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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淮地区绿色优质小麦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吴 川
渊江苏省邳州市农业农村局袁江苏邳州 221300冤

摘要 本规程规定了徐淮地区绿色优质小麦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袁主要包括产地环境尧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尧精细整地尧适期足墒播种尧
保证全苗尧配方施肥尧合理灌溉尧病虫草害防治尧适时收获尧贮藏尧生产废弃物处理及生产技术档案建立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推进徐淮地区绿
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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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尧省关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文件精神袁推进徐淮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袁进一
步规范徐淮地区绿色优质小麦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袁通过对
小麦栽培的产地环境尧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尧精细整地尧适
期足墒播种尧施肥尧田间管理尧收获尧贮藏尧生产废弃物处理
及生产技术档案建立等规定袁达到绿色优质农产品标准袁特
制定徐淮地区绿色优质小麦生产技术操作规程遥
1 产地环境
小麦生产基地单元要选择相对集中连片袁基地内大气尧
土壤尧水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要求袁生态环境良好尧
无污染的地区曰要远离工矿区和公路尧铁路干线袁基地周围

3 km2 和上风向 10 km 范围内不得有污染企业遥在绿色食品
和常规生产区域之间设置有效的缓冲带或物理屏障袁以防

虫严重地块袁用 40%辛硫磷乳油 7 500 mL/hm2 兑水 30 kg/hm2袁
拌细土 300 kg/hm2袁整地前均匀撒施全田遥
3

小麦生产基地多为小麦要水稻渊玉米冤轮作种植遥前茬
作物利用机械化收获同步秸秆粉碎均匀抛撒还田袁或用秸秆

还田机粉碎 1耀2 遍袁均匀平铺袁秸秆粉碎长度臆5 cm遥秸秆
还田地块袁配合施用符合 GB 20287 规定的有机物料腐熟剂
30耀60 kg/hm2袁结合深耕翻入土壤遥

适时进行深耕细作袁整地时土壤相对含水量应达到

75%左右袁如果土壤墒情较差袁要浇水造墒遥采用机耕袁耕深
25 cm 左右袁打破犁底层袁不漏耕曰耕透耙透袁耕耙配套袁达到
上松下实状态曰耕后复平袁保证浇水均匀遥
4 适期足墒播种

止绿色食品生产产地环境受到污染遥
2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选用通过省级或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袁且
适宜徐淮地区种植的高产尧优质尧抗逆性强的冬性或半冬性

小麦品种遥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1 的规定袁种子纯度不

低于 99.0豫尧净度不低于 99.0豫尧发芽率不低于 85.0豫尧水分

不高于 13.0豫遥适宜徐淮地区种植的丰产抗逆主推小麦品种

精细整地

整地后立即进行播种袁以保证土壤具有足够墒情袁提高

播种质量遥可选用小麦精播机或宽幅条播机播种袁行距 20耀

23 cm遥下种前要对播种机进行全面调试检修袁调好排种转
速袁调齐耧脚遥播种深度 3耀5 cm袁确保下种均匀袁深浅一致袁

覆土严密袁不重播袁不漏播遥做到畦平尧背直尧无坷垃袁种到地

头尧地边袁提高播种质量[1]遥适宜播期为 10 月 1要15 日袁在适
播期范围内袁一般播量 90耀120 kg/hm2袁基本苗控制为 180 万耀

为徐麦 33尧徐麦 30 等遥徐麦 33 符合国家小麦品种审定标

225 万株/hm2曰中晚茬地种植分蘖力弱尧成穗率低的品种袁一

部尧江苏北部等地区水地早中茬种植遥徐麦 33 为半冬性中

如遇整地质量较差尧因灾延误播期及墒情较差等袁可适当

准袁通过审定袁适宜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部尧安徽北

晚熟品种袁幼苗半匍匐袁苗势壮袁叶片宽长袁叶色浓绿曰冬前
分蘖力中等袁冬季抗寒性较好袁春季起身拔节较快袁两极分

般播量 120耀150 kg/hm2袁基本苗控制为 225 万耀300 万株/hm2遥

增加播种量遥水稻茬应加大播种量袁一般播 300~375 kg/hm2遥

化快袁抽穗晚袁春季抗寒性一般曰分蘖成穗率较高袁穗数较

每推迟 3 d袁播种量增加 7.5 kg/hm2 曰10 月 30 日后晚播田

等曰株型松紧适中袁旗叶宽大上冲袁叶黄绿色袁穗下节间较

225 kg/hm2遥播种时随种随压袁未带镇压装置的要在小麦播

多曰平均株高 76 cm 左右袁茎秆粗壮袁弹性较好袁抗倒性中
短袁穗层整齐袁穗多穗匀曰灌浆较快袁耐高温能力中等袁成熟落
黄较好曰纺锤形穗袁穗型中等袁码密袁长芒袁白壳尧白粒袁角质袁
饱满度较好袁黑胚率较低袁容重高曰产量三要素较协调袁有一
定丰产潜力曰中抗条锈病袁中感纹枯病尧白粉病尧叶枯病和叶
锈病袁赤霉病中度偏重曰品质指标达到国家强中筋小麦标准遥

播前选晴天晒种 1耀2 d袁要精选种子袁并去除烂粒尧秕粒尧

病粒等不合格种子遥选择药剂拌种袁100 kg 小麦种子选用
70%噻虫嗪可分散粉剂 60耀120 g袁与种子充分搅拌均匀袁晾干
后即可播种遥种子包衣处理适宜在播种前 1耀2 d 进行遥地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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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袁基本苗应控制在 450 万株/hm2 以内袁播量最多不能超过
种后及时镇压遥
5

保证全苗
出苗后及时查苗尧补苗遥出苗遇雨或土壤板结袁应及时

进行划锄袁破除土壤板结袁以保证全苗遥
6

配方施肥

实行配方施肥袁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 394 的规定袁有机

肥和无机肥配施袁基肥尧追肥结合袁氮素后移曰根据土壤硼尧

锌尧锰等元素含量针对性地补充使用微肥遥基施充分腐熟的
优质农家肥渊有机肥冤30 t/hm2尧45%复合肥 450 kg/hm2袁田间
撒匀遥追肥渊拔节孕穗肥冤一般掌握在小麦基部第一节间定
长尧分蘖高峰已过尧小分蘖开始死亡尧群体叶色褪淡时施用曰
苗情偏旺尧群体偏大地块可推迟至旗叶露尖时施用遥追施氮
27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11 期

农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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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上接第 26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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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