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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生是山西省重要的油料作物袁在全省经济作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袁通过花生高产示范栽培技术在山西省汾阳市的应用袁使产
量达到 8 298.6 kg/hm2遥该高产示范重点采用了野品种+农机+农艺冶的集成技术遥本文介绍了晋花 7 号花生高产示范栽培技术袁包括选地整
地尧种子处理尧适期播种尧及时放苗与查苗补缺尧土肥水管理尧适度化控尧病虫害防治尧适时收获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该地区乃至全省花生高
产栽培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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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袁是我国具有
强劲国际竞争力的大宗农产品之一 遥花生也是山西省重要
[1]

的油料作物袁在全省经济作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遥据相关记

载显示袁山西省花生种植历史近 200 年袁但整体水平不高袁

次平均荚果产量 4 258.5 kg/hm2袁较对照品种晋花 4 号增

产 19.2%遥2012 年在汾阳市孙家庄种植示范 0.17 hm2袁通过
现场测产验收袁折合干花生荚果 8 298.6 kg/hm2袁创山西省花

单产长期低且不稳 遥一直以来袁花生研究人员从种质资源

生高产纪录遥该品种在参加多点次生产试验和多年多点生
产示范过程中袁通过不同年份尧不同试点的生态区域种植袁

的收集尧保存尧鉴定尧利用及配套栽培技术的应用等多个方

从产量及抗逆性尧综合经济性状等方面鉴定袁适宜在山西吕

面对山西花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遥近些年来袁得益于国家种

梁尧晋中尧长治等地区春播袁晋南地区复播袁陕西尧河北等北

植业结构的调整尧山西种植业结构的优化袁山西省花生种植

方花生区大面积推广种植遥

[2]

业发展较快袁面积尧单产稳定提高遥全省花生生产在播种面

农业部门要加快新品种尧新技术的推广力度袁将主推品

积稳定的基础上袁应大力推广优质高产花生新品种尧配套新

种及栽培技术配套集成袁同时搭建各种平台袁加强技术培训袁

技术以及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袁加快品种更新换代袁为山西

加大宣传力度袁让农民看得见尧听得懂尧学得会袁全面提高花

省花生种植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汾阳市地处吕梁山东麓尧晋中盆地南缘袁是平川地区农

生全程机械化水平遥培育壮大一批农业合作社尧种植大户袁
通过新品种尧新技术的示范展示袁使其在成果转化和技术推

业生产大市遥据统计袁近年来该地区花生播种面积稳定在

广中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遥种植户则要加大肥料投入袁科学

3 333.33 hm2 以上[3]遥花生耐旱袁属于节水型作物袁本地区多

施肥袁加强田间管理袁努力再次提高本地花生的生产水平遥

有限袁特别适合花生种植遥种植花生效益较高袁但汾阳市花

功示范推广袁为当地乃至全省花生生产发展起到一定的推

年平均降水量 467.2 mm袁年际间降水量变化较大袁自然降水

总之袁优质高产花生新品种晋花 7 号及其配套栽培技术成

生产量与其他花生产区的产量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袁增产潜力

动作用遥

巨大袁因而全面实现机械化尧提高综合栽培水平势在必行遥
该地区生产立地条件差尧品种退化且混乱尧栽培条件落后是
影响花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因素袁种植户田间管理粗放尧
不重视投入尧不注重轮作倒茬尧不重视有机肥料的施入袁导
致土壤肥力下降尧养分失调尧病虫害发生严重袁花生产量得
不到有效提高[4]遥通过花生高产栽培集成技术的应用袁促进
农机农艺结合袁可有效提高花生产量袁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遥

晋花 7 号花生品种具有优质尧高产尧稳产尧抗病尧抗旱尧

广适且综合性状好等优点袁适宜砂壤土尧壤土等多种土壤类

型种植遥该品种 2006要2007 年参加品种比较试验袁2 年平均

1 选地整地
选择地势平坦尧土层深厚尧排水良好的砂壤土或壤土地

块遥于深秋初冬进行深翻袁耕深 30 cm 左右袁上翻下松袁以促
进土壤熟化尧保墒蓄水遥结合深翻将残留地膜尧石头尧砖块尧
根茬尧杂草等进行处理袁便于翌年铺膜作业袁防止地膜破损遥
沙土地和涝洼地则不宜深翻[5]遥整地要做到深尧平尧细袁结合
整地撒入毒谷袁可有效防治地下害虫遥注意袁花生忌连作袁应
实行轮作倒茬[6]遥
2

种子处理
因为机械化播种对种子的发芽率要求很高袁选用良种

荚果产量达到 3 907.5 kg/hm2袁较对照品种晋花 3 号增产

是保证苗全尧苗齐尧苗匀尧苗壮的基础袁是获得高产的关键遥

6 点次平均荚果产量 4 342.5 kg/hm2袁较对照品种晋花 4 号

首选品种袁该品种植株直立而紧凑尧花期集中尧生长势强尧生

32.4%遥2008 年参加全省花生品种区域性直接生产试验袁
渊3 528.0 kg/hm2冤增产 23.1%曰2009 年再次参加全省花生品种

区域性直接生产试验袁5 点次平均荚果产量 4 176.5 kg/hm2袁

较对照品种晋花 4 号渊3 622.5 kg/hm2冤增产 15.3%曰2 年 11 点
基金项目 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山西综合试验站渊CARS-1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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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花 7 号是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选育袁属
育期 120~125 d尧综合农艺性状好遥在播前 2~3 d 机械化剥
壳袁剥壳前晒种 1~2 d袁注意只晒荚果袁不晒种子袁可增强种

子活力尧加快发芽速度袁缩短出苗时间遥之后将种子分级粒
选并根据不同需求用药剂拌种或种子包衣处理袁可以较好
地减轻霉菌等病菌感染种苗或防止虫害如蛴螬尧金针虫等

危害花生袁提高出苗率和保苗率遥例如袁采用 5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处理种子袁防病效率在 80%以上曰采用 20%氯虫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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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期播种

上时袁为了抑制植株徒长袁可施用壮饱安 300 g/hm2 进行化

种袁对地下害虫的防控效率在 60%以上[7]遥

适期播种是保证花生苗全尧苗壮袁进而获得丰产的重要

适度化控

高水肥花生田植株生长旺盛遥盛花期主茎高达 40 cm 以

控袁促进花生荚果发育袁提高产量遥

措施遥通过近几年的栽培实践袁汾阳市地膜春花生播种最适

7 病虫草害防治

时袁可保证花生出苗不受低温胁迫袁出苗更加安全遥

斑病病情指数 12.3%遥对于叶斑病袁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

安排在 5 月 1 日左右袁表层 5 cm 地温连续 5 d 稳定在 12 益

足墒机械化精量播种袁开沟尧播种尧施肥尧铺膜尧覆土尧

除草一次性完成遥晋花 7 号春花生合理密度为中水肥田

32.25 万~33.00 万株/hm 尧较高水肥田 30.0 万~31.5 万株/hm 袁
2

2

遵循肥地宜稀尧瘦地宜密的总原则遥
4 及时放苗与查苗补缺

覆膜花生一般在播后 12 d 左右出苗袁发现有顶土迹象

时要及时破膜引苗袁引苗时间应在 9院00 以前或 16院00 以后遥
破膜引苗后袁应在膜孔上覆湿土 3~5 cm 厚以避光引苗袁同
时将没有伸出膜的侧枝引出膜外袁再用土将膜孔四周封实袁防
止跑温跑湿 遥
[7]

晋花 7 号花生高抗青枯病袁褐斑病病情指数 18.3%袁网

粉剂 800~1 000 倍液在发病初期喷雾防治遥7 月是蚜虫尧红蜘
蛛高发期袁可用 1.8%阿维菌素 150~300 mL/hm2 兑水 900~
1 200 kg/hm2 喷雾防治遥

合理而且科学地使用除草剂袁可保证花生生长期前 2 个

月内基本无杂草袁达到经济化和高效化遥除草剂的除草效果
与地表湿度有直接关系袁即地表湿度大袁除草效果好曰地表
湿度小袁除草效果差遥此外袁种植户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袁选
择无风天气的 16院00要17院00 以后喷施遥同时袁忌在同一地区
长期使用同一种除草剂袁以防杂草产生耐药性袁生产中应常
换用除草剂品牌袁并辅以人工除草遥

在花生基本苗齐后袁及时进行全面查苗袁缺苗严重的地
方要及时补苗袁保证合理的群体密度 遥清棵蹲苗可起到控上
[8]

促下的作用袁是一项有效的增产措施袁一般可增产10.7% 袁
[9]

主要表现为茎粗节密袁根系深扎且发达袁促进早结果尧多饱果
且集中结果遥

8 适时收获
根据该品种生育期袁当花生植株中下部叶片转黄脱落袁

70%以上荚果果壳硬化尧网纹清晰尧呈现品种特有色泽时袁

及时机械化摘果并晾晒袁使含水量降至 10%以下袁做到安全
贮藏遥

5 土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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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土可起到增温尧防涝尧抗倒袁缩短果针的入土距离袁促
进果针入土结荚和果荚发育的作用[10]遥
结合整地科学配比一次施足底肥袁确保花生各生长时期
养分充足袁特殊情况下再进行追肥遥因为花生属于地上开花
地下结实的作物袁为了荚果和根瘤充分发育袁要求耕作层深
厚尧有机质含量高尧土壤养分充足尧结实层疏松遥施肥以腐熟
农家肥为主袁氮尧磷尧钾肥为辅袁偏施磷肥袁适当增施微肥如
锌尧硼肥等[8]遥一般施磷肥 600 kg/hm2尧尿素 300 kg/hm2尧氯化
钾肥 225 kg/hm2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测土配方施肥遥花
生花针期需肥较多袁应根据植株长势情况结合浇水适时适量
追施花生专用肥遥结荚成熟期主要做好保叶防植株早衰工

作袁根据此时期花生生长情况袁可用磷酸二氢钾 1.5 kg/hm2
进行叶面喷施遥同时保证田间排水畅通袁做好排涝防渍等
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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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之间产生黑色形成层遥

40%毒死蜱乳油 2.25 kg/hm2 与 75 kg/hm2 细干土混拌均匀做

20%以下脱粒袁脱粒后及时晾晒遥分品种单收尧单运尧单堆

消灭在 3 龄之前遥对地老虎尧蛴螬尧金针虫等地下害虫用
成毒土袁再与化肥混拌均匀一起施入即可遥

用 90%乙草胺 2.5 kg/hm2+38%阿特拉津胶悬剂 4 kg/hm2+

72% 2袁4-D 丁酯 0.75 kg/hm 兑水 300~350 kg/hm 袁在整地之
2

2

后覆膜之前进行土壤封闭袁防除杂草遥封闭效果差的地块有
杂草拱出地膜外袁可使用 4%烟嘧磺隆 1 500 mL/hm2袁兑水
300 kg/hm2袁进行第 2 次除草遥
9 收获及储藏

适时收获袁初霜后 7~10 d 开始收获遥收获标准院苞叶松

散尧乳线消失尧籽粒脱水后表现出品种固有特征尧在穗轴和
40

储藏要求院及时上架袁杜绝地面堆放袁籽粒含水量达到

放尧单脱粒尧单贮藏遥根据市场行情适时销售袁既要增产又要
增收遥
10 参考文献

[1] 方向前袁杨粉团袁付稀厚袁等.吉林省润湿冷凉区玉米吉单 198 丰产高
效栽培技术体系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袁2008袁24渊4冤院199-202.
[2] 方向前袁曹文明袁丁绍文袁等.吉林省湿润冷凉区玉米优质高产高效生
产制约因素及对策[J].中国种业袁2013渊4冤院40-42.
[3] 张欣凤.粮饲兼用型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J].现代畜牧科技袁2018
渊5冤院56.
[4] 唐明贤袁邓斌.普洱市冬玉米生物可降解地膜覆盖高产栽培技术浅
析[J].农业科技通讯袁2018渊4冤院25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