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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夏大豆机械化收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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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冤

摘要 机械化收获是夏大豆生产发展的必然遥本文分析了夏大豆机械化收获损失率高的原因袁结合生产实践提出了夏大豆机械化收
获降低损失率的作业要点袁以期为提高机械收获效率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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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袁第二尧三产业从业人员迅速

豆完熟初期袁此时大豆叶片全部脱落袁茎尧荚和籽粒均呈现

增加袁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袁导致传统的第一产业从
业人员数量迅速降低袁农村从业人口逐渐减少袁人力成本迅

出原有品种的色泽袁籽粒含水量 19%左右袁用手摇动植株会

速增加袁农业生产机械化成为必然 遥夏大豆机械化收获起

发出清脆的响声[6]遥作业时间应选在干燥的晴天袁一般选择
在中午或者午后进行遥

[1]

步较晚[2]袁其损失率高是制约夏大豆机械化收获推广应用的

首要因素[3]遥因此袁本文以降低大豆机械化损失率为切入点袁

2.1.2

作业机械遥淤清机遥作业前清理机体内残留的作物种

子尧残茬及泥土袁以防影响大豆品质遥于拨禾轮遥根据大豆成

分析了夏大豆机械化收获损失率高的原因袁提出了夏大豆

熟期调整拨禾轮转速和添加拨禾板袁含水量较高的豆杆转

机械化收获作业要点袁旨在为夏大豆机械化生产提供技术
参考遥

速宜高袁已经干透的豆杆转速宜低遥盂滚筒遥适当调整滚筒转

1 夏大豆机械化收获损失率高的原因

1.1 收获时期不当
关中地区是小麦要大豆二元轮作制袁夏大豆收获后还
要播种小麦袁种植户往往尚未等到大豆完全成熟就开始收
割袁导致收获的大豆籽粒尧秸秆尧豆皮分离不清袁损失较大遥
同时袁收获时期过晚袁大豆籽粒过于干燥也会造成破损损失遥
1.2 收获时间不当
大豆成熟后袁种植户在大豆机械化收获过程中不注重

速[7]袁一般脱粒滚筒转速 715 r/min尧分离滚筒转速 608 r/min遥

若豆杆比较潮湿或者过于干燥袁可分别选用脱粒滚筒转速
850 r/min 和 500 r/min 进行脱粒遥榆割台高度遥宜机收大豆品

种结荚高度为 15 cm 左右袁普通大豆的结荚高度为 10 cm袁一
般要求割台高度低于结荚高度 3 cm 左右袁同时农机手可根
据收割大豆品种的高度自行调整[8-10]遥

2.1.3

试收割遥作业准备完毕后袁可开机进行试收割袁如出

现大豆籽粒破损尧分离不清等问题应及时停机调整袁直至收
获质量符合大豆联合收割机作业质量要求渊损失率臆3%袁含

收获时间的选择袁往往选择在农田湿度大时进行收获袁由于
土壤疏松袁泥土一旦进入割台袁就会与大豆籽粒混合袁黏附

杂率臆5%袁破碎率臆5%冤方可开始作业遥

在大豆籽粒上袁造成大豆野泥花脸冶袁影响大豆籽粒的外观

2.2.1

品质遥
1.3 操作手作业质量不高

作业质量袁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停机调整袁以避免不必要的

大豆联合收割机操作手是决定大豆机械化收获损失率

2.2 作业要点
农机手遥农机手应集中精力进行田间作业袁时刻关注

损失遥
2.2.2

收割方向遥夏大豆播种机械参数不一袁导致夏大豆种

高低的关键遥大豆收获过程中袁割台损失尧机体损失是大豆
机械收获的主要损失来源遥因此袁操作手运行机械的速度尧

植行距不同袁一般行距为 40尧50尧60 cm袁这就要求联合收割

割台高度尧风扇转速尧滚筒转速尧入口间隙尧出口间隙尧收割

应与大豆的种植行向一致袁可以有效减轻收割阻力袁降低机

机行进方向等关键操作直接影响大豆机械化收获的质量和
大豆籽粒品质[4]遥关中地区大豆收割机的机收操作手大多没

有机收大豆的经验袁操作机械以小麦联合收割机为主 [5]袁导
致大豆机械化收获过程中收割机调试不当袁造成大豆籽粒机
损率高遥
2 机械化收获技术
2.1 作业准备

2.1.1 作业时期与时间遥大豆机械化收获作业时期应选在大
基金项目

陕西省农业厅豆类产业技术体系渊2019冤曰陕西省农业协同
创新与推广联盟野豆类新品种丰产技术集成与示范冶渊LM20
17003冤曰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野大豆轻简化栽培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冶渊2018NY-089冤曰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项
目野延安综合试验站冶渊CARS-0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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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根据割台的大小合理选择收获行数遥收割机行进方向
收损失遥
2.2.3

行进速度遥行进速度应以尽量减少损失率为依据袁合

理调整行进速度遥一般以 2 档为主袁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袁同时以无极变速控制割台喂入量遥
2.2.4

籽粒输出遥大豆联合收割机籽粒仓贮存满后可进行

倾倒袁倾倒时应根据大豆籽粒质量选择倾角和速度遥一般大
豆籽粒含水量较高时袁应降低出料速度和倾角曰大豆籽粒含
水量较低时袁应提高出料速度和倾角遥同时袁运粮车要保持
车内清洁袁以防大豆籽粒受到污染遥
2.2.5

籽粒摊晒遥运粮车接到大豆籽粒后袁应根据大豆籽粒

含水情况及时进行晾晒或者烘干遥晾晒过程中袁运粮车应
提前选好摊晒地点遥倾倒过程中袁应降低车速袁车速与大豆
籽粒流速协同可有效降低摊晒厚度袁从而减少后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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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袁砧木饱满芽顶端用手触摸有黄色黏稠状液体且皮层容

石楠等耐阴树种袁或紫穗槐尧荆条尧木槿尧海棠等灌木树种袁
或鸢尾草尧三叶草尧麦冬等地被型草类遥

渊2冤块状杨树纯林遥对面积在 6.67 hm 以上的杨树纯林

易剥离时嫁接遥嫁接时间从树液开始流动至萌芽后 1 周之
内均可进行遥

渊2冤砧木与接穗的选择遥在砧木主干高 2.6~2.8 m 之间

2

地块袁根据生长现状和株行距对现有林分保留 1 行袁采伐 1~

选择树干通直尧圆满尧无节尧皮层光滑的部位袁沿树干垂直方

模式遥据吴景现 的研究袁对 8 年尧9 年尧10 年的弱势杨树纯

眼饱满的一年生杨树雄性品种枝条袁以中段为最好袁粗度以

3 行袁并在足够的行距内种植其他树种袁形成混交林的改造
[3]

林引进刺槐混交改造袁均取得了增加木材产量尧增强生态功
能的良好效果遥
3.2.2 营造以雄性品种杨树为主要树种的混交林遥

渊1冤混交树种选择遥通过生产实践证明袁与杨树混交的

向锯掉砧木袁要求锯口平滑尧无撕裂遥接穗选择组织充实尧芽
1.2~1.8 cm 为宜遥

渊3冤嫁接步骤遥用锋利的嫁接刀在接穗底眼下部的背面

0.5 cm 处向下切 3~4 cm 长的斜面袁在另一面的下端切 0.5 cm
长的斜面遥要求斜面光滑尧平直袁要一刀削成遥在截好的砧木

最佳组合有杨树+刺槐尧杨树+紫穗槐尧杨树+柠条尧杨树+沙

上袁选皮层较为光滑的一面袁在锯口处轻轻横切一刀袁随后

棘等遥在立地条件较好尧管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袁以杨树+刺

纵切一刀袁深达木质部遥同时袁从刀缝处将皮层向两侧挑开袁

槐的组合最优袁其生产力最高袁效益最佳遥

将接穗的长切面向里对着砧木的木质部轻轻向下插入袁接

渊2冤混交方法遥常见的混交方法有行间混交尧株间混交尧
带状混交尧块状混交尧植生组混交等遥杨树渊雄性杨树冤+刺槐
的混交袁根据杨树和刺槐的生物学特性袁一般采用带状混交

穗上部要适当野露白冶遥在嫁接部位袁均匀插入 3 个接穗遥用
事先裁剪好的塑料薄膜沿嫁接部位缠绕 3~5 圈袁力度要适
中袁既不能拉断薄膜袁又要缠紧袁以防接穗在没有愈合牢固之

的方法遥即杨树间行距 8~12 m袁2 行杨树之间栽植 2~4 行刺

前脱落尧折断尧劈裂遥绑砧完成后用薄膜袋子从接穗上部向

165~555 株/hm2袁刺槐栽植 1 665 株/hm2 为宜袁杨树与刺槐混

3.3.3

槐袁杨树株距 3~6 m袁刺槐行距 2~3 m尧株距 2 m遥杨树栽植
交株数比例以 1颐3~10 为宜遥

渊3冤栽植技术遥以保障主要树种渊杨树冤的生长优势为原

则袁使其占据第一林层遥可采取同步造林和分期造林 2 种栽
植模式遥同步造林是杨树渊主要树种冤和刺槐渊伴生树种冤同

一时间栽植袁要求杨树采用 2 年以上的大苗渊地径 3.0 cm袁

下套住砧木袁袋内尽量充满气体袁用绳子绑紧在砧木上[4-6]遥
接后管理遥将配制好的驱鸟药倒进敞口瓶中袁用绳子

挂在嫁接部位下面袁以防鸟类将塑料袋踩破尧啄烂而影响嫁
接成活率遥嫁接 10 d 以后袁要经常观察袁当接穗发芽尧薄膜袋

内接穗叶片充实时袁要及时刺破薄膜袋放风袁切记不可一次
性将薄膜袋撕开或开口太大遥要少量放风 3 d 以后袁才可将
薄膜袋撕开袁接穗便全部露出遥及时除去砧木上长出的萌

高 4.0 m 以上冤袁刺槐采用当年生的苗木曰如果杨树苗木较小袁

芽袁以促进接芽的生长遥当嫁接的新梢长至 1 m 左右时袁要

先期栽植袁刺槐次年栽植遥

合袁防止风折遥在嫁接苗整个生长期间袁注意病虫害和大风

可对同期栽植的刺槐进行截干或平茬处理遥分期造林是杨树

3.2.3 优缺点遥优点院营造以雄性品种杨树为主要树种的混

及时剪掉上半部分袁保留下部 60 cm 左右袁促进接口部位愈
的影响遥

交林可以有效解决人工纯林存在的诸多问题袁并增加对杨

3.3.4

絮及其他污染物的吸附滞留能力袁是最理想的营造林模式和

术复杂袁施工难度大尧成本高袁后期养护费用大袁仅作为补充

杨絮治理措施遥缺点院技术复杂袁施工和管理难度较大袁营林

手段使用遥

技术水平较高袁需要加强研究和推广遥
3.3 对特殊地段的杨树雌株高位嫁接雄性品种
对现有杨树雌株采用雄性品种进行高位嫁接袁可在极短
时间内迅速恢复其原有生态功能并且不再产生杨絮遥
3.3.1 适用范围遥对于生态区位重要不宜进行采伐的中幼龄
杨树雌株袁例如小区尧公园尧机关大院或其他地段可采用此
方法曰要求杨树雌株树龄 3~7 年袁生长健壮遥

3.3.2 嫁接方法遥

渊1冤嫁接时间遥3 月 20 日左右袁天气转暖袁树液开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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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遥优点院适宜特殊地段袁成效快遥缺点院但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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