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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虾稻共作田机械插秧存在的问题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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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潜江市虾稻共作田机械插秧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关键技术袁包括品种选择尧改用机耕船整地尧实行减量增效施肥技术尧科学
管水尧病虫草害防治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种植户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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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袁是虾稻共作模式发源地袁有
野中国小龙虾之乡冶的美称遥近年来袁虾稻共作在潜江市得到

1.4

病害严重
在虾稻共作模式下袁纹枯病尧稻瘟病尧稻曲病往往要重

迅猛发展袁由 2013 年的不足 4 000 hm2 扩大到 2018 年的超

于水稻单作遥

水稻种植以直播为主袁机械插秧所占比重较低遥随着时间推

2.1

过 4 万 hm2袁2019 年面积还将继续扩大遥初期袁虾稻共作田

2 虾稻共作田机械插秧关键技术
水稻品种应选择适合本区域种植尧抗病害尧抗倒伏尧米

移袁水稻直播的缺点逐渐显露遥一是容易倒伏遥2017 年袁潜江
市水稻倒伏面积达 4 万 hm 袁90%以上面积是直播遥二是草
2

害严重袁难以防除袁成为困扰农资经销商和农民的难题遥三

品种选择

优质尧生育期相对较短的品种遥
2.2

改用机耕船整地

是直播稻幼苗期遇雨涨水袁小龙虾进入大田咬断茎叶袁补种

虾稻共作田泥脚一般较深袁改用机耕船整地是行之有

赶种时有发生袁不仅增加了成本袁影响了水稻收割袁也推迟

效的措施遥机耕船驱动轮叶片插入土壤推动船体前进袁解决

了第 2 季小龙虾上市时间遥

了拖拉机在烂泥水田作业的弊端袁也防止了插秧机野陷车冶

然遥机械插秧可以避开直播方式的一些缺点袁确保水稻高产

2.3 实行减量增效施肥技术

从发展观点看袁虾稻共作田机械插秧占主导会成为必

稳产袁还可以有效缓解养虾种稻茬口紧张的矛盾袁提高或确
保小龙虾养殖效益

遥在实际生产中袁虾稻共作田机械插秧

[1-2]

还存在一些问题袁经过多年摸索袁笔者总结出虾稻共作田机
械插秧关键技术遥
1 虾稻共作田机械插秧存在的问题
1.1 机械作业困难

在虾稻共作模式下袁土壤的紧实度显著小于中稻单作
模式袁机械耕整和机械插秧均出现困难遥由于土壤承载能力
较差袁拖拉机不能下田袁插秧机也经常野陷车冶袁影响插秧质
量和速度袁对车辆也有损坏曰育秧工厂对插秧机的需求往往
得不到满足遥
1.2 返青期长袁僵苗现象严重
虾稻共作一般是地下水位较高的低湖田尧落河田袁要求
养殖沟常年有水袁尤其是水稻收割后上水浸泡袁在长期淹水
的情况下袁往往造成稻田成为冷浸田尧烂泥田遥这样的田块
机械插秧后袁由于土壤透气性差袁返青期一般很长袁僵苗现
象也比中稻单作严重遥
1.3 水稻极易贪青晚熟
虾稻共作模式能提高土壤肥力袁改善土壤性状遥研究
表明袁虾稻共作田土壤有机质尧碱解氮尧有效磷尧速效钾含
量明显增加遥在虾稻共作模式下袁秸秆还田和饲料的投入袁
导致虾稻共作田田面水的全氮尧氨态氮含量都高于水稻单
作田遥如果施肥过多或不合理袁水稻会出现贪青晚熟袁造成

问题的发生遥
虾稻共作田较单作田可减少化肥施用量袁其共作年限

越长袁肥料施用量减少越多袁4 年以上田块节约化肥 30%以
上遥应根据模式年限确立其施肥量遥2 年内 N尧P尧K尧Zn 施用
量分别为 157.5尧60.0尧90.0尧1.8 kg/hm2曰3 年内 N尧P尧K尧Zn 施
用量 分别 为 150.0尧52.5尧75.0尧1.8 kg/hm2曰4 年内 N尧P尧K尧Zn
施用量分别为 142.5尧52.5尧67.5尧1.8 kg/hm2曰5 年内 N尧P尧K尧

Zn 施用量分别为 135.0尧52.5尧60.0尧1.8 kg/hm2遥坚持野前促中
控后补冶的原则袁提倡使用有机复合肥与农家肥袁具体措施
如下遥淤施足基肥遥耕整前袁施 42%复合肥渊21-9-12冤375 ~

600 kg/hm2尧25%大粒锌 4.5 kg/hm2尧20%大粒硅 60 kg/hm2袁均
匀撒在田面并用机器耕整均匀遥于早施分蘖肥遥栽后 5~7 d

施尿素 75 ~120 kg/hm2曰7 d 后对 长势差的田块 施一次 平
衡肥遥盂巧施穗肥遥晒田复水后袁对落黄的田块施尿素 45~
75 kg/hm2尧氯化钾 90~120 kg/hm2曰长势正常的施氯化钾 90~

120 kg/hm2袁不施或少施尿素遥抽穗前一般不追施尿素遥榆根
外喷施叶面肥遥在齐穗期尧灌浆期可以单独或结合病虫防治
叶面喷施 0.2%磷酸二氢钾 2~3 次袁以提高千粒重[3]遥
2.4

科学管水

分蘖期做到薄水返青尧浅水分蘖尧适当紧泥露田遥一般

平均茎蘖数达到 225 万~270 万个/hm2袁即平均单蔸 12~14 株
时应立即晒田袁要晒到稻田中开小裂尧不陷脚尧叶落黄尧见白

根遥晒田复水后浅水勤灌袁孕穗期保持 3~5 cm 水层曰抽穗后

干湿交替袁养根保叶袁活熟到老曰遇高温可灌 8 cm 左右深水

水稻减产遥

调温曰收割前 10 d 断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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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病虫草害防治

虫害防治遥一是稻田安装杀虫灯遥每 2 hm2 安装 1 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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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干等院江淮地区小麦渍渊湿冤害及防控措施
快速恢复正常生长袁为最终高产打下基础[3-4]遥

2.5 排灌设施差与田块布局不合理

适宜的环境遥
3.5 加强土壤熟化

江淮地区部分地方的排灌设施差袁导致田间明水排不

江淮地区多数田块是稻麦轮作袁旱田与水田交替耕作遥

出去袁暗水不能及时滤掉袁沟墒不通畅袁导致小麦渍渊湿冤害

小麦前茬作物为水稻袁水稻收割后袁根据天气情况要及时翻

经常发生遥再者袁田间种植布局不合理袁水旱插花种植袁也会

耕晒垡袁切断前茬土壤毛细管袁阻止地下水向上输送袁保持

加重田间渍渊湿冤害的发生遥

土壤透气性袁为土壤中微生物繁殖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遥同

3 小麦渍渊湿冤害的防控措施
3.1 建立良好的排水系统

完善的田间排水沟是保障小麦丰收的基础条件遥江淮

时袁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袁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袁使土壤结
构尧水热条件及通透性良好遥土壤熟化后袁微生物活动旺盛袁
既能保蓄水分尧养分袁又可为作物及时供应和协调土壤的

地区主要采取开挖田间明沟排水的方法袁有条件的地方袁田

水尧肥尧气尧热遥

间可采用明沟与暗沟相结合的办法袁既排明水袁又降暗渍遥

3.6 合理施肥

渍渊湿冤害导致小麦叶片中主要营养元素 N尧P尧K 的缺

在田间排水系统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袁整地播种后要做好田
内野三沟冶的开挖工作袁确保做到深沟高墒袁特别是野三沟冶相

连处袁要保持无阻连通遥面积在 0.33 hm2 左右的田块袁每块
田不少于 2 个主要下水沟袁田块面积增大袁主要下水沟数量
相应增加袁主要下水沟尽量深挖袁做到沟渠相通袁达到快速
排水的效果遥小麦出苗以后袁在降水或农事作业后及时检
查清沟袁保障田间排水畅通遥总之袁减少耕作层滞水是防控
小麦渍渊湿冤害的首要任务[5]遥

3.2 选用抗渊耐冤渍渊湿冤害性品种
不同小麦品种间表现的抗渊耐冤渍渊湿冤害能力差异性较
大遥在江淮地区袁选择抗渊耐冤渍渊湿冤害能力强的品种显得尤
为重要遥有些品种在土壤水分过多尧氧气不足时袁根系依然
能够相对正常的生长袁仍能有效地吸收植株所需的水与营
养物质袁表现出对缺氧有较强的忍耐能力遥一般情况下袁抗
逆性较强的品种袁其抗渊耐冤渍渊湿冤害的能力都较强遥目前袁

适合江淮地区种植的抗渊耐冤渍渊湿冤害的品种有苏麦 188尧罗
麦 10 号等遥

3.3 适度深耕
深耕能够破除坚实的犁底层袁从而使耕作层水分较快
下渗袁田间相对湿度下降快袁并且能够加厚活土层袁扩大小
麦根系的生长范围袁深耕一般达到 20~35 cm遥
3.4 保持良好的土壤结构

江淮地区稻茬麦田土质多为黏重土壤且板结较为严
重袁在这种情况下袁田间积水也不易下渗袁从而增大田间湿
度袁导致小麦苗期容易受到渍渊湿冤害影响遥一般在连续降雨
后袁在排出田间积水的基础上袁应及时中耕松土袁阻止地下
水向上渗透袁改善土壤透气性袁促进土壤风化和微生物活动袁
保持良好的土壤结构袁为小麦根系正常健康生长创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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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 杀虫灯袁可以诱杀成虫袁减少农药使用量遥二是生物防
治遥利用和保护好害虫天敌袁使用性诱剂诱杀成虫袁使用短

稳杆菌尧生物农药 Bt 粉剂防治螟虫[4]遥三是化学防治遥防治
蓟马尧二化螟尧稻纵卷叶螟尧稻飞虱等害虫袁不得使用对小龙
虾敏感的有机磷尧菊酯类杀虫剂遥
2.5.2 病害防治遥重点在破口期防治好穗颈瘟尧稻曲病[5]遥
2.5.3

草害防治遥水稻移栽 7 d 左右袁用 50%二氯喹啉酸或

90%禾草丹乳油拌细土或尿素撒施防除杂草袁药后大田与
虾沟不窜水袁大田禁止使用对小龙虾有毒的氰氟草酯尧噁草

乏和渍害引起的碳尧氮代谢失衡袁影响了小麦的光合作用以
及干物质积累尧运输和分配遥为此袁根据土壤情况袁一定要施
足基肥袁基肥最好用三元复合肥与有机肥混合施用袁按照适
宜的施肥比例袁合理施肥遥当渍渊湿冤害发生时袁根据天气与
土壤墒情袁应及时追施速效氮肥袁以补偿植株体内对氮素的
需求遥对渍渊湿冤害较重的田块要做到早施拔节孕穗肥袁以肥
加速苗情升级遥
3.7 适当喷施生长调节物质与护叶防病菌
在渍渊湿冤害的逆境下袁小麦植株体内正常的激素代谢
平衡被破坏袁致使植株地上部分不正常衰老遥为此袁在渍渊湿冤
害发生时袁可以适当喷施生物生长调节剂袁可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渍渊湿冤害症状遥叶面喷施具有增强小麦抗逆功能的
药剂袁如生物调节剂尧0.2豫~0.3豫磷酸二氢钾尧野悦护冶多元活
性微肥尧1豫尿素尧氨基酸叶面肥尧植株抗逆增产剂尧赤窑吲乙窑
芸薹素等药剂袁连续喷施 2 次袁隔 7 d 左右 1 次袁使植株所需
的营养从叶面吸收袁促进麦苗恢复正常生长遥此外袁渍渊湿冤

害还易诱使小麦纹枯病尧锈病尧白粉病与后期赤霉病等病害
的加重发生袁要及时用相应药剂进行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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