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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干旱地区耕地休耕制度试点技术模式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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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耕即通过休耕管护袁对地下水漏斗区尧重金属污染区尧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综合治理袁已成为一个研究
热点问题遥 本文以保墒促苗尧土壤理化改善为核心袁制订了包括范围尧环境要求尧休耕流程尧休耕栽培的技术规程袁重点
就休耕地的地块选择尧绿肥品种尧种植时期尧播种方式尧播种量尧机具选择尧还田方式尧杀青时期尧翻压深度尧深翻深度尧深
耕质量尧有机肥施入时期尧耙耱保墒等关键管护技术提出具体操作规范袁为充分发挥休耕管护在半干旱地区干旱缺水尧
生态严重退化区域的地力提升作用袁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耕袁复耕后能高产出等提供参考遥 重点提出按照春季种植绿
肥寅杀青还田寅深翻晒垡寅秋季增施有机肥寅耙耱保墒渊镇压冤的流程袁落实休耕地年度管护措施袁实现耕地质量提
升袁做到休而不荒尧休而不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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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行耕地休耕袁是党中央尧国务院着眼于我

作物筛选尧地力培育适宜绿肥作物轮作模式尧荒化与

国农业发展突出矛盾和国内外粮食市场供求变化作

地力培育适宜耕作措施尧荒化与地力培育适宜耕作次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袁是针对目前我国耕地掠夺性利用

数尧地力提升措施尧侵蚀保护措施尧提升轮作模式适宜

与抛荒并存形势下袁即一些耕地被年复一年地掠夺性

施肥制度等袁完成试验田块耕地质量尧容重尧水分等指

利用袁地力严重透支袁水土流失尧地下水严重超采尧土

标监测袁明确关键技术参数袁建立试区耕地地力提升

壤退化尧面源污染加重袁而另外一些耕地却被农民常

的休耕轮作技术体系袁开展相关研究而提出袁其对休

年抛荒袁这 2 种耕地无序利用的组合袁已成为制约农

耕地开展管护措施进行界定袁 是解决土壤养分失衡尧

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遥 近年来袁半干旱粮油主产

肥力降低尧结构退化与病虫害积累尧产量品质下降等

区采取多种措施袁有效保障了粮食尧油料等农产品的

问题袁充分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尧改良土壤生态尧调节土

生产袁 但同时也付出了农业面源污染逐年加重的代

壤环境尧增强蓄水保墒能力尧遏制土壤有机质下降趋

价袁尤其是全膜技术的大力推广袁玉米尧马铃薯等高产

势尧维护生态平衡尧增加土壤肥力尧增强农业发展后

作物连年种植袁土壤养分消耗加速袁传统的轮作倒茬

劲袁真正实现野藏粮于地冶野藏粮于技冶而总结出的一套

制度被削弱袁致使土壤得不到休养生息袁地力得不到

半干旱地区耕地休耕制度试点技术模式操作技术规

恢复遥 在全国玉米生产供给充足尧玉米收购价格相对

程袁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生产可行性遥

较低的情况下袁在部分区域开展耕地休耕工作袁通过

1 范围

耕地休耕袁减轻开发利用强度尧减少化肥农药投入袁有

本标准规定了半干旱地区耕地休耕制度试点技

助于修复农业面源污染袁缓解生态环境压力遥 该标准

术模式的术语和定义尧环境要求尧休耕流程尧管护技术遥

是通过3 年落实休耕地休耕年限尧 地力培育适宜绿肥

本标准适用于年降雨量 300耀400 mm 的甘肃省

中东部干旱及南部半干旱区休耕地块的种植和田间
基金项目

甘肃省旱作区耕地休耕养地技术试验研究与示
范渊GNCX-2016-1冤曰旱作区休耕地质量提升研
究与评价渊GNKJ-2017-15冤曰半干旱地区耕地休
耕制度研究与应用渊2017-2-25N冤遥
作者简介 任亮渊1984要冤袁女袁甘肃 会宁人袁高级 农艺师 袁
从事旱作区粮油栽培技术研究及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遥
*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 2020-08-11

管理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叶肥料的合理使用曳渊DB62/T 799要2002冤和叶农作

物包衣种子技术曳渊GB/T 15671要2009冤对于本文件的
应用是必不可少的遥 凡是注日期的应用文件袁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遥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袁
其最新版渊包括所有的修改单冤适用于本文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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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播为优袁无论点播还是条播袁播种后必须立即盖土袁厚
度依籽粒大小而定袁保持土壤湿润袁以利出苗遥 条播行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遥
3.1 休耕
休耕是对肥力不足尧地力较差的耕地在一定时期
内不种农作物袁但仍进行管理以恢复地力的方法遥 休
耕的关键在于落实休耕期间种植绿肥养地作物尧翻压
还田尧抗旱保水耕作等措施[1-2]遥

距 20耀25 cm袁点播穴距 10耀15 cm遥

6.1.4 播种量遥 毛苕子 30耀45 kg/hm2尧 箭筈豌豆 60耀

75 kg/hm2尧豌豆 150耀225 kg/hm2尧油菜 3.75耀4.50 kg/hm2尧

草木樨 15.0耀22.5 kg/hm2尧红豆草 75耀90 kg/hm2尧紫花苜

蓿 15 kg/hm2尧沙打旺 7.50耀11.25 kg/hm2遥
6.2 杀青还田

3.2 绿肥种植

绿肥种植指将绿肥作物按设定播种量进行播种

将绿肥用旋耕器械打碎袁深翻压入土层袁在盛花

的过程遥绿肥种植是增辟肥源尧改良土壤的有效方法 遥

至谢花期杀青打碎袁秸秆长度以 10耀15 cm 为宜袁翻压

杀青还田指将绿肥用旋耕器械杀青打碎袁 然后

6.2.1 机具选择遥 注意不能用杀秧机袁要选用秸秆粉

[3]

3.3 杀青还田

后秸秆无外漏者为合格遥

深翻压入土层遥

碎还田机遥

3.4 深翻晒垡

6.2.2 还田方式遥 一年生绿肥作物在盛花期进行杀青

深翻晒垡指采用深耕机械作业袁于盛夏深翻下层土
壤袁使之上翻曝晒袁杀死部分病菌尧虫卵尧草根袁并提高
土温袁加深耕层袁疏松土壤袁增强土壤对降水的吸收袁
提高降水蓄纳能力袁避免产生地表径流的耕作措施遥
3.5 耙耱收口
耙耱收口指耕后地块在秋末利用镇压旋耕机浅
耕耙耱收墒袁使土块碎散尧地面平整袁促使耕作层上实
下虚的耕作技术措施遥

4 用地环境

一是环境条件遥 年降雨量 300耀400 mm 的干旱缺

深耕翻压还田曰二年生绿肥作物第 1 年在盛花期进行

收割过腹还田袁第 2 年杀青深耕翻压曰三年生绿肥作
物在前 2 年收割过腹还田袁第 3 年杀青深耕翻压遥

6.2.3 杀青时期遥 豆科绿肥适宜的翻压时间为盛花至
谢花期袁 十字花科油菜绿肥在上花下荚期翻压最佳袁
趁墒翻压袁为绿肥腐解创造条件遥
6.2.4 翻压深度遥 一般以 20耀25 cm 为宜遥

6.3 深翻晒垡

每年 1~2 次袁以 2 次耕作为优遥在伏天进行第 1 次

深耕袁结合绿肥还田进行曰第 2 次在夏末秋初深耕袁耕

水尧生态严重退化的区域休耕地块遥 二是环境质量遥 符

后不耙袁以便纳雨蓄墒晒垡袁熟化土壤遥

合 DB62/T 798要2002 的规定遥 三是土壤条件遥 选择地

6.3.1 深翻深度遥 深翻并不是越深越好袁如果深耕到

势平坦尧适宜机械化耕作尧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耕的

耕作层以下袁心土层的生土会被翻到表土层袁生土通

地块遥 四是肥料要求遥 符合有机肥料渊NY 525要2012冤

透性差袁好气性微生物少袁肥力低袁不利于作物的生

用袁不得在田间存放遥

间袁深松耕达到 30 cm 以上遥

的规定遥五是危险物管理遥指有毒尧有害农药袁按规定使

5 休耕流程
围绕防止休耕地荒化尧降低休耕地侵蚀尧提升休
耕地地力尧协调休耕地水肥 4 个主要环节袁以种植绿
肥为核心袁结合地力培肥综合技术袁按照春季免耕种

长袁 耕深应逐年加深袁 适宜深度控制在 25~30 cm 之

6.3.2 深耕质量遥 深浅一致袁不漏耕尧不重耕袁促进土
壤肥力均匀袁要确保边尧埂不漏耕袁改造使用开边尧开埂
专用机进行开边尧开埂袁有效防治地埂杂草延伸入地遥
6.4 增施有机肥

植绿肥寅杀青还田寅深翻晒垡寅秋季增施有机肥寅

旱作区由于单位面积生物产量低袁有机肥料不足袁

耙耱保墒的流程袁落实休耕地年度管护措施袁实现耕

不是短期内能轻易解决的问题遥 应集中施用有机肥院

地质量提升袁做到休而不荒尧休而不废遥

一是地块轮流集中施肥袁把有限的肥料分期集中施用

6 栽培技术

在一块地上渊每年投入商品有机肥 1.80~2.25 t/hm2冤曰

6.1 绿肥种植
6.1.1 品种遥 一年休耕绿肥作物以豌豆尧箭筈豌豆尧毛
苕子尧油菜为主曰二年休耕绿肥作物以草木樨尧红豆草
为主曰三年休耕绿肥作物以紫花苜蓿尧沙打旺为主遥
6.1.2 种植时期遥 采用春播袁4 月中上旬即可播种遥
6.1.3 播种方式遥 可点播尧条播或撒播袁以春季免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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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耕层集中施肥袁结合第 2 次深翻施入袁把有限的

肥料集中施在作物根层周围袁增加局部根层土壤的施

肥量袁 一般施农家肥 30~45 t/hm2 或者商品有机肥
750~1 500 kg/hm2袁结合秋耕施入[4]遥

6.5 耙耱保墒

主要在土壤封冻前进行袁 要浅耕耙耱镇压收墒袁

任 亮等院半干旱地区耕地休耕制度试点技术模式操作规程
采用或改造有镇压功能的旋耕机具一次性完成袁做到
耙透尧耙平土地袁形成野上实下虚冶的耕作层袁为次年播
种保全苗创造良好的土壤水分条件遥

[2] 柳荻袁胡振通袁靳乐山.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地下水超采
区休耕补偿标准研究[J].中国人口窑资源与环境袁2019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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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品种较对照豫花 9326 增产幅度小或减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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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病袁感锈病袁中抗青枯病袁生育期 123 d遥

不一一详述遥

渊8冤豫花 159 号遥 平均荚果产量 5 540.25 kg/hm 袁
2

居第 8 位袁比对照豫花 9326 增产 3.9%袁增产不显著遥

籽仁平均产量 4 034.70 kg/hm 袁比对照豫花 9326 增产
2

4 结论

增产幅度较大的品种中袁豫花 155 号荚果和籽仁

产量分别比对照豫花 9326 增加 15.67%尧15.55%曰豫花

12.83%袁居第 4 位遥 该品种属连续开花尧疏枝尧直立袁叶

163 号荚果和籽仁产量分别比对照豫花 9326 增加

主茎高 36.3 cm袁侧枝长 39.8 cm袁总分枝 9.8 个袁结果

对照豫花 9326 增加 11.57%尧12.96%遥 信花 12 号和周

片绿色程度为中袁小叶形状为倒卵形袁小叶大小为小袁

枝 7.7 个袁单株饱果数 12.3 个遥 荚果普通形尧荚果缢缩
程度弱袁果嘴明显程度无或极弱袁荚果表面质地光滑
到中袁百果重 226.2 g袁饱果率 85.9%遥 籽仁柱形袁种皮

浅红色袁内种皮浅黄色袁百仁重 90.7 g袁出仁率 72.8%遥
蛋白质含量 23.4%袁脂肪含量 54%袁油酸含量 79.9%袁

11.94%尧10.92%曰 豫花 156 号荚果和籽仁产量分别比
花 8 号荚果产量较对照豫花 9326 减产明显袁 减幅分
别为 9.09%和 2.84%遥 综上所述袁 豫花 155 号尧 豫花

163 号和豫花 156 号在河南省麦套区综合表现良好袁

适宜在河南省进行大规模推广种植[9-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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