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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产多抗玉米新品种丰乐 365 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
杜世虎
渊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安徽合肥 230031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稳产多抗玉米新品种丰乐 365 的品种特性尧适应区域尧品种优势袁并从播种尧留苗蹲苗尧合理施
肥尧孕穗期管理尧授粉期管理尧正确使用除草剂尧病虫害防治尧适当晚收等方面总结其栽培技术袁以供种植户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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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黄淮海区域夏玉米生长期间袁自然灾害
频发袁给玉米大田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受高温
热害尧台风和连续阴雨等不良天气干扰袁每年都会给
玉米种植户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袁农民和种植大户迫
切需要适应性广尧稳产尧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和配套
栽培技术遥 在此背景下袁丰乐 365 选育成功遥 现将其特

征特性及栽培技术总结如下袁以供种植户参考遥

1 品种特性

丰乐 365 为黄淮海区域国审品种袁审定编号国审

玉 20196169袁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选育遥

黄淮海夏玉米区出苗至成熟 102.5 d袁与对照郑单 958
生育期相当遥 幼苗叶鞘紫色袁花药绿袁株型紧凑袁株高

274 cm袁穗位高 109 cm袁成株叶片数 19.4 片袁雄穗分枝

4 栽培技术
4.1 播种时间和密度
黄淮海区域一般夏玉米 6 月 1要20 日播种均可袁

最晚应在 6 月 30 日前播种结束遥 按当地种植习惯袁

建议铁茬播种袁 抗倒伏能力会更强袁 最佳种植密度
6.75 万株/hm2遥采用宽窄行播种时袁宽行距为 80 cm袁窄

行距为 40 cm袁株距 25 cm 左右曰等行距播种时袁平均

行距 60 cm袁株距 25 cm袁即 1 m 栽植 4 株遥
4.2 播种方法

黄淮海区域有条件的地块在小麦灌浆后期浇 1 次

野麦黄水冶袁以利于小麦增产和夏玉米出苗遥 麦收后抓

住适宜墒情及时播种袁一播全苗是稳产尧高产的关键遥
采用单粒播种机播种袁麦茬免耕直播田块袁留茬高度

13~14 条遥 果穗筒形袁穗长 17.3 cm袁穗行数 14~16 行袁

不超过 20 cm遥 播种时 5 cm 深度土壤水分应不低于

779 g/L袁粗蛋白含量 9.57%袁粗脂肪含量 3.99%袁粗淀

种袁播种后应及时浇水袁浇水时间控制在播种后 30 h

白轴袁籽粒呈黄色尧半马齿袁百粒重 33.7 g遥 籽粒容重
粉含量 74.26%袁赖氨酸含量 0.28%遥

2 适应区域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尧山东省尧河北
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及以南地区尧 陕西省关中
灌区尧 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尧 晋城市部分平川地
区尧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尧湖北省襄阳地区
种植遥

3 品种优势
稳产尧高产袁果穗均匀袁果穗内外一致袁适应区域
广遥 果穗夹角小袁棒三叶平展袁穗上部叶片上冲袁顶端
叶片背卷袁可减少对光照的遮挡曰雄穗分枝多袁花粉量
大袁耐高温热害袁不容易花粒和秃尖曰果穗属于怀抱
穗袁植株重心稳袁根系发达袁抗倒伏能力强曰抗青枯病尧
锈病等多种叶部病害[1]遥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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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袁即达到手握成团的程度遥 土壤水分低于 60%时播

以内袁浇水深度应达到播种深度渊10 cm 以下冤袁防止种

子吸水不足袁达不到发芽程度袁潮种子呼吸作用产生
的乙醇会烧坏胚芽袁造成烂籽尧霉籽等遥 种子吸水不足
还会造成出苗时间过长袁形成弱苗袁严重影响产量[2]遥

4.3 留苗蹲苗

玉米出苗后三至五叶期单株留苗袁缺行断垄处可
适当留双株遥 玉米苗期耐旱怕涝袁土壤保持相对较低
的含水量可促进根系下扎袁易形成壮苗袁利于高产遥 玉
米适当蹲苗能促使根系下扎袁扩大根群范围袁增强吸
水吸肥能力袁提高孕穗期和灌浆期的抗旱尧抗倒伏和
抗病能力袁利于丰产丰收遥 蹲苗时间一般在出苗后开
始至拔节前结束遥 蹲苗时应掌握野蹲黑不蹲黄袁蹲湿不
蹲干袁蹲肥不蹲瘦冶遥
4.4 合理施肥
应采用有机肥和氮磷钾化学肥料合理搭配的施

杜世虎院稳产多抗玉米新品种丰乐 365 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
肥方法袁基肥以有机肥为主袁播种时可种肥同播袁种肥

米药害袁同时由于除草剂药液水分很快蒸发袁进入杂

间距应不小于 10 cm遥 拔节期为保持玉米植株健壮生

草体内药量减少袁会影响除草效果遥

植株一侧 15 cm 处开沟施入袁以减少肥料流失袁增加肥

后除草剂使用的最佳喷药时期袁此期也是玉米苗对除

长袁可追施尿素 300 kg/hm 袁采用开沟施肥法袁在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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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掌握好玉米和杂草叶龄遥 三至五叶期是玉米苗

料利用率袁增加玉米孕穗长度和穗粒数袁孕大穗夺高产遥

草剂抗性最强的时期袁杂草在二叶一心至四叶一心期

玉米授粉或灌浆期袁结合浇水袁追施尿素 150 kg/hm 袁

也最容易被杀灭遥

2

以利于果穗快速灌浆及减少秃尖现象袁对提高产量很
有帮助 遥
[3]

4.7.5 草尧虫兼治遥 除草剂可以与菊酯类农药混施袁但
不能与有机磷类农药混施遥 与菊酯类农药混施时应注

4.5 孕穗期管理

意尽量避开心叶袁做到随配随用袁避免产生药害遥

孕穗期壮苗是孕大穗尧夺籽粒尧提高产量的基础遥

4.7.6 合理选用除草剂施药时间遥 应喷头带罩顺玉米

孕穗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袁此期应保持玉米植株

行间定向喷雾袁不要全田普喷袁避免引起药害遥 推荐使

健壮生长遥 如遇干旱或底肥不足袁应及时浇水尧追肥袁

用烟嘧窑莠去津袁其中烟嘧磺隆含量 3%袁莠去津含量

否则由于孕穗期水分不足或脱肥袁 会造成果穗变短尧
籽粒变少尧秃尖等不良果穗曰如果遇到土壤极度干旱
和高温天气袁还会造成果穗苞叶变短尧畸形穗等现象袁
严重影响产量 遥
[4]

4.6 授粉期管理

17%袁灭草效果较好遥

4.8 病虫害防治

玉米出苗后袁用吡虫啉或吡蚜酮叶面喷雾袁可有
效杀灭小麦上残留的灰飞虱和蚜虫袁减少粗缩病的发
生袁粗缩病发生严重区域应间隔 1 周再喷 1 次遥 玉米

玉米授粉期间应提前收看当地天气预报袁如果出

出苗后如发生地老虎尧二点委夜蛾等地下害虫袁可用

现连续晴热天气袁有可能形成高温热害袁对玉米授粉

地虫净尧敌百虫等杀虫剂 800 倍液对准玉米根部喷雾

极为不利遥 可在玉米即将开花授粉前袁采用田间灌水
的方式预防袁浇水能起到降温增湿的作用袁形成农田
小气候袁利于授粉灌浆遥 浇水不但能改善田间授粉环
境袁提高玉米结实率袁还可以加快灌浆速度袁保证籽饱

1 次袁可起到驱避和杀灭地下害虫的作用遥玉米拔节至大
喇叭口期可用阿维甲维盐和 10%吡虫啉 800~1 000 倍
液混合喷雾 1 次袁 可有效降低田间玉米螟和蚜虫基
数袁减轻后期虫害发生遥

粒满袁 提高产量和品质遥 结合浇水可追施尿素 150~

4.9 适当晚收

秃尖现象袁还可以提高玉米产量和灌浆速度遥

部病害遥 PEGE 检查结果证明袁丰乐 365 抗锈病能力较

300 kg/hm 作为攻粒肥袁 不但可以有效减少后期果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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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正确使用除草剂

丰乐 365 属于抗病性较好的玉米品种袁抗多种叶

强袁活秆成熟袁收获前仍能保持叶色浓绿袁玉米苞叶初

4.7.1 选择安全性高的除草剂遥 选择除草剂应看清包

变黄时籽粒仍未停止灌浆遥 应等到苞叶变黄干枯尧自

装袋上的使用说明袁防止产生药害遥 推荐使用安全性

然松开袁籽粒基部出现黑色离层尧籽粒乳线彻底消

相对高的烟嘧窑莠去津或烟嘧磺隆除草剂曰使用 2袁4-D

失时收获袁此时收获玉米产量最高袁一般黄淮海区域

丁酯除草剂时一定掌握好在五叶期内使用袁并严格按
照要求浓度喷施袁不能随意增加浓度遥

4.7.2 配药时做到二次稀释遥 不要水尧药直接相混合袁
应在选好一定水量后袁 先将少量的水与药均匀混合袁
再将剩余的水加入袁充分搅拌均匀后再喷施袁避免出
现除草不均匀情况遥 严格按照说明书浓度和用水量袁
一般用水量不得少于 450 kg/hm2遥

4.7.3 喷药应避开高温时间遥 应选择晴天上午 9院00

前和下午 16院00 后喷药遥 高温期间喷药袁极易导致玉

在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0 日收获为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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