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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山区水稻绿色轻简栽培及减药控害技术
邵碧河
渊安徽省霍山县农业农村局袁安徽霍山 237200冤

摘要 本文在介绍霍山县山区水稻生产现状的基础上袁总结了水稻绿色轻简栽培技术和减药控害技术袁以期为提高当地水稻绿色种
植水平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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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是安徽省西部的一个山区农业县袁主要粮食作

物是水稻袁常年种植面积达 1.33 万 hm 袁分为丘陵平畈区尧
2

低山区尧中山区 3 种区域类型遥山区种植以众多的小农户

为主袁户均面积小袁田块较分散袁产量低袁主要满足自用口粮
需求遥山区水稻生产简单粗放袁小农户对病虫害发生特点
把握不准袁防控不科学袁乱用药尧滥用药袁或者种后不管袁放
任病虫危害袁往往是既耗费了工时袁产量又低袁所产粮食难
以满足自用遥笔者根据多年生产实践袁总结提炼了适合山区

床肥为主袁秧苗叶色褪淡缺肥时袁追施 1%尿素液袁施后清水
洗苗遥

2.4 大田管理

山区水稻种植目标产量 6 750~7 500 kg/hm2 遥移栽采

用宽行窄株栽插袁栽植密度 25.5 万~30.0 万穴/hm2袁每穴 4~
5 个茎蘖苗袁基本苗达 120 万株/hm2袁穗期有效穗 225 万~

240 万穗/hm2遥
2.4.1

的水稻绿色轻简栽培及减药控害技术袁以期指导生产遥
1 山区水稻生产现状

肥料运用遥肥足素全袁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袁以基肥

为主袁少施分蘖肥袁增施穗粒肥遥基肥尧分蘖肥尧穗粒肥比例

一是种植区域分散袁以小农户为主遥低山区尧中山区水田

面积约 5 333.33 hm 袁分布在全县 10 多个乡镇袁少有 6.67 hm
2

养或湿养袁雨天及时排去畦沟积水遥追肥以培肥苗床尧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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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集中连片的水田袁以梯田尧山冲田尧冷浸田为主袁单个田

以 6颐2颐2 为宜遥目标产量 7 500 kg/hm2 时袁纯 N 施用量不少
于 150 kg/hm2袁氮尧磷尧钾比例因田而异袁山冲冷浸田增施锌
肥等中微量元素肥遥

块较小遥千家万户的小农户袁多数是贫困户尧留守弱劳动力

2.4.2

户遥二是水田基础条件较差袁难以支撑高产遥梯田耕作层较

交替间歇灌溉袁活熟到老冶的原则遥前期薄水促蘖袁中期总苗数

浅袁保水保肥力较弱袁冷浸田长期沤水袁土壤温度低袁不利于
水稻生长遥此外袁山区光热条件也不足袁制约了水稻生产遥三
是生产管理简单粗放袁产量较低遥山区基本上一季中稻袁
以杂交稻品种为主袁兼有少量常规稻品种袁平均产量 4 500~

水浆管理遥采取野薄水移栽袁浅水促蘖袁适时烤田曰干湿

达到预期有效穗数的 90%时烤田袁控制无效分蘖遥拔节后及时
复水袁孕穗扬花期保持浅水层袁灌浆结实期田间保持湿润[2-3]遥

3 减药控害技术

山区水稻病虫害主要有二化螟尧稻蓟马尧稻飞虱尧稻象

6 000 kg/hm 遥品种运用不合理袁没有做到因户因田选种使

甲尧负泥虫尧稻瘟病尧稻曲病尧纹枯病等袁其中二化螟尧稻蓟

轰冶袁没有根据苗情尧病虫情采取针对性措施袁随意施肥尧施

坚持野预防为主袁综合防治冶原则遥采取野预防秧苗期袁放

药袁或者放任不管袁出现缺肥缺水尧病虫危害袁造成穗期有效

宽分蘖期袁保护成穗期冶减药控害技术策略袁以健身栽培为

穗数不足袁影响到当季收成遥

基础袁因地制宜应用农业防控尧生态调控尧科学用药等配套

2

用遥肥水运筹不科学袁移栽大田后袁肥料尧农药尧除草剂野一炮

2 绿色轻简栽培技术

2.1 品种选用

马尧稻象甲尧稻瘟病尧稻曲病等常年发生遥

技术措施袁将病虫害损失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内遥
3.1 培健抗逆与生态调控

选用高产尧稳产尧优质尧抗性较好的品种袁合理品种轮换

培育构建健壮群体袁有效调控田间小生态环境袁增强水

与搭配使用遥低山区选用生育期 130~140 d 的品种袁中山区

稻植株抗渊耐冤病虫害能力遥一是优选抗性较好的对路品种遥

2.2 苗床整做及播种

种袁单一抗性品种在当地连续种植 4~5 年后要及时更换遥二

以早尧中熟组合为主遥大田用种量 15.00~18.75 kg/hm2遥

选择土壤肥沃尧疏松尧深厚的菜园地或旱地作苗床遥每

667 m2 本田需苗床 20~30 m2遥苗床整地前袁施入适量三元配

方肥袁旱做旱整袁做到畦平尧土碎尧无残茬杂草遥畦床成形袁在
畦面 10 cm 表层土均匀混施入适量壮秧剂袁播种前浇透苗

床水遥播期 4 月中旬后袁中山区适当推迟遥播前晒种尧浸种处
理袁种子破胸露白即可摊晾备播遥均匀播种袁播后压谷尧覆
土尧不露籽[1]遥

2.3 苗床管理
旱育壮秧袁二叶期后发现卷叶时可于傍晚浇水袁不宜水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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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稻叶瘟尧稻穗瘟常发尧重发袁选用适宜的高抗稻瘟病品
是培健强抗逆遥大田翻耕灌深水袁灭杀越冬代二化螟遥适期
播种移栽袁水稻敏感生育期尽可能与病虫多发期避开遥合理
密植袁采用宽行窄株栽植袁科学运筹肥水袁培育健壮植株袁增
强抗逆性遥三是调控田间良好小生态遥分蘖期不用或少用化
学农药袁营造有利于稻田天敌繁衍的生态环境袁促进其建立
有效控害种群袁发挥自然天敌控害作用遥
3.2

施送嫁药

移栽前 2~3 d袁优选长持效药剂均匀喷雾畦床秧苗袁施

送嫁药渊带药下田冤袁主要预防本田前期渊栽后 1 个月冤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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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尧钾肥要全部作为基肥分层施入袁其中在翻耕土壤之前
撒施 70%左右袁耕翻之后施剩余的 30%[3]遥

4 品种选择

近年来袁种子市场上小麦品种繁多袁很多未获得有效许

量减少 60~75 kg/hm2袁产量增加 1 200 kg/hm2 左右遥如果小麦
播种时间偏晚袁则可适当增加播种量遥三是采取机械条播的
方式袁播种深度为 4~5 cm袁行距约 20 cm[4]遥
6 田间管理

可证即上市销售袁或者没有经过试种就在当地上市袁农户种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袁农村劳动力缺乏袁

植后大量倒伏尧病虫害严重发生袁造成大幅度减产或者绝收遥

麦田管理比较粗放袁水肥管理尧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不到位袁

因此袁要重视小麦品种的选择遥一是选用已通过国家或河南

无法满足小麦生产对养分及水分的需求袁导致小麦植株长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且适宜河南省旱作麦作区种

势弱尧倒伏尧病虫害加重袁最终导致小麦严重减产遥为此袁应

植的小麦品种遥各品种的审定区域范围不同袁需在适宜种植

采取以下措施遥一是抗旱浇水遥南阳地区一般春旱比较严

范围内种植袁不能随便引种到其他未经过试种的地区曰二是
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科学选种遥南阳盆地内小麦生产容易

重袁2012 年至今已连续 4 年出现春旱袁且旱情持续时间较
长尧危害比较严重遥开春以后是小麦进入返青拔节的关键时

发生穗发芽尧赤霉病等袁因而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较强抗

期袁对水分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袁一旦遇到持续的干旱天气袁

病虫害能力尧适合当地气候特点的品种袁目前适合在南阳市

则会对小麦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袁因而要在开春后积极抗旱遥

种植的小麦品种有郑麦 9023尧兰考 198尧西农 979尧泛麦 8尧
中育 9302尧怀川 919尧濮麦 9 等遥
5 播种方式

目前袁南阳市农户在播种小麦时存在播期跨度时间过
长尧播种量随意确定尧播种方式过于粗放等问题袁一方面加
大了购种的成本袁另一方面增加了田间管理的难度袁降低了
小麦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袁最终造成减产遥因此袁应适期播
种尧适量播种尧适当精播遥一是适期播种遥冬前小麦苗长势是
否健壮的一个关键即为播种时间的控制袁一般以日均温 18 益

二是野一喷三防冶遥小麦中后期是病虫害多发期袁野一喷三防冶
是养根护叶尧防治病虫害尧促进灌浆尧提高抗性尧改善品质的
重要措施遥第 1 次施药一般在 4 月上旬袁于小麦抽穗开花后袁

选用 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1 500 g/hm2渊或 12.5%戊唑醇乳
油 300~450 mL/hm2冤+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 500 g/hm2 +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00 g/hm2渊或 4.5%高效氯氰菊酯乳
油 150~225 mL/hm2冤+98%磷酸二氢钾 1 500 g/hm2 混配袁兑
水 600~750 kg/hm2 喷雾曰4 月中下旬再喷 1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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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指标院稻叶瘟病叶率达 3%~5%曰稻飞虱分蘖至孕穗期

前期用药袁兼治畦床秧苗后期病虫害遥杀虫剂可选用氯虫苯

4

左右播种为宜袁对于南阳市的气候特点来说袁半冬性尧弱春
性小麦品种适合的播种期分别在 10 月 10要20 日尧10 月
15要25 日遥二是精量播种遥在水肥条件较好的情况下袁可适
当降低播种量袁以降低田间基本苗数袁促使小麦个体植株与
群体之间协调袁避免产生过多的无效分蘖数袁控制群体的密

化螟尧稻蓟马尧灰飞虱尧稻象甲尧稻瘟病等病虫害袁减少本田
甲酰胺尧吡虫啉尧呋虫胺尧噻虫胺尧吡蚜酮等袁杀菌剂可选用

百丛低龄若虫 1 000 头袁穗期百丛低龄若虫 1 500 头[4]遥
结语

霍山县山区水稻种植分散袁基本是千家万户小农生产袁

咪鲜胺尧三环唑尧稻瘟灵等药剂袁合理组配药剂施用遥

推广水稻绿色轻简栽培和减药防控病虫害袁是促进小农户与

3.3 破口前总体预防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技术措施遥一是适应当前劳动力

破口前预防性综合用药袁主要针对水稻穗期稻穗瘟尧稻

现状要求遥种植业者多是农村留守老人及妇女袁生产技能落

曲病等遥一是要把握施药适期及时机遥预防稻穗瘟在水稻破

后袁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遥二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需要遥推

口前 3~5 d 喷药曰预防稻曲病在水稻破口前 10~15 d袁即叶枕
平期喷药曰同时袁预防稻穗瘟尧稻曲病袁因两病的最佳施药适
期不同袁可在水稻破口前 7~10 d 喷药袁1 周后视天气情况再

补施 1 次遥施药时机由于受天气制约袁要抓住无雨尧无大风

广应用轻简栽培及减药控害技术袁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尧
农产品质量安全尧农业生态环境安全遥三是农药使用量负增
长行动要求遥推进水稻生产节肥节药行动袁有效减少施药次
数尧施药量袁避免乱用药尧滥用药遥四是适应社会化服务的需

天喷药到位遥二是要选好对路药剂遥预防稻穗瘟选用三环

要袁推行代耕代收尧代防代治等袁解决无劳动力户尧外出打工

唑尧稻瘟灵尧稻瘟酰胺尧春雷窑三环唑尧肟菌窑戊唑醇尧咪铜窑氟

户以及留守弱劳动力户生产经营困难遥

环唑尧春雷霉素尧枯草芽孢杆菌等袁预防稻曲病选用戊唑醇尧
戊唑窑嘧菌酯尧肟菌窑戊唑醇尧噻呋窑嘧苷素尧氟环唑尧咪铜窑氟
环唑等药剂袁合理搭配药剂均匀喷雾遥
3.4 应急达标防治
分蘖期发生稻叶瘟袁穗期突发稻飞虱袁达到防治指标袁
及时开展应急防治袁选用高效尧低毒尧低残留尧环境友好型农
药袁减少对分蘖期田间天敌的影响袁避免穗期稻谷农药残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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