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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市花生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及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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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花生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袁包括品种选择尧播种尧施肥尧田间管理等方面内容袁分析了扶余市花生
种植成效袁以供相关人员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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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扶余市第二大栽培作物袁 有 70 余年的栽

正常播种用种量院中粒 90~100 kg/hm2袁采用半拉稀播

2 250~4 500 kg/hm2袁一直是风沙土区的支柱产业遥 过

最多 240 kg/hm2遥 扶余市弓棚子镇尧增盛镇有种大垄

培历史遥 近些年袁花生播种面积 11 万 hm2 以上袁产量

去袁品种是单一的扶余四粒红袁后逐渐从山东尧沈阳引

进白粒型新品种袁这些新品种生育期长尧增产潜力大尧
经济效益高遥 现对其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进行总结遥

1 花生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种 100~110 kg/km2曰白粒型品种用种量 100~110 kg/hm2袁

3 行的模式袁即两垄合一垄袁垄上种 3 行袁即垄距 120~
130 cm袁保苗 30 万株/hm2 左右曰垄上小行距 25~30 cm袁

穴距 18~20 cm袁垄上拐子苗 18 万~22 万株/hm2遥

1.3 科学施肥

1.1 品种选择
十几年来袁课题组通过白粒尧红粒花生有性杂交尧
系统选育等方法培育出红粒三类及大粒尧中粒尧小粒
等 6 个品种遥 生育期小粒 90~100 d尧中粒 115 d尧大粒

118 d袁都适于风沙土种植遥 在松原市各县推广最多的

仍以扶余中粒红花生为主遥 通过异地换种袁将扶余中
粒红品种引入周边市县袁再引种回来种植袁以提高该
品种的抗早衰能力袁提高产量和品质 遥
[1]

白粒型品种不断引进推广袁种植面积增大袁有些

半沙半土的砂壤土适于种植遥 例如院白沙 1016袁百粒重

80 g袁果形似蚕豆曰花育 20袁珍珠豆形曰亚美 406要2袁果

1.3.1 常规施肥遥 生产荚果 3 000~3 500 kg/hm2 时袁需

纯 N 180 ~210 kg/hm2尧P2O5 30.0 ~45.5 kg/hm2尧K2O 60 ~
120 kg/hm2尧Ca 40.9~67.2 kg/hm2遥 虽然花生需氮量较
多袁但施用量却不高袁这是由于花生根瘤菌的固氮作
用能供给花生生长发育 50%~70%的氮遥 其余的 N尧P尧

K 等营养元素都来自土壤和肥料袁 花生对微量元素

Zn尧B尧MO尧Mn尧Fe 等也有一定的需求袁 氨基酸尧 腐植
酸尧甲壳素等都对花生的生长发育起到很大作用[2-3]遥

1.3.2 配方施肥遥 淤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配方施肥制

度遥 通过测土配方袁缺什么补什么袁有机肥和无机肥相
结合曰前茬施肥与当茬施肥相结合遥 玉米茬尧西瓜茬等

型中间有束腰遥 这些白粒型花生品种在当地产量水平

高肥茬口对花生生长非常有利遥 高产花生田所需要的

为 3 000~4 500 kg/hm 袁通过覆膜高产栽培袁产量最高

营养元素袁大多来自原来的土壤中袁但施肥只能补偿

2

可达到 6 000 kg/hm 渊前茬为玉米地块冤袁比扶余四粒红
2

产量提高 30%~55%遥

1.2 精细播种袁合理密植
合理密植的原则是白粒花生分枝多宜稀袁红粒花

产出消耗的地力袁 因而花生前茬施肥比当茬施肥更
好曰中产田通过施肥增产效果显著袁应根据土壤肥力
状况确定当茬施肥比例及施肥量遥 于施肥量及方法遥

在三犁川打垄时施农家肥 15~20 m3/hm2遥 化肥总量的

生分枝少宜密遥 5 月 5要15 日袁当 5 cm 地温稳定通过

80%作底肥袁一般施用 45%复合肥渊12-18-15冤400~

含水量 15%~18%冤时播种渊如遇倒春寒可适当延后冤遥

钙中微量元素齐全冤曰追肥占总施肥量的 20%左右袁如

12 益尧土壤最大持水量在 50%~60%渊相当于沙质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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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kg/hm2袁 最好加过磷酸钙 80~120 kg/hm2袁渊过磷酸
在花针期追施尿素 30~50 kg/hm2+钾肥 50 kg/hm2遥 在苗

期尧始花期尧花针期尧饱果成熟期袁喷施叶面肥袁可用含
氨基酸尧腐植酸尧甲壳素尧硼尧硫酸亚铁的叶面肥交替

刘艳辉等院扶余市花生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及应用成效
使用 3~4 次袁苗期尧始花期施用 0.02%钼酸铵遥后期可与
防叶斑病药物结合在一起喷施袁增产防病效果更佳 遥
[4]

维生素袁 四粒红花生品种通过深加工适合做小食品尧
炒货尧糕点尧糖果等袁包装成礼品盒销售全国各地袁成

1.4 田间管理

为过年尧过节尧新婚庆典不可缺少的小食品遥 扶余市花

1.4.1 除草剂选择遥 苗前土壤封闭袁多用扑草净尧乙草

生色泽鲜艳袁不油不腻袁口感好袁多年多次检测均无黄

胺尧西草净尧异丙甲草胺尧拉索尧施田补尧农思它尧咪唑

曲霉毒素污染袁无公害尧绿色尧有机袁深受外商青睐袁是

乙烟酸等兑水 400~600 kg/hm 喷雾曰茎叶处理时间多

传统的出口商品袁销售市场前景广阔遥

2

在花生二至四叶期尧杂草三至五叶期袁单子叶杂草用
精稳杀得尧精喹禾灵尧拿捕净尧高效氟吡甲禾灵防除袁

2.3 助推产业发展袁增加农民种植积极性
按照区域化布局尧规模化生产尧产业化经营的要

阔叶杂草用苯达松尧乙羧氟草醚等防除遥

求袁扶余市已经创建了国家级特色农产品基地袁大力

1.4.2 加强铲趟袁合理施肥遥 花生子叶在出土时处于

发展绿色花生产业化生产遥 在松原市袁鲁花建成生产

半留土状态袁子叶与主茎之间的第一对侧枝通过清棵
早露出袁使其接受阳光袁提高结果率遥 用手扒掉花生周
围的土袁露出子叶即可遥 同时袁进行垄沟松土袁完成一次
铲趟袁15 d 后二次分枝分生时袁 铲趟 2 遍袁 第 3 次封
垄袁在 7 月中旬盛花期袁形成方头垄袁接纳果针遥 苗期
至花针期可以根外追肥遥花生对根外施肥敏感袁营养元

10 万 t 花生油的项目袁目前已经投入生产遥 野扶余四粒
红冶农业绿色品牌袁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应用平台
野数字松原冶袁远销各国遥 花生销售前景好袁本地人到白
城市尧内蒙古租地袁用覆膜技术大面积种植野大白沙冶
品种袁秋季收获后运回当地销售遥2020 年花生果均价约
7.0 元/kg袁按产量 2 250 kg/hm2 计袁产值 15 750 元/hm2袁

素吸收以后袁可很快供给自身生长袁增强其生理生化

效益好袁农民种植积极性非常强袁既实现了农业提质

活性袁与植物生长调节剂同时使用增产效果更佳遥

增效尧农民增产增收袁又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遥

1.4.3 综合防治病虫害遥 合理用药袁预防为主袁综合防

2.4 引进新品种袁提纯复壮筛选后续品种

杀菌剂防治苗期根腐病尧茎腐病尧冠腐病曰利用高氯菊

鲁花 9尧山花 7尧山花 8尧花育 23尧花育 25尧花育 40 等品

治遥 利用种子包衣剂防治地下害虫金针虫 尧蛴螬曰利用
酯防治草地螟尧蚜虫尧红蜘蛛尧大造桥虫遥

从山东尧河南尧河北等地引进了鲁花 13尧鲁花 14尧

种袁通过改良尧改进耕作模式尧提纯复壮袁增加了花生

2 扶余市花生种植成效

潜力遥 但由于品种掺混袁使原品种纯度降低袁影响了抗

2.1 调整种植结构袁扩大种植面积

性和产量遥 花生受虫蜂等多种因素影响袁产生变异袁使

吉林省黄金玉米带已连作 30 余年遥随着种植结构

品种纯度尧整齐度下降遥 因此袁应实行单株稀植袁保存

年袁农业农村部出台化肥尧农药零增长政策袁为了更好

审定的后续品种袁如扶花 1 号尧扶花 2 号尧扶花 3 号等

调整袁缩减玉米种植面积已列入松原市政府报告遥近几

地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袁应大力推广花生轮作栽培遥 通
过科技创新袁引种新品种尧新技术袁利用双行地膜覆盖

种性袁增加抗性袁提高产量遥 目前袁扶余市已选育出了省
系列品种袁其他如扶花 7 号已选育完成袁正在审定中遥

2.5 作为农业生产抗旱抗灾的备选作物

可以争积温尧提前播种尧增加单产袁挖掘花生生产的潜

花生是抗旱抗灾能力最强的作物遥 北方风沙大袁

能遥 2019 年扶余市覆膜花生种植达到 7.7 万 hm 袁通过

十年九旱袁特别是扶余市砂壤土多袁选择抗旱抗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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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玉米 3 年轮作渊花生寅玉米寅玉米冤袁解决了花生的

植的作物花生较为适合遥 花生叶片有闭合作用袁一遇

重茬尧迎茬问题袁为减少病虫害发生起到积极作用遥 随

到高温袁叶片闭合袁气孔关闭袁蒸腾作用急剧减弱袁生

着大气候变暖袁土壤腐殖质发生变化袁扶余市干旱涝

长受阻袁水分供应恢复后袁生长很快恢复袁甚至超过原

洼地减少袁这部分区域越来越适宜花生种植袁花生种

来的水平遥 同时袁花生还能抗雹灾袁花生前期丛生袁贴

植面积逐年递增袁从 2014 年的 4.24 万 hm 增至 2019 年

近地面茎秆柔韧袁雹打后只是受伤袁能快速恢复生长遥

2

的 11 万 hm 袁5 年增加种植面积 38%袁扩大 2.6 倍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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