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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甬优 12 杂交稻高产示范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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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农业技术管理服务站袁浙江宁波 3151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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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 2018 年甬优 12 杂交稻高产示范工作情况及水稻苗蘖动态和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进行了阐述袁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分析袁以期为以后示范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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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优 12 从幼穗开始至灌浆结实期对光周期及有效积

温要求较高袁海曙区属于较适合栽培地区遥2018 年袁根据市
农业局和市种子公司安排袁在洞桥镇百梁桥村开展了甬优
12 高产示范试验遥现将相关情况总结如下遥
1 基本情况及苗蘖动态

2018 年的高产示范方面积 7.37 hm 袁播期 5 月 20要23 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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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种期 6 月 13要17 日袁手工插种袁种植规格 26.5 cm伊26.5 cm袁
单本袁基本苗 15 万株/hm2袁落田苗 45 万株/hm2遥7 月 10 日开
始排水搁田袁7 月 18 日复水遥肥料施纯 N 311 kg/hm2尧P2O5

161 kg/hm2尧K2O 349 kg/hm2尧商品有机肥 7 500 kg/hm2遥根据

观察记载袁始穗期为 9 月 8 日袁齐穗期为 9 月 15 日渊表 1冤袁成

熟期为 11 月 29 日袁全生育期 193 d遥理论产量 13 020 kg/hm2袁
实割产量 12 435 kg/hm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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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日期
06-13
06-16
06-28
07-03
07-08
07-12
07-18
07-25
08-02
08-10
08-19
08-24
08-30
09-08
09-15

2.2 适当推迟播种期

在多年的高产攻关中袁播种期从原来的 5 月底逐渐提

前到 5 月 5 日遥播种期的不断提早袁对提早抽穗尧改善灌
浆期的温光条件较有利袁但也带来了以下 2 个问题遥一是播
种后 40 d渊秧龄 20 d袁播种后的移苗期 20 d冤搁田控苗时尚

处在梅雨季节袁达不到控苗要求袁在梅雨重的年份袁田间最

高苗会突破 450 万株/hm2袁甚至达到 525 万株/hm2 以上袁这

样的群体要创高产显然是不可能的遥二是提前播栽袁自然的
生育进程与光周期不能相吻袁进入幼穗分化的叶龄指标会早
于短日照指标的实现时间袁出现出叶速度变缓等现象袁这样
也可能会导致水稻生理机能老化衰退遥基于以上 2 个方面
的考虑袁尤其是为有利于搁田控苗袁2018 年把播种期推迟
到 5 月 20要25 日之间遥推迟播栽期虽然有效避开了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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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右袁影响了促早发尧争大穗的目标实现[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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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技术措施

2.1 改盘育秧为水育秧

控苗时段的梅雨影响问题袁但的确也丧失了一段水稻灌浆
期的宝贵温光资源[2]袁对获得高产不利遥
2.3

提高密度减少基本苗

过去几年袁种植规格多采用 30.0 cm伊26.4 cm袁且双本插袁

插植 11.1 万~12.6 万丛/hm2袁基本苗 22.5 万~25.5 万株/hm2遥

2018 年插秧规格采用 26.5 cm伊26.5 cm袁单本插袁插植密度

14.1 万丛/hm2袁但基本苗降到了 14.1 万株/hm2遥采取提高种

植密度尧减少基本苗的技术措施袁考虑的是既不影响个体发
育袁又能推迟搁田控苗时间[3]遥目的虽然达到了袁但也带来了
一个问题袁就是在有效穗的构成中袁分蘖穗比例过大袁主茎
穗与分蘖穗的比例达到 1.0颐12.5遥分蘖穗比例的提高袁势必
产生大量的高节位分蘖穗袁对创建高产显然也是不利的遥
2.4 应用缓渊控冤释复合肥
采用缓渊控冤释复合肥作基肥袁以提高肥料的作用期和

2010要2017 年袁均采用盘育秧遥对于盘育秧袁已基本掌

利用率遥控失缓释复合肥袁是最新复合肥生产的料研成果袁

江省单季晚稻百亩方吉尼斯记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但从

用的是中科院的纳米技术袁能使溶解的养分元素渊离子态冤

握了培育壮秧和促早发的技术要领袁这对先后创造 11 次浙

2013 年开始袁鉴于连续几年产量均未突破的现实袁故而尝试
换一种育秧方式遥但实践证明袁水育秧也带来了问题袁主要
是可以延长秧龄的认识误区袁造成了秧龄延长袁秧苗群体
过大尧分蘖缺位的现象遥2018 年水育秧的实际播 种量为

150 kg/hm2袁按照原来认定的秧龄渊d冤伊播种量渊kg冤臆200 的
计算公式袁播种量 150 kg/hm2 的适宜秧龄为臆20 d袁但实际
秧龄达 25 d 以上遥秧龄延长的 5 d袁出叶约 1.5 叶遥由于秧
苗密度偏高袁导致六叶期基部第 3 叶节的分蘖缺失率达到
收稿日期 2019-02-27

其特点是控制流失和缓释[4]遥安徽六角网孔控失缓释肥袁利
固定在纳米级的网孔中袁避免了养分流失袁使氮尧磷尧钾主要
养分元素的利用率提高 20%以上遥2018 年用作基肥的除商
品有机肥 7 500 kg/hm2 和氯化铵 225 kg/hm2 外袁主要是采用

了控失缓释肥渊18-10-18冤600 kg/hm2遥该肥料的使用袁使总
用氮量减少了 10%袁磷尧钾用量也相应有所减少袁后期植株

缺氮现象基本消除遥但也带来了以下 2 个问题曰一是分蘖期
氮素略显不足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分蘖速度曰二是灌浆后期
叶片难以正常褪色袁推迟了成熟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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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冰等院适用旱地麦要豆轮作模式下的高效种养技术探析
持力度袁要积极培育和延伸产业链袁强化市场监管袁规范市
场流通袁实现旱地现代农业创新式尧跨越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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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白色袁薯块品质较软尧味淡遥专用于采摘茎叶种植遥

2.26 本地香薯

3

该品种与阳江妹甘薯极相似袁株型半直立袁中长蔓袁蔓
粗中等曰成叶心齿形袁叶片大小中等袁顶叶尧成叶均为绿色袁
叶主脉尧叶侧脉尧柄基色尧脉基色均为绿色袁叶柄尧茎为绿带
紫曰薯块下纺缍形袁薯皮红色袁薯肉白色曰蒸煮熟后又粉又
香袁口感味道特别好曰鲜薯平均产量 18 788.1 kg/hm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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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广菜薯 5

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袁苗期生势较旺袁中蔓分枝较多曰顶
叶绿色袁叶尖心形带齿袁叶脉尧茎皆为绿色袁茎尖无茸毛曰薯
形纺锤袁薯皮白色袁薯肉白色曰幼嫩茎尖烫后颜色为绿色袁略
有香味和苦涩味袁微甜袁有滑腻感曰薯块食味淡袁无香味袁以
食叶为主遥
2.28 福薯 18 号
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袁短蔓曰叶心带齿形袁顶叶尧成叶尧叶
脉尧叶柄和茎均为绿色曰茎尖无茸毛袁烫后颜色绿袁微甜尧有
香味袁无苦涩味袁有滑腻感曰薯形纺锤袁薯皮白色袁薯肉白色遥
2.29 福薯 7-6

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袁短蔓袁单株分枝 10 个左右曰顶叶尧

成叶尧叶脉尧叶柄和茎蔓均为绿色袁叶脉基部淡紫色袁叶片心
脏形曰茎尖绒毛少袁颜色翠绿袁食味清甜袁无苦涩味袁适口性
好袁煮熟后保持绿色时间长曰薯块纺缍形袁薯皮粉红色袁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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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

一是从工作上看袁对 2018 年的高产示范有畏难情绪袁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 表明袁 产 量 最 高 的为 四 季 红 袁 平 均 产 鲜 薯

37 500 kg/hm2袁主要缺点为株蔓高尧容易倒伏曰其次是福薯
604袁平均产鲜薯 35 835 kg/hm2袁主要缺点为丝多尧口感一般曰

产量高尧食味佳尧值得大面积推广的品种主要有广薯 87渊产量
33 450 kg/hm2冤尧普薯 32 号渊产量 31 905 kg/hm2冤尧广薯 79 渊 产
量 30 465 kg/hm2冤曰产量较高的 2 个品种湛薯271尧紫罗兰袁

可根据个人食味和用途适度推广曰其他产量一般尧蒸煮熟后
又粉又香尧口感味道特别好的品种袁如阳江妹渊面包王冤尧本
地香薯袁可根据实际需要小面积种植曰广薯菜 5 号尧福薯 76袁薯块食味淡袁无香味袁以食叶为主袁可用于采摘茎叶种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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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控失缓释肥应增加分蘖肥渊主要是氮肥冤袁而实际上分
蘖期的氮肥没有相应增加袁造成低节位的大分蘖减少曰水育
秧由于秧苗素质差袁应该相应增加基本苗袁而实际上基本苗

工作上抓得不紧遥如盲目施用沼液导致出现僵苗尧死苗现

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遥

象曰灌浆期出现灌水不及时土壤过干现象曰施肥不均匀导致

4

水稻生长不平衡曰插种季节把握不牢袁造成秧龄过长问题等遥
这些问题的存在袁均影响了高产创建遥二是从技术上看袁尽
管所采取的一些新措施都具有探索性袁是一些新的尝试袁但
缺乏的是相应配套技术的综合应用袁如推迟播种应该更重视
促早发袁而实际上促早发技术没有相应跟上曰推迟播栽应
该相应提高基本苗袁而实际上基本苗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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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应该积极地对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袁在问题
解决过程中还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袁保证粮食生产安全袁
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发展[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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