增产技术示范是采用基因型不同尧
表现型有差异的不同玉米杂交种进行间作袁在没有增加生
产投入的情况下袁只改变种植形式的种植技术[1-3]遥为验证该
技术的应用效果袁进行了本试验遥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示范地情况

品种播种区 B冤平均增长 0.6 cm曰秃尖较 CK1 平均减少 0.6 cm袁

较 CK2 平均减少 0.4 cm曰行粒数较 CK1 平均增加 3.0 粒袁较

CK2 平均增加 1.5 粒曰千粒重较 CK1 平均增加 17.4 g袁较 CK2
平均增加 12.1 g曰产量较 CK1 平均增加 1 012.5 kg/hm2 渊增
幅 10.7%冤袁较CK2 平均增加 892.5 kg/hm2渊增幅 9.3%冤袁增产
效果显著遥

表 1 不同种植方式玉米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

示范点安排在柘城县张桥农场袁交通便利尧地势平坦尧地

力均匀尧排灌方便遥土壤有机质含量 17.5 g/kg尧全氮 1.06 g/kg尧

有效磷 11.8 mg/kg尧速效钾 167.0 mg/kg尧缓效钾 839.4 mg/kg袁
pH 值 7.9遥前茬作物为小麦袁6 月 3 日机械收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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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该示范设 3 个处理袁分别为单品种播种区 A渊CK1冤袁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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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种播种区 B渊CK2冤袁选用玉米品种金秋 119渊Z635伊ZH79冤袁

作用曰在产量的构成因素中袁穗粒数的增加幅度较大袁其次

玉米品种裕丰 303渊CT1669伊CT3354冤袁示范播种面积 0.2 hm2曰
示范播种面积 0.2 hm2曰双品种间作区渊T冤袁采用裕丰 303 和
金秋 119 进行 2颐2 间作袁示范播种面积 0.67 hm2遥3 个处理同
一天完成播种袁采用统一播种机械袁行距尧株距一致[4-6]遥
1.3 示范实施
6 月 4 日机械播种袁采用宽窄行种植袁窄行距 40 cm袁宽

行距 80 cm袁株距 25 cm曰采用种肥同播袁播种时用 50%缓释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玉米双品种合理间作具有明显的增产

是穗长尧粒重的增加和穗秃尖的减少遥采用基因型不同尧表
现型有差异的不同玉米杂交品种进行 2颐2 间作袁在没有增加

生产投入的情况下袁只改变种植形式袁能提高玉米产量袁原
因主要是基因型和表现型差异袁群体结构发生改变袁表现出
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袁使高低不平的冠层表面受光面积增加袁

复合肥渊28-10-12冤750 kg/hm2 作底肥遥6 月 7要8 日浇水渊花

田间透光性明显改善袁使田间高温热害明显减轻曰其次是田

甲氨基阿维菌素窑苯甲酸盐曰6 月 11 日出苗袁田间出苗整齐曰
6 月 16 日喷洒玉米田间除草剂玉展+冠露渊烟嘧磺隆+莠去

透气性袁提高了光合作用袁植株生长健壮根系发达袁玉米田

管自喷带冤曰6 月 10 日田间防病治虫 1 次袁防治药剂为噻虫嗪+

津冤曰6 月 30 日尧7 月 22 日尧8 月 15 日田间各防病治虫 1 次
渊无人机飞防冤袁防病药剂为 2.5%氯氟氰菊酯微乳剂尧20%啶
虫脒可湿性粉剂尧10%吡虫啉乳油尧硫酸锌等遥8 月 10 日浇
水 1 次袁9 月 28 日统一机械收获遥
1.4 调查内容与方法

按照示范要求袁于玉米收获前 10 d袁进行田间取样调查袁
每处理按五点取样法取样袁穗长尧秃尖尧穗行数尧穗粒数调查
每点按连续 20 株平均值计算结果曰千粒重按收获后玉米自
然风干袁水分达到 14豫时取样称重计算结果遥
2 结果与分析

在调查中发现袁双品种间作引起产量构成因素发生了明
显变化袁但各因素变化程度不同遥其中袁处理 T渊双品种间作

区冤穗长较 CK1渊单品种播种区 A冤平均增长 0.9 cm袁较 CK2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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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透气性的改善袁使田间气体交换能力增强袁改善了田间的
间抗病尧抗倒能力增强袁从而达到增加产量的效果遥
玉米双品种间作袁虽然技术简单袁但其增产机理十分复
杂袁品种间合理搭配极为重要袁既要考虑到间作品种生育
期相近袁又要强调相关性状的差异性和高秆品种的增产潜力袁
同时考虑到矮秆品种的稳定性遥由于该技术涉及到品种的
基因型尧表现型和田间气候等因素对其增产机理的影响和
具体技术问题袁因而需要通过小面积试验才能大面积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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