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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了双低杂交油菜无公害栽培技术袁包括产地环境要求尧品种选择尧整地施肥尧栽培方式选择尧田间管理尧病虫害防治尧采收尧
脱粒与贮藏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双低杂交油菜种植户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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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袁西安市油菜种植面积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遥但是袁目前油菜生产中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完

保培育矮壮苗遥
苗床追肥视幼苗生长情况及土壤肥力而定遥3 叶以前以

善遥双低油菜是指菜油中芥酸含量低于 3%袁菜饼中硫代葡

促为主袁一般在定苗后用尿素 75 kg/hm2尧普钙 150 kg/hm2 兑

中遇到的问题袁结合农业无公害标准袁在试验示范基础上袁

钾肥 75 kg/hm2 兑水浇施作为送嫁肥袁保证培育出健壮菜苗遥

萄糖甙含量低于 30 滋mol/g 的油菜品种遥笔者根据油菜生产
进一步完善油菜栽培技术袁对发展西安市无公害油料作物标
准化生产和提高油料作物产业化水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1 产地环境要求

基地应选择土层深厚尧土质肥沃尧排灌方便的壤土及
砂壤土地块遥双低油菜种植实行区域隔离袁且区域间隔距离

大于 500 m袁周围及生产区无工业企业及野三废冶污染的地
区遥前茬为非十字花科作物袁轮作换茬袁可有效防止病害发

水浇施曰移栽前 7 d袁用尿素 75~150 kg/hm2尧普钙 150 kg/hm2尧
出苗后用地虎快杀防治跳甲袁用密达防治蜗牛遥同时袁

用百菌清或多菌灵预防病害遥

苗龄 25~30 d尧叶龄 5~6 片真叶时移栽遥育苗移栽油菜

在 10 月 10要15 日定植遥行距 50~55 cm袁株距 45~50 cm袁留苗

9.00 万~9.75 万株/hm2遥移栽油菜要求一边拔苗一边移栽袁做
到当天拔苗当天移栽袁不栽隔夜苗袁并做到一边移栽袁一边
浇定根水遥栽后 7 d 内保持大田水分袁防止太阳曝晒死苗遥
4.2 直播

生尧生物学混杂和自生油菜混杂袁保证其品质遥
2 品种选择

为节省生产成本袁提倡以直播为主遥西安地区播期为

以优质品种秦优 7 号尧秦优 8 号尧秦优 10 号为主栽品

9 月中下旬遥密度根据品种尧土壤水肥条件确定袁一般直播田

子要严格精选袁选籽粒饱满尧大小均匀尧色泽光亮尧无病斑尧

一般为 3~4 cm遥播种前先按行定量分种袁做到逐行均匀撒

种袁搭配种植秦优 12 号尧秦优 13 号尧秦优 33 号等品种遥种
无虫蛀尧无霉变尧通过审定的双低油菜种子遥

播量 7.5 kg/hm2 左右遥采用 50耀60 cm 等行距条播袁播种深度
播袁播种后浇水袁并用细土盖种袁细土厚以种子不外露为宜遥

3 整地施肥

将有机肥 22.5~30.0 t/hm2尧复合肥 300~600 kg/hm2渊氮尧

磷尧钾总养分含量要求 40%以上冤尧硼砂 15 kg/hm2 作底肥袁
结合整地均匀施入土中[1]遥

4 栽培方式选择

直播油菜播种后 5~7 d 出苗袁缺窝的地方实行匀密补

稀袁达到苗全尧苗匀遥3~4 叶时间苗袁间距 3~5 cm曰5~6 叶时定
苗遥依据行距大小袁按照留苗密度确定株距遥塬地和晚播田

块可适当偏密袁留苗 10.5 万~15.0 万株/hm2曰早播尧套种尧肥
力较高田块袁留苗 9.0 万~13.5 万株/hm2遥

4.1 育苗移栽

5

选用土质肥沃尧地势平整尧接近水源的砂壤土地块袁最好

5.1

是近年未种过白菜尧萝卜等十字花科作物的玉米地袁苗床大

田间管理

施肥除草
移栽油菜成活后或直播油菜五至六叶期袁要追施尿素

小与大田面积的适宜比例为 1颐5~7遥播种前晒种 1~2 d袁用种

120 kg/hm2尧钾肥 75 kg/hm2遥锄松株间土壤袁除净杂草遥为防

翻耕苗床袁结合整地将残根杂草清除袁将 25%复合肥

耕时袁用丁草胺 2 250 mL/hm2 兑水 900 kg/hm2袁均匀喷雾畦

子重量 0.2%~0.3%的多菌灵拌种袁提高发芽率和预防病害遥

600 kg/hm 渊尿素 75kg/hm 尧磷肥 450 kg/hm 尧硫酸钾 75 kg/hm 冤尧
2

2

2

2

硼肥 30 kg/hm2尧10%地虫克 9~12 kg/hm2 混合后撒施于苗床

地上袁然后浅耕 1 次遥耖犁耙细袁按畦宽 130 cm尧沟宽 30 cm
拉线开沟做畦遥

止油菜田草害严重袁可在种植前采用除草剂控制草害遥在翻
面袁防除杂草遥油菜种植中袁应采用人工除草为主袁控制和减
少药品的施用次数[3-4]遥
5.2

中后期管理
对冬前旺长田块袁可采用深锄断根袁摘去老叶和适量绿

以 9 月 15 日前后播种为宜袁苗床用种子 22.5~30.0 kg/hm2袁

叶袁控制旺长曰对僵苗尧弱苗可适量补施肥料袁促进生长遥防

墒情灌出苗水[2]遥1 叶 1 心时第 1 次间苗袁疏理窝堆苗及拥

750 g/hm2 兑水 750 kg/hm2 喷施袁能有效地增厚叶片袁抑制根

均匀撒播于苗床上遥播种后盖 1 cm 厚的细粪土袁播种后视

挤苗曰二至三叶期第 2 次间苗并定苗袁做到叶不搭叶遥在间
苗尧定苗时要疏密留稀尧去小留大尧去病留健尧去弱留强袁确
收稿日期 2019-03-15

冻保苗及时喷多效唑袁在 6~7 片真叶时袁用 15%多效唑粉剂
茎延伸袁 增 强抗冻 能力遥 及早培土 袁 在油菜 封 行 前 至 8 ~

9 叶时袁即 11 月初进行第 1 次中耕培土袁围好根茎遥在 12 月
上中旬进行第 2 次培土袁培厚培严实袁防止根茎外露受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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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施薹肥袁在日平均气温降至 4~5 益时袁结合雨雪施尿素

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尧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

及时进行中耕袁疏松土壤袁防止春后倒伏袁促进油菜早发稳

油菜中下部茎叶上袁以提高防治效果遥

120 kg/hm2尧钾肥 75 kg/hm2 作薹肥遥2 月中下旬土壤解冻后
长袁并结合降水施好返青抽薹肥袁施尿素 120 kg/hm 尧钾肥
2

液尧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喷雾袁喷药时应喷在
6.4.3

蚜虫遥在油菜苗期和薹花期袁当有蚜株率达 10%时袁

75 kg/hm2遥油菜开花结角期袁喷施适量磷酸二氢钾袁促进籽

用 40%乐果乳剂 3 000 倍液尧50%敌敌畏乳剂 2 000 倍液尧

5.3 合理灌溉

薹开花初期袁如有蚜虫集中在嫩茎和花梗上危害袁则用 40%

粒充实饱满遥

油菜苗期需水较少袁结合移栽浇定根水渊直播浇出苗
水冤曰灌好蕾薹水尧开花结角水遥

70%灭蚜松可湿性粉剂 2 000 倍液进行常规喷雾曰在油菜抽
乐果乳剂 3 000 倍液尧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000 倍液尧
10%烯啶虫胺 2 000 倍液喷雾防治遥

6.4.4 菜青虫遥于卵孵盛期或二龄幼虫期用 90%晶体敌百虫

6 病虫害防治
6.1 农业防治

优先采用农业措施袁通过选用抗病虫品种尧培育壮苗尧
加强栽培管理尧中耕除草尧秋季深翻晒土尧轮作倒茬尧人工除
草等一系列措施减少各类病虫草害的危害 遥
[5]

6.2 生物防治

1 000 倍液尧2.5%敌杀死乳油 300~600 mL/hm2 兑水后进行低

容量喷雾遥也可用抑太保等新杀虫剂尧1%甲维盐 750 mL/hm2
兑水 750~900 kg/hm2 喷雾袁或用 2.5%溴氰菊酯乳油 300~
600 mL/hm2 兑水 450~750 kg/hm2 进行低容量喷雾遥
7 适时采收与贮藏

终花后 30 d 左右袁当全株 2/3 角果呈黄绿色尧主轴基部

保护利用油菜田自然天敌或人工释放天敌袁选用植物
源尧生物源农药防治病虫害遥

呈金黄色尧种皮呈黑褐色时袁为适宜收获期袁即野八成熟尧十

6.3 物理防治

成收冶遥

收割后堆捂 3~5 d 再进行单脱粒袁充分发挥野后熟冶作用袁

利用害虫的趋性袁设置糖醋液尧黄板等诱杀成虫袁压低
虫口密度遥

从而获得最高产量袁提高品质和出油率曰菜籽含水量降至

6.4 化学防治

6.4.1 霜霉病遥用 25豫甲霜灵可湿性粉剂按干种重量的 0.3豫
掺拌曰或用 75豫百菌清可湿性粉剂按种量的 0.4豫拌种曰发

9%~10%进行单独贮藏袁禁止与非双低油菜籽混收贮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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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吸收和利用肥料养分袁提高肥料利用率遥

分袁才能促进玉米茁壮生长和干物质形成袁实现增产增收[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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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核病遥于初花期至盛花期田间病叶率 8豫~10豫尧病

6.4.2

茎率 1豫时施药袁用 40豫多菌灵胶悬剂 2 250 g/hm2 兑水 750~
渊上接第 8 页冤

2.4 种肥同播对玉米养分吸收利用的影响

通过测算袁处理 1 100 kg 经济产量氮尧磷尧钾养分吸收

量分别为 2.47尧1.16尧2.47 kg袁较对应的无肥区分别高 0.25尧

0.21尧0.28 kg袁说明玉米生育期需要通过吸收充足均衡的养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相同氮尧磷尧钾养分与管理条件下袁种肥
同播更能有助于玉米生长发育袁提高产量遥同时袁与常规施肥

表 3 玉米肥料利用率植株测试结果

处理
1
2
3
4
5

全氮
1.36
1.27
1.27

全磷
0.48
0.42
0.43

茎叶
全钾
0.36
0.34
0.33

水分渊烘干基冤
3.70
3.87
4.04
3.52
5.58

对照相比袁氮尧磷尧钾的利用率分别为 40.7%尧20.8%尧48.0%袁
比常规施肥有所提高遥但若施肥结构不合理袁氮尧磷尧钾比例

失调袁将会导致养分含量不能满足作物的生长发育需要袁即
使加大施肥量袁增产效果也不明显袁影响作物的产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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