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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学

清流县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
林生发
渊清流县温郊乡农业服务中心袁福建清流 365300冤
摘要 清流县近年来积极推广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袁每年推广种植面积达 100 hm2 以上袁产量达 375~450 t袁而温
郊乡每年推广种植面积达 50 hm2 左右袁产量高达 400~460 t遥 本文从选择自身高产又再生能力强的良种曰科学早播袁育
成壮柍曰科学密植袁厢式栽培曰合理施肥袁重施催芽肥和壮苖肥曰科学管水袁培根壮秆曰科学综防两虫两病曰科学收割头季
稻袁控制留桩高度曰化学调控袁确保成功等 8 个方面总结清流县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袁以供种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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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充分利用当地土壤尧气候尧水分尧光照等条

时早播能充分利用温光条件和地力资源袁根据以往的

件袁在种植模式上进行大胆改革袁有力地提高了复种

种植经验袁清流县应将头季稻播种期提早至旬平均气

指数袁保证了地力的充分利用遥 目前袁全县以种植单季

温稳定在 12 益以上的 3 月上中旬袁 选择土壤有机质

稻为主袁在不花费太多资金和劳力的前提下改单季稻

含量高尧耕层深厚尧土壤理化性质良好尧通风透气尧排

的种植模式为早稻要再生稻种植模式袁农田的复种指

灌方便尧阳光充足的耕地作秧地袁为秧苗的生长发育

数和地力利用得到显著提升遥清流县从 1989 年开始引

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袁为育成壮秧打好基础遥 以选择

从 3 000 kg/hm 提升至目前的 3 750~4 500 kg/hm 袁其

前 1~2 d 整好秧床遥 施好壮秧肥袁用敌克松消毒土壤袁

种再生稻在东华乡暖水村推广种植袁20 多年来袁产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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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温郊乡推广种植面积约 50 hm 袁产量高达 400~460 t袁
2

对于山多林多的温郊乡来说袁是一大地方特色遥该种植
模式与种一季稻相比袁增收 3 750~5 250 kg/hm2袁纯收

入增加 2 250~5 250 元/hm 遥 单双混作区推广早稻要
2

再生稻袁一般头季稻单产超过 9 750 kg/hm 袁同时种植
2

再生稻又可免去晚季育秧尧耕犁尧插秧等成本袁能实现

水稻节本增效遥 本文就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重要环节

1 选择自身高产又再生能力强的良种
稻的高产是基础袁而再生稻的再生能力强是关键 遥 根
[1]

据上述标准及目前清流县农田水稻超级稻的推广种

植经验袁水稻品种可选用福两优 366尧泷两优 713尧谷

优 676尧天优 3301尧特优 716尧荃优 212尧特优 3301尧谷
优 644尧唐两优 280尧特优 332 等头季稻产量高尧再生

能力强的野双高冶渊品种冤组合遥

2 科学早播袁育成壮秧
在选用自身高产又再生能力强的品种的基础上袁
实现科学早播和育成壮秧遥 在气温可行的前提下袁适

16

2 500 g/m2 进行秧床土壤消毒遥 播种时用种子包衣剂

拌种袁可有效促进秧苗矮壮尧多分蘖遥 播种后秧床的
水尧膜管理是关键袁要保证秧苗出苗后畦面不发白尧秧
苗不卷叶不喷水曰晴天秧畦两头要揭膜通风袁雨天要
盖膜防雨淋并及时清沟排水遥 头季稻以秧龄 30~35 d尧

叶龄 6 叶左右为宜遥

科学密植是水稻健身栽培的关键袁以培养出头季

水稻要再生稻的种植模式要取得高产高效袁头季

收稿日期

即秧床施足壮秧肥 60 g/m2袁 并用敌克松 2.5 g/m2 兑水

3 科学密植袁厢式栽培

的技术措施介绍如下遥

作者简介

菜地或农地作秧床为好袁播种前提早 7~10 d 翻土袁提

林生发渊1973要冤袁男袁福建清流人袁农艺师袁从事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遥
2020-08-18

稻健壮的苗架遥 合理科学密植袁大田通风透气良好袁水
稻植株接受光照充足袁能有效提高光合作用袁促使水
稻植株茎秆粗壮袁培育头季稻高产的架构遥 因此袁头季
稻栽培时要合理密植袁培养穗大尧粒多的苗架遥头季稻插
秧前袁先开沟整畦袁即畦带沟长 1.8 m尧沟宽 25~30 cm尧

沟深 16~20 cm遥大田每畦插 9 行袁株行距 20~18 cm袁确

保插足 27 万~30 万丛/hm2袁丛插 2 粒谷袁以确保基本

茎蘖苗达 90 万~120 万株/hm2遥

4 合理施肥袁重施催芽肥和壮苗肥
水稻除吸收土壤自身留在土壤中的养分外袁还要
吸收土壤自身没有和不足的养分袁特别是氮尧磷尧钾等
大量元素和钙尧硼尧锌等微量元素遥 根据头季稻目标产
量要求和清流稻田土壤养分含量袁再生稻头季确保施

林生发院清流县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
纯N 180~195 kg/hm2尧P2O5 75 kg/hm2尧K2O 180 kg/hm2袁N尧
P尧K 比例为 1颐0.36~0.42颐1袁同时还需施一定数量的钙尧

保持根系活力尧增粒重防倒伏袁稻齐穗后干湿交替到
成熟遥

硼尧锌等微量元素遥氮肥的 35豫作基肥尧25豫作促蘖肥尧

6 科学综防两虫两病

肥对根系的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作用袁为提高肥效袁应作

渊二化螟尧稲飞虱尧稻瘟病尧纹枯病冤遥 只要抓好野两虫两病冶

10豫作烤田后的接力肥尧20%作穂肥尧10%作粒肥遥 磷

基肥施用遥 钾肥对壮秆和稻穗的饱满度作用很大袁应

水稻要再生稻病虫害的防治重点是 野两虫两病冶

的科学综合防治袁水稻头季稻要再生稻种植模式的病

将钾肥作分蘖肥和穂肥分施遥 氮尧磷尧钾的科学施用能

虫综防就算过关遥 为提高综防效益袁应科学掌握用药

达到氮尧磷尧钾比例协调袁水稻生育期前尧中尧后期营养

时间和用药指标遥在二化螟枯鞘 3%尧稻飞虱 5 头/丛或

平衡遥 水稻再生季则要求重施催芽肥和壮苗肥[2-3]遥 在

者纹枯病丛发病率 10%尧 叶瘟病始发期及时下药最

作催芽肥袁 催芽肥要注意防止高浓度肥料对腋芽造

效的效果[4]遥

再生稻头季稻齐穗后 15~20 d袁施尿素 225~300 kg/hm2

成损伤遥 合理施肥可提高母茎含氮水平袁显著增加腋

佳袁提高野两虫两病冶的综防效益袁实现节本尧增产尧增

7 科学收割头季稻袁控制留桩高度

芽萌发和壮芽袁 同时又能使头季稻功能叶保持青绿袁

水稻头季稻的收割时间要科学及时袁才能实现再

并延长头季稻老根寿命遥 催芽肥施肥方法要注意袁应

生稻的高产遥 为了提供充裕的时间尧充分利用头季稻

分 2 次隔天施用遥 在收割留桩后 3 d 内袁结合农田灌溉
施壮苗肥袁即再施尿素 75 kg/hm2袁有力促进再生芽生

母茎富余的光合产物供养腋芽尧 促使腋芽充分发育尧
提高萌发率尧增加枝秆颖花分化数袁水稻再生稻头季

长袁达到出苗整齐袁实现按时抽穂扬花袁并提高结实

必须在野十黄冶时收割遥 为控制好留桩高度袁应该在株

率遥 另外袁根据农田的土壤肥分状态袁田间表现缺素的
田块袁应根据需要施用一定量的含有钙尧硼尧锌等微量

高的 1/3 处割桩袁 位置应在倒 2 节腋芽上方 10 cm 左

元素的肥料袁让水稻充分吸收养分遥

多份额的稻桩干物质袁在收割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再

5 科学管水袁培根壮秆
科学管水是水稻水肥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袁科学
管水能培根壮秆袁促进再生稻的有效生长发育遥 整个

右遥 这种留桩高度袁可以完全留住倒 2 芽袁同时保留较

生分蘖[5]遥

8 化学调控袁确保成功
水稻再生季喷药是决定再生稻产量的关键一环袁

水稻生长期间袁除水分敏感期和用药施肥时采用间歇

是再生稻种植成败的关键遥要对田间仔细观察袁精准抓

浅水灌溉外袁 其他时期以无水层或湿润灌溉为主袁让

住水稻再生季的用药时间袁 一般于再生稻抽穗 60%~

土壤处于富氧状态袁有效促进水稻根系增长遥 提高再
生稻根系活力的基础是烤田袁烤田能有效改善大田土

70%时袁选择在晴天喷雾遥喷药方法是用赤霉素渊九二茵冤

壤的理化性质袁 促进水稻土壤通风透气状况良好袁因

30 g/hm2 兑水 750 kg/hm2 喷雾袁 促进基部低节位分蘖

而必须实行 2 次烤田遥 第 1 次烤田时间在头季稻有效

齐度尧结实率和饱满度袁达到再生稻高产丰收尧农民种

分蘖终止期袁 或者大田苗数达 225 万~270 万株/hm2

时袁烤田的标准是烤到脚踩不陷泥袁有脚印不粘泥为
度袁可达到调气尧养根尧保叶的作用曰第 2 次烤田在头

季稻抽穗后 15~20 d 施催芽肥后渊水层自然落干后冤袁实

的穗颈抽长袁且克服包颈袁并能有效提高全田植株整
植推广经济效益高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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