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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学

冀东滨海稻区机插秧水肥管理技术
田 丽
渊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农业农村局袁河北唐山 063299冤

摘要 冀东滨海稻区为重盐碱土壤袁水稻田水分管理提倡田间水分垂直渗透袁增加田间通透性袁改善水质袁促进水稻根系生长曰肥料管
理应选择使用有机肥和酸性肥料袁改良土壤的酸碱度和盐渍化遥本文针对冀东滨海稻区机插秧水肥管理和具体操作技术做出详细叙述袁以
期为提高稻农管理水平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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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滨海稻区因临渤海土壤含盐高袁水分管理必须做
到灌排水的沟要深尧埝埂要牢固结实和毛渠干净卫生无杂

增高或调低遥
3 插后本田管理

水稻在移栽完成之后袁还需要经历 6 个生育期袁即返青

草异物袁保持排灌水畅通无阻袁达到地块充分洗盐洗碱垂直
渗透的效果袁让水稻根系向下垂直生长袁吸收深层土壤中的
更多营养成分袁防止倒伏和早衰遥肥料管理要增施有机肥料袁

期尧分蘖期尧拔节孕穗期尧抽穗开花期尧灌浆期尧成熟期遥
3.1

返青期

减少化肥用量袁选购酸性肥料袁尽量不要购买含氯肥料和假

通常情况下袁移栽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损伤水稻根系袁从

肥料遥近几年水稻分蘖期叶片出现白化现象越来越多袁这种

而降低其吸收水分的能力袁此时田间若是水量过少袁就会造

现象主要就是和使用的化肥有关袁现在缓渊控冤释肥料多数

成稻根吸收的水分少尧叶片丧失的水分多袁导致入不敷出袁

都含氯袁而且含量越来越高尧用量越来越多遥长年施用积累

轻则返青期延长袁重则卷叶死苗遥秧苗素质好的水稻返青时

的氯离子损坏土壤耕层袁致使土壤全盐量升高尧pH 值偏碱
和一些重金属超标袁导致秧苗分蘖期出现白化尧成熟期贪
青晚熟尧产量低和稻谷品质下降遥在冀东滨海稻区重盐碱
土壤上袁为了使农业增收尧提质增效尧提高稻农收入袁离不开
关键的水肥管理技术袁种植户应因地制宜袁结合实地情况科
学管理袁提高水稻产量袁增加经济效益遥
1 插秧前准备
1.1 拉荒整地

从整地措施来看袁重心为秋耕冬灌袁最适宜的耕层深度
是保持 20耀25 cm袁这一深度方便进行晒垡熟化土壤袁泡田拉
荒袁减少盐碱袁达到有效灭虫灭菌的效果遥耙地之前先清挖
筑埝灌排水沟袁深度达到 60 cm 以上袁使灌排水保持畅通
无阻遥耙地后用除草剂进行水封闭处理袁保持水层 7 d 以上遥

1.2 施基肥与调整水层

耙地前调整水层袁施入缓渊控冤释肥料 450~600 kg/hm2遥

趁泥浆未沉淀时施入缓渊控冤释肥料 450~600 kg/hm2 或 64%

磷酸二铵 150~225 kg/hm2+尿素 120~150 kg/hm2遥稻田施肥后
不能排水袁也不能换水袁田间水少时可适当补水袁以减少肥
料流失[1]遥

2 机插秧

插秧一般都在 5 月中旬开始袁6 月初插完遥根据品种特

征特性决定插秧密度袁一般插秧规格为 30 cm伊14~18 cm遥适
当稀插有利于充分发挥分蘖成穗的作用袁容易获得高产渊肥
田少插尧瘦田密植冤遥机插秧的作业质量对水稻的高产尧稳产
影响明显袁要求野浅插尧插齐尧插直尧插匀尧不漏插冶遥一般插秧
深度为 1~2 cm袁深不过寸袁浅不漂秧袁要深浅一致无漂秧遥

在插秧过程中袁只需要保持 2~3 cm 深水层遥在一块地

插秧完成之后袁再按照秧苗的实际高度袁对水层进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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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移栽后 6耀8 d袁秧苗素质不好的需要 10耀12 d 以上遥因
此袁禾苗移栽后必须深水返青袁一般水深 3耀5 cm袁以防生
理失水袁以便提早返青袁减少死苗[2]遥
3.2

分蘖期
在这一时期袁则应进行浅水分蘖袁主要原因是水层深度

若是过高袁会导致土壤缺氧闭气袁不仅使基部光照不足袁还
会导致养分分解缓慢袁阻碍分蘖的正常进行袁一般应灌 2~

3 cm 深的浅水层袁并做到野后水不见前水冶袁以利协调土壤中

的水尧肥尧气尧热遥秸秆还田的地块袁深挖灌排水沟袁降低沟内
水位或适当落干袁增强土壤透气性袁做到田内垂直渗透袁
能有效促使有毒有害物质转化和硫化氢气体排出袁促进根
系生长活力袁防止养分吸收不足造成烂根死苗尧红苗或僵苗
不长遥

在分蘖初期袁一般会从 10%的稻株逐渐分蘖至 50%稻

株分蘖遥在这一时期进行追肥袁能够促进分蘖完成遥蘖肥采
取看根施肥袁根系健壮有白根尧新根可以施肥袁如果没有新
根或是黑根或黄褐色根系尽量不施肥或推迟施肥时间遥一
般蘖肥分 2 次使用袁第 1 次蘖肥于插秧后 7~10 d 追施尿素

75.0~112.5 kg/hm2袁一水施锌肥 7.5~15.0 kg/hm2 或硅锌肥
105.0~112.5 kg/hm2遥

在分蘖中期袁通常是 50%稻株开始分蘖袁直到实现田间

总茎数的 80%遥这一时期施肥袁除了能促进水稻分蘖之外袁
还能够推动分蘖成穗遥第 2 次蘖肥与第 1 次施肥间隔 7~10 d袁
追施尿素 112.5~150.0 kg/hm2遥

在分蘖末期袁田间总茎数就已经实现了 100%的目标遥

在这一时期应该谨慎施用保蘖肥遥在田地肥力较低尧稻株数
目不足尧叶色发黄之时袁合理施用保蘖肥遥若是施肥量超标袁
则会产生大量无效分蘖[3]遥
分蘖末期烤田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袁如稻苗生长状
况和土质尧环境尧肥料等袁综合分析之后袁得出最为合适的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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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时机和程度遥分蘖末期渊6 月底至 7 月初冤应排水落干烤
田袁烤田一般为 10 d 左右袁至地面有裂纹进地不陷脚为止曰
重盐碱地酌情烤田袁以免返盐返碱遥烤田结束后适合小水灌

溉遥烤田能控制无效分蘖袁巩固有效分蘖袁减少养分消耗袁使
主茎和有效蘖获得更多的养分供应曰烤田可使氮素代谢下降袁

气尧以水调温的目的遥
3.4 抽穗开花期

抽穗开花期一般在 7 月底至 8 月初袁生育期 170 d 以上

的品种在 8 月 15要20 日遥水稻抽穗开花期有着相对较强的

光合作用袁需水量达到最高值遥若是水量不足袁则光合作用

控制营养生长速度袁抑制节间生长袁缩短第一尧第二节间袁增

降低袁无法完成正常新陈代谢袁出现发育不良情况袁颖花退化

厚秆壁袁提高抗倒伏能力遥

和不孕几率大幅度提升遥基于这一情况袁必须精准把握土壤

3.3 孕穗拔节期

中水与氧的关系袁维持根系健康袁保证枝叶正常发育袁从根

孕穗拔节期是指 10%稻株孕穗拔节至 80%稻株孕穗拔

本上提升水稻结实率遥水层管理重点是以水调肥尧以水调

节这一段时期遥对于东北品种而言袁通常孕穗拔节期处于

气尧以水调温尧以气养根尧以根养叶尧以叶壮籽袁籽粒饱满袁活

品种袁通常孕穗拔节处于 7 月初遥在水稻生育过程中袁孕穗

干旱时要加深水层遥齐穗后要看天尧看地袁并根据水稻长相

6 月底至 7 月初袁在 30 d 左右曰而对于生育期 170 d 以上的
拔节期属于需水临界期袁此时水稻植株生长量会出现激增
情况袁同时稻株根茎会达到一个高峰袁相应稻株叶片开始生
长发育袁实现全生育期中最高的群体叶面指数袁生长重心

棵成熟袁增加产量遥抽穗期间稻田水层应为 3~5 cm 深袁高温
适当补充营养袁一般采取根外追肥的方法遥以喷施磷尧钾肥
和微量元素为主袁以 0.5%耀1.0%的浓度进行叶面喷肥遥
3.5 灌浆期

开始向穗部转移遥在这一情况下袁水稻对于水肥反应以及环

水稻灌浆期间需要足够的养分袁养分过多贪青晚熟袁养

境变化会较为敏感袁稻田不可缺少水分袁通常需要保持 3 cm

分过少水稻早衰遥在正式步入黄熟时期之后袁必须保证稻田

左右的水层曰否则袁就会导致颖花分化少而退化多袁穗小袁产

合理的干湿交替袁借此也可以促进籽粒发育尧青秆尧绿叶尧黄

量出现下降遥此期需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袁根据天气来进行

粒尧活秆成熟遥这一时期的最佳管水方案为干干湿湿尧以湿

适当灌溉袁时刻保持土壤水分充足 遥通常情况下袁这一时期

为主袁这一方法不仅能够保持田间水尧氧平衡袁避免出现病

正值雨季袁水量不会存在缺乏情况曰同时植株繁盛袁地面不

害袁保持根叶健康袁还可以实现以水调气尧以气养根尧以根保

会受到阳光直射袁土壤能够保持充足水分遥因此袁应该坚持

叶尧以叶壮籽的目的遥土壤盐碱较重的田块前期适当增加灌

小雨不排袁大雨排干袁调气促根保叶袁及时清除杂草袁保持土

水深度袁应充分利用雨水袁高处保水袁洼处勤排水遥

壤氧气量充足袁防止发生纹枯病尧稻瘟病遥

3.6 成熟期

该施用穗肥袁以促进一尧二次枝梗实现分化渊促花肥冤曰在花

50 d袁水稻进入完熟期渊米粒坚硬袁含水量 20%左右冤袁成熟率

[4]

在穗分化时期袁第一苞原基分化渊抽穗前 30 d冤之前应

俗话说院野宁割九成稻袁不收十成谷冶遥一般抽穗后 40耀

粉母细胞形成期渊抽穗前 15耀20 d冤前施肥袁可以保证粒数增

达 95%以上即可适时收割遥收割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稻米

肥袁则花粉充实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遥巧施穗肥袁叶色偏淡袁

4

加袁同时也可避免出现颖花败育的情况遥若是延迟此次施
落黄较早的要早施曰叶色浓绿的要少施或不施肥袁防止后期
倒伏和贪青晚熟遥要适量施用钾肥袁促早熟袁壮茎秆袁提高水
稻茎秆的抗倒伏能力遥穗肥以施促花肥为主袁氮尧磷尧钾肥平
衡搭配袁一般施尿素 60~90 kg/hm2尧二铵 30~45 kg/hm2尧硫酸钾
45~75 kg/hm2遥施保花肥时袁要降低尿素的使用量袁防止贪青

晚熟遥中期对水的要求是浅水勤灌袁达到以水调肥尧以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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