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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县无公害大豆栽培技术
于 欢
渊黑龙江省甘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袁黑龙江甘南 162100冤

摘要 本文根据甘南县种植生产环境袁总结了无公害大豆栽培技术袁包括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尧选茬与整地尧适期播种尧合理施肥尧适
时灌水尧病虫草害防治尧收获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甘南县大豆生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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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大豆原产地袁栽培历史悠久袁大豆在我国食物生
产和消费系统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遥近年来袁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我国对高产优质大豆的需求越来越多袁

平播垄管地块播种时袁开沟器间误差小于 1 cm袁往复综

合误差小于 5 cm袁播深 3~5 cm袁覆土一致袁播后及时镇压遥当
大豆拱土时及时进行铲前趟一犁进行苗期深松遥

大豆及其产品已成为不可替代的保障物资遥甘南县位于黑

4 合理施肥

2 600~2 900 h袁无霜期为 125~145 d袁有效积温为 2 686.8 益袁

根据土壤肥力确定施肥量袁施有机质含量 8豫以上的有机肥

有利于无公害大豆的栽培遥

尿素 22.5~30.0 kg/hm2尧50豫硫酸钾 75~100 kg/hm2袁深施于种

龙江省西部袁以黑土为主袁年平均气温为 2.6 益袁日照时数为

年平均降雨量为 455 mm曰空气清洁袁光照充足袁降水集中袁
1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选择经审定推广的优质尧高效尧抗逆性强尧脂 肪含量

22.5豫以上或蛋白质含量 45%以上的品种遥高油品种选择

垦农 18尧合丰 40尧垦鉴豆 3 号和垦农 4 号袁高蛋白品种选择
黑生 101 和黑农 35袁兼用型品种选择合丰 41 和绥农 14 等遥

播前要进行种子精选袁要求净度达到 99豫尧纯度达到

98豫尧出苗率达到 85豫以上的二级以上种子标准 遥于播前

施肥原则为平衡施肥袁并符合 NY/T 394 准则要求遥底肥

30 m3/hm2袁结合整地袁一次施入遥种肥施磷酸二铵 150 kg/hm2尧

子下方 4~5 cm 处袁切忌种肥同位袁以免烧种[4]遥结合二遍铲
趟追施尿素 75 kg/hm2袁在大豆盛花期袁用尿素 1.0 kg/hm2+

磷酸二氢钾 1.5 kg/hm2袁溶于 500 kg/hm2 水中进行叶面喷施曰
或用爱丰有机腐植酸液肥 1 500~1 875 mL/hm2袁兑水 300~
400 倍叶面喷洒遥每隔 7 d 喷 1 次袁共喷 2~3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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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种子进行人工或机械清选袁剔除病斑杂粒和杂质遥播前可
选用高质量的大豆种衣剂包衣袁以防治地下害虫和二条叶

甲等虫害遥采用微肥拌种袁按 1 kg 种子拌钼酸铵 2~4 g尧硼砂
1~3 g尧硫酸锌 3~4 g尧硫酸锰 3~6 g尧硫酸镁 2~4 g遥

适时灌水

农田灌溉用水应符合 GB 508要92 水质要求遥根据旱情

和大豆生育进程袁及时进行喷灌遥分枝至开花期袁喷水量应
在 30~35 mm 之间曰开花期至结荚期应喷灌 30~40 mm袁结
荚至鼓粒期喷灌量应在 30~35 mm 之间袁要节水灌溉袁喷匀尧
喷透遥

2 选茬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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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轮作制袁做到不重茬尧不迎茬遥

用 50豫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 40豫多菌灵胶悬剂 1.5 kg/hm2袁

合理轮作袁前茬以玉米尧马铃薯尧小麦为主袁实行 3 年以
整地时袁以伏秋整地为主袁尽量做到保墒整地曰有深松基

础的玉米茬可原垄播种遥整地质量达到耕层土壤细碎尧疏松尧

病虫草害防治

大豆花荚期袁当叶片 3.0豫以上出现大豆灰斑病病斑时袁

兑水 450 kg/hm2 喷雾遥

于 8 月 10 日前后袁开始防治大豆食心虫袁用 80豫敌敌

地面平整袁10 m 宽幅内高低不超过 3 cm袁耕层内直径 5 cm 的

畏乳油 1.5~2.0 kg/hm2 制成毒棒熏蒸曰如封垄差袁可用 2.5豫

除根茬尧耢平垄体为主袁达待播状态[2]遥

行叶面喷施遥在蚜虫和红蜘蛛的防治上袁可用 35豫赛丹乳

土块不超过 5 个/m2袁达到适宜播种状态遥原垄种大豆袁以清
3 适期播种

当地温稳定通过 7~8 益时袁开始播种遥在保证播种质量

的前提下袁根据品种特性适期早播遥

播种方法以野垄三栽培冶野精量点播冶和野大豆行间覆膜冶

播种为核心袁提高播种质量遥采用垄上精量播种袁或 45 cm
平播后起垄遥窄行密植保苗 33 万~35 万株/hm2袁垄作保苗

23 万~30 万株/hm2袁大垄密植栽培保苗 30 万~35 万株/hm2遥
根据地势尧土壤尧水肥条件和品种特性确定种植密度袁播量
为 60~75 kg/hm2遥总播量误差不超过 2豫袁单口排量不超过
3豫袁播种均匀袁20 cm 内无籽为断条[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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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杀死等菊酯类农药 0.30~0.45 kg/hm2袁兑水 500 kg/hm2 进
油 1 000~1 500 mL/hm2袁或用 10豫吡虫啉溶液 1 500 mL/hm2袁

或用 1.8豫阿维菌素制剂 150 mL/hm2袁兑水 400~500 kg/hm2
喷施遥

土壤墒情好除草可采取土壤封闭处理袁春季干旱地块
提倡苗后除草遥在大豆播后出苗前袁对土壤进行封闭处理袁

可用 50豫乙草胺乳油 2 500~3 000 mL/hm2+48豫广灭灵乳油
800~1 000 mL/hm2袁兑水 200 kg/hm2 对土壤进行喷雾遥大豆

出苗后袁杂草二至四叶期进行茎叶处理遥防除禾本科杂草
可用 5豫精禾草克乳油 900~1 500 mL/hm2袁或用 15%精稳
杀得乳油 750~1 000 mL/hm2袁或用 10.8豫高效盖草能乳油
450 mL/hm2袁或用 12.5豫拿捕净乳油 1 250~1 500 mL/hm2袁

加 10豫克莠灵 1 500 mL/hm2 兑水 200 kg/hm2 对准杂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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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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