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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旱地麦要豆轮作模式下的高效种养技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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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麦尧大豆等粮食作物比较效益低尧收益水平低袁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遥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袁提升单位面积粮食产出综合经济
效益袁近年来湖北省潜江市进行了小麦要大豆轮作模式下套种半夏尧散养豆天蛾幼虫的适用性研究袁形成了一套旱地麦要豆轮作模式下的
高效种养技术袁综合种养产值 56 600~111 000 元/hm2袁是传统麦要豆模式产值的 2.1~4.1 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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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野提质增效转方式袁稳粮增收可持续冶农业工作总
要求 袁破解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尧差距较大尧增收

1.2

大豆
大豆渊Glycine max渊Linn.冤Merr.冤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和非

[1]

基础薄弱尧增收途径不畅难题的决胜法宝还是壮大农业自

常重要的保健食品袁是人类食品中植物蛋白和植物油脂的

身尧提高农业造血能力尧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好的平台遥湖北

主要来源遥大豆的共生固氮等作用有培肥土壤尧改善土壤理

省潜江市发展野虾稻共作冶模式的成功经验在湖北全省乃至

化性状的效果袁是多种作物的良好前茬和培养地力的好茬

湖南尧江西尧安徽等地推广袁近 66.7 万 hm 虾尧稻共作在推动

口遥长江流域属多熟大豆区袁适应不同耕作制尧不同气候条

区的收入差距遥如何在保障小麦尧大豆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江汉平原 6.7 万 hm2 旱作大豆栽培主要依赖自然降雨袁6要

2

水稻产区尧水网湖区产业振兴的同时袁也拉大了与旱作粮产

给的前提下袁转方式尧调结构袁增加销路好尧品质高尧市场缺
的优质农产品生产袁对保障旱作农业可持续稳定发展具有
重要的作用和显著的社会现实意义遥
小麦要大豆模式是潜江市旱地主栽模式袁尤其是汉江洲
滩大豆以高蛋白尧上市早而闻名袁有野六月爆冶之称遥潜半夏
是潜江特产袁以旱地砂壤地野生半夏品质最佳遥豆天蛾幼

件的大豆栽培要求袁蛋白质含量高是本区大豆的显著特点[4]遥
7 月梅雨期间的降雨多寡直接决定大豆单产水平袁极端性的
渍涝或者干旱胁迫袁会导致大豆产量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5]遥

潜江市及周边地区麦后茬大豆多集中在 5 月下旬抢墒播

种袁至 8 月中旬成熟收获袁大豆全生育期 90 d 以内袁大豆高
产水平产量在 3 000 kg/hm2 以上遥
1.3

半夏

虫渊豆虫冤是以食豆叶尧喝甘露为生的一种高蛋白软体小动

半夏渊Pinellia ternata渊Thunb.冤Breit.冤在全国多省广泛分

物袁营养价值高袁市场前景广阔遥野生半夏春夏季生长有小

布袁以湖北省潜江市野潜半夏冶尧山东省菏泽市野西和半夏冶尧

麦尧大豆田半阴半阳的温光环境袁田间采挖多在大豆作物

河南省唐河县野唐半夏冶尧贵州省野赫章半夏冶尧四川省野川半

收获后的 9 月尧10 月进行袁野生豆天蛾又以大豆生育后期活

夏冶等闻名遐迩袁成为行销海内外的名贵中草药遥半夏喜半

环境下和谐共生并相互依存袁具备实施综合种养开发的理论

7.5 的砂壤土中 [6]袁酸碱度以中性为优遥8~10 益时半夏球茎

动最盛袁小麦尧大豆尧半夏和豆天蛾幼虫在本生态区域耕作
基础袁也切合发展农业资源关系紧密尧地域特征明显型现代
农业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 遥近几年来袁通过开展麦要豆
[2]

栽培模式下套种潜半夏尧散养豆天蛾的适用性研究袁形成了
一套较为成熟的旱作麦要豆模式下的高效种养实用技术袁
以期为粮食主产区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遥
1 品种特性

阴半阳环境袁适宜生长在湿润肥沃尧土层深厚尧pH 值 6.2~

萌芽生长袁15~26 益是最适宜生长温度袁30 益以上生长缓
慢袁超过35 益时地上部分死亡遥潜江地区野生半夏球茎萌
芽在惊蛰节气前后袁每年主要分春渊3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冤尧

夏渊6 月上中旬至 8 月下旬冤尧秋冬季渊9 月上中旬至 11 月下

旬冤平均可完成 3 次野出苗要倒苗冶完全生长周期袁小麦尧大
豆收获前后和小麦冬种前后是半夏地上部分进入枯萎期的

1.1 小麦

主要阶段遥半夏种茎尧珠芽理论膨大增重系数为 20袁有关人

在粮食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遥野十二五冶期间袁湖北省

比在 10 倍以上遥野生半夏在庄稼地生长繁衍袁是珠芽尧种子

小麦渊Triticum aestivum L.冤是国家三大粮食作物之一袁

小麦生产继续保持恢复性发展态势袁种植面积尧单产和总产
逐年提高袁对提高全省粮食总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遥潜江市
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袁是江汉平原弱筋专用小麦优势区袁小
麦以半冬性品种和半冬偏春性品种为主袁株型较紧凑袁分蘖
力较强袁成穗率高袁抗寒性尧抗倒性较强袁综合抗病性好袁后
期熟相好袁丰产性好袁适合机械化收获遥一般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播种袁翌年 5 月中下旬收获袁产量达 5 250 kg/hm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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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栽培高产报道的种茎播种量 900 kg/hm2袁投入产出增重
需借助人类生产活动埋入土中袁为种子传播尧生根发芽创造
有利条件[7]遥从野生半夏对土壤养分需求和促进耕地可持续
利用角度袁半夏与禾本科植物和豆科植物轮作是优选[8]遥
1.4

豆天蛾
豆天蛾渊Clanis bilineata冤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淮流域和长

江流域及华南地区袁主要寄主植物有大豆尧绿豆等遥豆天蛾
幼虫及蛹体内富含蛋白质尧氨基酸和脂肪等营养物质袁属于
优质完全蛋白质昆虫[9]袁有着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遥近年来袁
随着人们对绿色昆虫资源食品需求的提高袁豆天蛾市场活
跃袁产业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袁经济收入和生态效益可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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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天蛾成虫有喜食花蜜的习性袁对黑光灯有较强趋性遥初孵
幼虫有背光性袁1~2 龄幼虫一般不转株为害袁3~4 龄因食量
增大有转株为害习性袁严重时可将豆株吃成光杆袁使之不能
结荚遥在豆天蛾化蛹和羽化期间袁如果雨水适中尧分布均匀袁

量高的大豆品种种植袁播种采取免耕机条播方式进行袁栽
植密度 45 万~50 万株/hm2袁推荐施肥量为纯 N 90 kg/hm2尧

P2O5 67.5 kg/hm2 和 K2O 90.0 kg/hm2遥豆田除草以化学防除禾
本科杂草为主袁人工划锄防阔叶杂草为辅遥要根据大豆品种

发生就重曰雨水过多袁则发生期推迟曰天气干旱不利于豆天

生育特性袁分类进行化学调控袁合理进行肥水管理遥大豆机

测袁江汉平原生态条件下豆天蛾每年只有 1 次明显的蛾盛

提供一定的荫蔽小环境遥豆天蛾纯自然繁养的袁6 月 20 日后

蛾发生遥据潜江市 2015要2018 年豆天蛾发生规律系统监
期袁集中在 6 月 20 日至 7 月 2 日曰6 月 27 日前后出现蛾高
峰期袁高峰期 3~4 d袁雌性尧雄性蛾量比例约为 4颐1遥田间系统
调查袁虫卵孵化期 7~9 d袁幼虫期 31 d袁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是高龄幼虫为害盛期袁中等发生程度下的豆天蛾田间正常虫
量基数约为 1.5 头/m2袁到 8 月中旬大豆集中成熟后老熟幼
虫陆续入土蛰伏袁翌年 5 月中下旬早熟蛹羽化成成虫遥

2 关键种养技术
2.1 茬口安排

械收获后袁保留田间杂草和再生豆苗袁为 9 月半夏幼苗生长
豆田禁用杀虫剂袁尤其是菊酯类农药袁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豆
天蛾蛾盛期禁开黑光灯曰人工放养豆天蛾幼虫的袁投放幼虫
10 d 前对豆田进行 1 次彻底除虫尧杀菌处理袁对蚂蚁尧蜂类尧

鸟类尧蜘蛛尧步甲等豆天蛾幼虫天敌进行诱杀尧药杀以及趋避
处理袁对大豆茎叶进行霜霉病尧锈病预防处理袁对豆田进行

硫酸链霉素消毒处理袁7 月 10 日前后黑光灯正常开灯袁诱杀
天蛾类尧夜蛾类尧金龟子尧地老虎等成虫袁直至 9 月末结束遥
2.3.4

豆天蛾幼虫遥人工养殖主要分幼虫养殖网棚建设尧老

小麦和半夏于 10 月下旬适墒同期播种袁翌年 5 月 20 日

熟幼虫导入尧土壤水分管理尧诱杀天敌尧大豆播种尧豆天蛾羽化

旬抢墒免耕机械条播袁7 月中下旬择期移植人工繁殖豆天

节[10]遥低龄幼虫投放大田散养的密度以 10 万头/hm2 为宜[11]袁

前后小麦机械化收割袁秸秆作全量还田处理遥大豆于 5 月下
蛾低龄幼虫至豆田散养袁8 月上旬分批次人工捕捉上市遥

8 月中旬大豆收割后袁保留田间杂草和再生豆苗袁9 月尧10 月
选雨后晴好天气分期次进行半夏选择性采挖上市遥
2.2 耕地质量要求

至低龄幼虫期管理和 2~3 龄期幼虫投放大田散养等技术环

投放时间把握上要尽量避免短期内有明显的强对流暴雨天
气遥潜江市历年 7 月下旬降雨概率偏低[5]袁此期豆天蛾幼虫
投放最为安全袁时机也较为有利遥
3 效益分析

旱作耕地选择要求适合机械化作业袁地势平坦袁远离工

传统的小麦尧大豆轮作模式产值为 27 000 元/hm2袁其中

业园区和城市污染源袁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叶土壤环境质量标

小麦产量为 5 250 kg/hm2袁产值为 12 000 元曰大豆产量为

条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袁要求耕层疏松深厚尧土壤肥

综合种养环节袁小麦产值不减袁为 12 000 元/hm2曰大豆产量略

准曳渊GB 15618要2008冤遥种植无公害小麦尧大豆尧半夏的土壤
沃尧有机质丰富袁且具较好的排水尧保水性能遥
2.3 种养管理

2.3.1 小麦遥提倡进行机械化条播袁确保田间小麦群体结构
合理均匀袁以实现中后期麦田阴阳小环境的相对一致性遥麦
田化学除草要彻底袁防止后期草害严重而影响半夏春季正

3 000 kg/hm2袁产值 15 000 元遥在传统模式上增加半夏尧豆天蛾
减袁为 2 500 kg/hm2袁产值为 12 500 元曰半夏产量为 750 kg/hm2袁

产值为 22 500 元曰豆天蛾幼虫产量为 120~800 kg/hm2袁产值
为 9 600~64 000 元曰总产值为 56 600~111 000 元/hm2袁是传
统麦尧豆轮作模式产值的 2.1~4.1 倍遥

4

存在的问题

常生长遥小麦秸秆实行全量还田袁既起到提升土壤有机质的

小麦尧大豆作为旱地综合种养开发模式中稳基础的产

作用袁又创造了一定的遮荫环境袁弥补大豆在形成一定生物

业袁要积极正面宣传引导袁既要防范因品种收益的差异显著

量之前田间遮荫条件的不足遥

性而出现大面积弃粮作的现象发生袁又要防范可能出现的

2.3.2 半夏遥半夏在麦要豆轮作的半自然环境下生长发育袁

半夏种苗尧豆天蛾幼虫种苗市场炒作行为而发生群体性

除人为地适当提高种群数量外袁应尽量减少人工干预袁以

坑农尧害农尧伤农事件遥

保持其野生习性遥群体密度过大会造成根腐病尧病毒病尧叶

半夏在良种培育尧人工栽培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以及豆

斑病等主要病害流行而严重减产袁并造成土传病害发生

天蛾在如何提高孵化成活率尧趋避天敌尧预防病菌感染尧降

基数逐年累加遥以目标商品采收产量 750 kg/hm2袁冬季适播
量以 150 kg/hm 为宜袁播种前要严格进行种苗浸种杀菌和
2

大田消毒处理遥半夏喜钾袁在小麦尧大豆配方施肥的基础上袁

K2O 施用量应增加 15.0~22.5 kg/hm 遥9 月半夏出苗后抢雨后
2

墒情适当追施尿素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液肥袁促进幼苗
生长和球茎快速膨大遥菜青虫渊5 月下旬至 6 月尧9 月冤尧红天
蛾渊5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冤尧芋双线天蛾渊8 月至 9 月冤是危害

半夏的主要害虫袁防治时以黑光灯诱杀为主尧药剂处理为辅遥

低人工捉虫成本等方面袁还面临不少技术难题需要研究解
决袁有关配套管理技术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遥
5

建议
研究本着野生半夏恢复保护与适度开发原则袁以小麦播

幅不减尧产量不降为前提袁实现人工干预下的野生半夏合理
种群数量和一定商品经济效益袁不刻意追求半夏经济产量袁将

投入产出比定在 1颐6 的中等水平曰且种苗投入量 150 kg/hm2
也明显偏低袁对防范野生半夏因过度商品采挖或者大量栽

半夏夏季易感染病毒病袁高湿多雨易引起球茎腐烂袁要加强

培用种而出现资源严重溃乏袁实现野生半夏产业生态可持

田间监测袁及时拔除病株袁清沟滤渍袁并对病株周围土壤喷

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遥

洒 3%~5%生石灰水消毒遥
2.3.3

40

大豆遥应选择生育期适中尧蛋白质含量高尧生物产

旱地粮产区高效农业开发工作应该引起各级各地高度
重视袁在政策尧项目尧资金尧技术尧培训等方面加大倾斜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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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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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