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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新品种济糯 33 的特征特性及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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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济糯 33 是由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和山东金诺种业有限公司联合选育的糯玉米杂交新品种遥本文阐述了济糯 33 品种的特征
特性袁介绍了其高产高效配套栽培技术袁主要包括隔离种植尧精细整地尧分期播种尧田间管理尧病虫害防治尧适时收获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提
高糯玉米种植效益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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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袁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由温饱型向品质型尧休

闲型转变袁糯玉米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遥济糯 33 是由济宁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和山东金诺种业有限公司联合选育的糯玉

需要遥
2.1 隔离种植

济糯 33 糯玉米应与普通玉米或其他类型玉米隔离种

米杂交种渊父本济 015 为京科糯 2000 套袋自交选系袁母本济

植袁具体方法有 3 种院一是屏障隔离袁以山岭尧房屋尧树木等自

东省审定渊审定编号院鲁审玉 20170034冤遥该品种具有高产稳

植其他玉米曰三是时间隔离袁要求与其他玉米花期错开 20 d

588 为济糯 3 号和郑单 958 杂交选系冤袁于 2017 年通过山

产尧口感好尧品质优尧综合抗性好等突出优点袁克服了鲜食玉
米优质与抗病虫害之间的矛盾袁在糯玉米生产上有着广阔

然屏障隔离[2]曰二是空间隔离袁要求周围 300 m 以内不得种
以上遥

2.2 精细整地

的推广应用前景遥现将该品种的特征特性及绿色高产配套

为了给种子发芽出苗和幼苗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

栽培技术总结如下袁以期为提高糯玉米种植效益和改善品

境袁播种前要精细整地袁使土壤细碎尧平整袁低洼地要起畦种

质提供技术参考遥

植袁提高播种质量袁保证苗齐尧苗全尧苗壮[3]遥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生物学特性

2.3 分期播种

济糯 33 在春尧夏尧秋季均可种植袁可早春覆膜播种袁也

株型半紧凑袁株高 271.9 cm袁幼苗叶鞘紫色袁全株叶片

可夏季直播遥春播要求 4 月上旬前完成袁夏播要求在 6 月下

倒伏率 3.4%遥果穗圆筒形袁穗位 117.2 cm袁商品鲜穗穗粗

在 16 益以上[4]遥一般大田适宜密度 5.25 万~6.00 万株/hm2袁水

19 片袁花药黄色袁花丝绿色遥鲜穗采收期 72 d袁倒折率 0.1%尧
4.6 cm尧穗长 19.2 cm尧穗粒数 483 粒尧秃顶 0.4 cm袁白粒袁白
轴袁果皮中厚遥
1.2 抗性

多年尧多点试验和区试结果显示袁济糯 33 综合抗性较

好遥2016 年接种鉴定院高抗大斑病袁抗弯孢叶斑病尧瘤黑粉病袁
中抗小斑病袁感粗缩病[1]遥济糯 33 茎秆中粗较硬袁抗倒伏遥

1.3 品质表现

济糯 33 粗蛋白含量 7.31%袁粗淀粉 54.41%袁赖氨酸

4.95 滋g/mg袁粗脂肪 5.44%袁可溶性固形物渊 湿基冤10.3% 遥

2013要2014 年袁综合评价是果穗色泽鲜艳袁外观品质优袁粒
饱满袁柔嫩度较好袁蒸煮后软黏清香口感好遥

1.4 产量表现

旬至 7 月上旬完成遥种植时应保证籽粒灌浆期的平均日温
肥条件较好的可达 6.75 万株/hm2遥多采用等行距种植袁行距

60 cm尧株距 25 cm曰也可采用宽窄行种植袁宽行距 80 cm尧窄
行距 40 cm袁株距 25 cm[5]遥
2.4 田间管理

三叶期间苗袁五叶期定苗袁在拔节期及时打杈拔除分蘖遥

济糯 33 需肥量较大袁施肥应重施基肥袁施好苗肥和穗肥袁多施
农家肥及磷尧钾肥袁在高产地块种植要注意增施锌肥[6]遥播种
前底施三元复合肥 300~375 kg/hm2尧腐熟农家肥 22.5 t/hm2曰

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225~300 kg/hm2遥水分管理与普通玉米
相似遥

2.5 病虫害防治
播种前对种子进行精选袁利用福亮或者嘧菌酯对种子进

在 2012 年品比试验中袁平均产鲜果穗 19 125 kg/hm2遥

行二次包衣遥苗期采用 10%吡虫啉喷雾防治灰飞虱尧蚜虫袁大

均收获鲜穗 57 855 穗/hm2袁鲜穗产量达 13 663.5 kg/hm2 遥

或喷雾防治玉米螟袁严禁使用高渊剧冤毒农药遥播种后要及时除

2015要2016 年袁参加山东省鲜食夏玉米品种区域试验袁2 年平

2015 年济宁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济糯 33 生产展示区田间实
测袁平均产鲜果穗 20 415 kg/hm2遥在济宁市嘉祥县尧兖州区
创建的百亩示范方袁经实收平均产鲜果穗 19 102.5 kg/hm2遥

2 高产栽培技术

根据济糯 33 的特征特性和相关高产栽培技术试验袁结

合生产经验袁总结出济糯 33 高产栽培技术袁以达到增加产
量尧提高品质的目的袁满足市场对优质尧安全尧营养糯玉米的
收稿日期

26

2019-02-25

喇叭口期采用 5%阿维菌素尧90%晶体敌百虫尧Bt 乳剂灌心
草袁播后苗前可选用 50%乙草胺微乳剂 3 000~3 750 mL/hm2
对土壤进行喷雾袁苗后可选用 15%硝磺草酮悬浮剂 750~
975 mL/hm2 进行茎叶喷雾[7]遥
2.6 适期收获

采收时间对鲜食糯玉米的口感尧商品品质影响显著袁食

用嫩果穗袁以乳熟期采收最佳[8-9]遥依据济糯 33 的品种特性
和当地气候特点袁夏播时在授粉后 20~30 d 收获为宜袁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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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量为总施氮量的 40%耀50%袁趁雨追施或与灌水结合进行
追施[2]遥

7 合理灌溉
对旋耕播种尧秸秆还田尧土壤悬空不实或缺墒的麦田必
须进行冬灌袁冬灌有利于保苗越冬和年后早春保持较好墒

情遥应于立冬至小雪期间袁日平均气温 3 益左右浇冻水遥提
倡节水灌溉袁禁止大水漫灌遥浇过冻水后袁墒情适宜及时进
行划锄遥小麦拔节期追肥浇水袁返青期尧起身期不追肥不浇
水袁及早进行划锄袁以促进根系发育遥拔节孕穗期是小麦需
水的临界期袁此时灌溉有利于减少小花退化袁增加穗粒数曰

一般用 4.5%高效氯氰菊酯 750 mL/hm2尧20%甲氰菊酯

乳油 450 mL/hm2 喷雾防治小麦红蜘蛛遥4 月下旬用 10%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 g/hm2 喷雾防治蚜虫曰抽穗扬花期即
5 月上旬袁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 g/hm2 第 2 次喷雾

防治蚜虫遥小麦抽穗扬花期若天气预报有 3 d 以上连阴雨天

气袁可用多菌灵胶悬剂渊微粉剂冤1.2 kg/hm2 或 50%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 1.5 kg/hm2 兑水 750 kg/hm2 喷雾遥如喷药后 24 h 内
遇雨袁应及时补喷遥

上述配方中再加入磷酸二氢钾 2.25 kg/hm2 可以起到增

加粒重尧促进灌浆尧防干热风尧补肥的作用袁但要现配现用遥

并结合浇水追施拔节孕穗肥 遥追肥浇水袁可显著提高小麦

对于麦田杂草袁应依据野秋防为主袁春防为辅冶的治草原

籽粒的营养品质和加工品质袁能够促进根系下扎袁有利于小

则袁加强防治遥对冬前未能及时除草而杂草又重的麦田袁此

[3]

麦延缓衰老尧提高粒重尧增加穗粒数遥
8 病虫草害防治
坚持野预防为主袁综合防治冶的植保方针袁推广绿色防控
技术袁优先采用农业防控尧理化诱控尧生态调控尧生物防控袁结
合总体开展化学防控曰农药使用应遵循 NY/T 393的规定遥

8.1 农业防治

选用抗性强的小麦品种袁如徐麦 33 等保持品种抗性曰采

用合理耕作制度尧轮作换茬等农艺措施袁减轻病虫害的发生遥
8.2 生物防治

利用天敌防控害虫袁小麦生产基地内麦田害虫天敌的
主要种类有食蚜蝇尧七星瓢虫等遥保护和利用好害虫天敌袁
可有效地防治麦田害虫袁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用量遥蚜茧蜂
寄生率超过 30%或益害比 1颐80耀100 时可不用药剂防治遥
8.3 物理防治

期应及时进行化除遥3 月上旬用 20%氯氟吡 氧乙酸乳油
450 mL/hm2 兑水喷雾防治麦田杂草袁安全间隔期为 60 d遥
9 适时收获

小麦蜡熟末期要及时收获[5]遥此时小麦长相为籽粒含水

量 22%左右尧茎秆尚有弹性尧叶片枯黄尧植株茎秆全部黄色尧

籽粒较坚硬且颜色接近本品种固有光泽遥提倡用联合收割机
收获袁实行单收尧单打遥
10 贮藏
做到绿色食品小麦单收尧单堆放尧单运尧单贮藏遥小麦收
获后及时晾晒袁清除杂质袁入库遥
11 生产废弃物处理
小麦生产的副产品主要包括秸秆尧麦糠等袁严禁焚烧尧
丢弃袁防止污染环境遥建议加装秸秆切碎抛撒装置袁要求粉
碎后的麦秸长度臆15 cm袁均匀抛撒曰或堆制有机肥曰或进行

物理防治措施主要包括改善土壤理化性状袁实施破坏

秸秆饲料化尧秸秆气化等综合利用遥使用过的农药瓶尧农药

有害生物栖息尧生活条件的耕尧耙技术措施袁如科学施肥尧合

袋不得随便丢弃袁避免对土壤和水源造成二次污染遥建立农

理灌溉尧精细播种等措施袁这些措施对于控制病虫害发生

药瓶尧农药袋回收机制袁统一销毁或二次利用遥

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遥同时袁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及害虫对色
泽的趋性进行诱杀袁如选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小麦黏虫袁单
灯控制面积 2耀3 hm2曰悬挂黄板 600耀900 块/hm2 诱杀蚜虫遥

8.4 化学防治

小麦病虫害主要有纹枯病尧白粉病尧蚜虫尧麦蜘蛛遥选择
对天敌杀伤力小的中尧低毒性化学农药袁避开自然天敌对农药

的敏感时期遥3 月下旬袁用 12.5%氟环唑悬浮剂 300 g/hm2 防

治小麦纹枯病曰用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600耀900 g/hm2
或 25%丙环唑乳油 450耀525 g/hm2 或 15%三唑酮可湿性粉

剂 1.2耀1.5 kg/hm2袁兑水 750 kg/hm2 均匀喷雾防治小麦条锈病尧
白粉病尧叶枯病袁间隔 7耀10 d 再喷药 1 次遥注意加大用水量袁
将药液均匀喷洒在麦株茎基部袁以提高防效[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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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般在授粉后 23~28 d 收获为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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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产档案
各生产基地要建立生产档案袁主要包括生产投入品采
购尧入库尧出库尧使用记录袁农事操作记录袁收获记录及储运
记录等袁生产档案要完整保存 5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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