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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小麦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左小芳
渊河南省邓州市农业局植保植检站袁河南邓州 474150冤

摘要 介绍了南阳市小麦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袁包括小气候尧耕作习惯尧施肥习惯尧品种选择尧播种方式尧田间管理等方面袁以
期提高南阳市小麦产量和效益袁实现高产高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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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是河南省粮食的核心产区袁小麦常年播种面积近

80 万 hm 袁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10%袁但平均产量只有 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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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袁适时早播袁合理施肥曰二是科学防治袁在小麦灌浆期实
施野一喷三防冶袁即将杀菌剂尧杀虫剂尧磷酸二氢钾混合均匀

6 330 kg/hm2袁和小麦高产 8 250 kg/hm2 以上的目标还有很大

后进行喷施袁不仅对小麦干热风有很好的防治效果袁还可以

行了调研袁2019 年在上年工作的基础上袁针对影响小麦高产

河南省南部小麦生产中另一类常见的气象灾害为小麦

差距遥2018 年度笔者对南阳麦区小麦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

兼治其他病虫害遥

的限制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探讨袁认为有 6 个限制因

穗发芽袁对小麦的产量及品质有较大的影响遥其发生原因在

素最为突出院南阳盆地独特的生态小气候袁对小麦生产带来

于品种自身特点与气候等多个方面的综合作用袁气候是诱发

不利影响曰长期的耕作习惯造成土壤耕作层浅袁保水保肥能

的外部因素袁内因是小麦品种的生殖休眠特性遥因此袁需选

力不强曰施肥种类过于单一袁偏施氮肥袁磷肥施用量过少袁钾
肥更少甚至不施袁不能为小麦生长提供充足营养曰盲目选
择不适合在南阳市种植的小麦品种曰播种管理不精细袁群体
和个体的关系不协调曰田间管理粗放袁病虫害管理不到位袁
造成病虫害严重发生袁影响产量遥因此袁必须从以上限制产

择抗穗发芽的品种[1-2]遥
2

耕作习惯
南阳市耕作大多采取浅耕尧旋耕等作业方式袁导致耕作

层与心土之间的土层过于板结袁形成一层厚度达到 8 cm 左
右的犁底层袁降低了土壤的透水透气性袁且小麦根系难以穿

量的因素入手袁才能提高小麦的产量尧增加农户的效益遥

过袁造成小麦根系分布在土壤表层袁吸收养分的范围减少袁

1 小气候

影响其健壮生长袁容易发生倒伏等遥因此袁可采取机械深松

南阳市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袁为典型的季
风大陆性半湿润气候袁光照资源丰富袁四季分明袁降水量充

渊深度 30 cm 左右冤的方式袁打破长期耕作习惯造成的土壤
板结等问题袁提高土壤的透气性及蓄水保温能力袁改善土壤

足袁年均温适宜袁无霜期以及年日照时数等均适合冬小麦的

中的水分气热等条件袁为小麦根系深扎提供良好的条件遥对

生产袁但小麦生产中后期容易受到不良气候条件的影响袁如

于低产田来说袁机械化深松可发挥更明显的效果袁与未进行深

干旱尧高温等袁导致小麦出现干热风尧病虫害等遥
小麦赤霉病是小麦生产中的关键性病害袁被称为野小麦
的癌症冶袁不仅可造成小麦严重减产袁还可产生毒素危害食
用者的身体健康遥在菌源数量多尧抽穗扬花期降雨连续超过

松处理的小麦田相比袁深松田块的产量可增加 900 kg/hm2
左右袁增幅在 16%左右遥一般 2~3 年进行 1 次机械深松袁以
打破土壤犁底层袁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遥
3 施肥习惯

3 d尧气温超过 15 益等条件下袁麦田内易发生严重的赤霉病
危害袁要及时预防尧加强防治遥一是选择抗病能力强的小麦

肥少施甚至不施袁造成小麦徒长尧贪青晚熟袁抗倒伏能力不

品种袁尽量将田间越冬的病残体尧作物秸秆等清理干净袁降

强袁病虫害发生率高袁产量降低遥为此袁可推广测土配方施

低田间病源基数曰二是播种时间尽量提前袁不同类型的品种

肥技术袁坚持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袁合理施用氮尧磷尧钾

要结合其特性安排播种袁如半冬性品种的播种期安排在

肥袁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及品质遥具体

10 月 10要20 日袁弱春性品种播种期安排在 10 月 15要25 日袁
促使小麦提前扬花尧灌浆袁与病害大发生的时间错开曰三是

南阳市小麦生产区多数农户习惯于重施氮肥尧磷钾

施肥量可结合土壤的肥力水平而定遥对于肥力水平低的低
产田块袁可施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45 t/hm2尧标准磷肥900耀

科学配方施肥袁不要过多施用氮肥袁增加有机肥的施肥比

1 050 kg/hm2尧尿素 375 kg/hm2曰对于肥力水平一般的中产田袁

喷药袁隔 5~7 d 再喷 1 次遥药剂可选择 50%多菌灵可湿性粉

1 200 kg/hm2尧尿素 375耀450 kg/hm2曰对于肥力水平高的高

穗部袁均匀喷雾袁可有效防止病害流行遥

1 200耀1 350 kg/hm2尧尿素 525 kg/hm2尧钾肥 150耀225 kg/hm2尧锌

例曰四是化学防治袁在小麦 10%进入抽穗扬花期时第1 次
剂尧40%三唑酮悬浮剂等袁切记喷药的部位要重点对准小麦
干热风是小麦进入灌浆末期后常发生的一类气象灾
害袁可造成小麦减产遥预防上袁一是选择抗逆能力强的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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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施有机肥 45~60 t/hm2尧饼肥 750 kg/hm2尧标准磷肥1 050~

产田袁则施有机肥 60~75 t/hm2尧饼肥 750 kg/hm2尧标准磷肥

肥 22.5耀30.0 kg/hm2遥对于土壤瘠薄尧气候干旱的低产田袁如
果常年不能保证有效浇水袁可将 70%的氮肥作为底肥袁剩余

的 30%作为追肥施入袁也可全部作底肥施入曰对于矿薄性

的低产田袁施肥要坚持少量多次袁底肥施入 50%袁追肥施入
50%曰对于中高产田袁可将氮肥的 50%~70%作为底肥施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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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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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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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