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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袁包括良种选用尧地块选择尧适期播种尧合理密植尧配方施肥尧病虫草害防
治尧机械收获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汉中市及周边地区油菜轻简化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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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是我国油菜优生区袁也是陕西省油菜主产
区遥 全市常年种植油菜 7.7 万 hm2 左右袁 总产 17 万 t

收获主推秦优 10 号尧沣油 737尧蓉油 15尧陕油 28尧秦优
28 等综合抗性好的高产品种曰机械一次性收获选择高

以上袁 种植面积和总产分别占全省的 38%和 41%袁均

产尧矮杆尧抗病尧抗倒尧抗裂角尧株型紧凑尧偏早熟尧花期

过加强百万亩油菜基地建设袁 打造油菜花海景观袁吸

28尧秦油 28尧宁杂 11尧油研 52尧蓉油 15 等曰积极示范推

居全省第 1 位遥 近年来袁在各级政府的重视支持下袁通

引了八方游客袁促进了汉中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遥 种
植油菜的收益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袁因而发展汉中
市油菜生产袁对于保障陕西省油料供给尧促进汉中市
旅游业发展尧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近年来袁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尧劳务成本的攀
升尧收入结构的转型变化袁加之油菜生长周期长渊7 个
月冤尧劳作繁重尧用工多渊150耀180 个/hm2冤袁造成油菜种

植效益下滑袁种植面积也逐年下降袁农民种植积极性

集中尧便于机械收获的高产品种袁主推沣油 737尧陕油

广高含油品种袁如中油杂 19尧华油杂 50 等遥

2 地块选择

合理轮作倒茬袁选择地势平坦尧排灌方便尧土质疏
松的田块作为机播田袁开沟排湿袁减轻湿害袁前茬水稻
收获时留茬高度不超过 15 cm遥

3 适期播种

高产栽培播期在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袁 一般

不晚于 10 月 15 日曰 冬性较强的油菜品种可适当早

也明显降低袁田间管理粗放袁严重影响了油菜生产的

播袁弱冬性品种不可播种过早曰旱地地温高袁可以适当

发展遥

迟播 2~3 d曰汉中盆地西部县渊区冤可早播 2~3 d遥 根肿

为了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袁促进油料的可持

病发生区域要适期晚播遥 一般有 4 种播种方式袁即机

续性发展袁增强汉中市油菜生产能力袁只有通过研究

械直播尧机械+人工结合尧免耕直播尧谷林套播袁这几种

示范推广省工尧节肥尧节水尧节种尧减药等油菜绿色高

播种模式均要求播种后开好排水沟袁 使明水能排尧暗

效集成栽培技术袁 才能提高汉中市油菜生产的竞争

渍自落遥 机械开沟具体要求在田面每隔 1.2~1.5 m 用

力遥 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袁在保证油菜产量相当的情

旋耕式开沟机开沟袁 使开沟旋出的土均匀抛撒到畦

况下袁能够达到减少劳动力投入尧省时省力尧节本增效

面遥 要求畦面宽度和抛土距离相配套袁以便覆土均匀遥

的效果遥

遇到秋霖天气袁田湿泥烂时袁选用高花轮胎袁防止作业

本文在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和总结本地生产实践
和试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袁初步形成了油菜轻简化生
产关键技术遥 现将汉中市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总结
如下遥

1 良种选用
主要依据收获方式的不同来选择油菜品种袁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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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粮油作物栽培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20-12-18

打滑遥
3.1 机械直播模式

该 模 式 采用 武 汉 黄 鹤 2BFQ -6 型 尧 四 川 川 龙

2BYJ-4 型等油菜精量联合直播机进行播种遥 采取灭

茬尧旋耕尧开沟尧施肥尧播种尧镇压六道工序一次完成袁
一次播 4 行或 6 行袁播幅 1.5耀2.0 m袁播深 1.5耀2.0 cm遥

在田间湿度大和以黄泥为主的区域作业时袁建议对川
龙尧黄鹤楼等品牌直播机的播种器实行改装袁即长刀
改短刀袁密齿改稀齿袁后置改前移袁开沟器两边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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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袁铲型改梭形袁以减少阻力和负荷遥
3.2 机械+人工结合模式

20%左右遥采用无人机播种时袁选择无雨无风的天气进

行飞播作业遥没有无人机时也可采用人工撒播或机械喷

汉中市在播种季节袁 往往容易遭遇阴雨天气袁导
致田湿泥烂不宜机播袁 此时应用机械旋耕+人工撒播

播遥水稻收获时留桩高度为 30~40 cm袁不能低于 30 cm袁

稻草粉碎长度 5~10 cm袁 粉碎的稻草最好能均匀抛撒

技术较为适宜袁该技术简便易行袁容易操作袁出苗率较

在田面上袁达到原位均匀覆盖还田的目标袁部分秸

高遥 具体做法院先用旋耕机对田块进行旋耕尧施肥袁再

秆抛撒不均匀时可以辅以人工覆盖遥 还田稻草量以

人工开沟做畦袁然后人工撒播袁盖种后进行封闭除草袁
之后的田间管理措施与机械播种一致[1]遥
3.3 免耕直播模式

3.3.1 板茬撒播+机械开沟覆土播种遥 前茬水稻收获

后即可进行播种袁 一般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为适

宜播种期遥 播种量在 3 750 g/hm2 左右袁将油菜种子与

4 500~7 500 kg/hm2 为宜遥 在油菜播种后 7~20 d 内进
行施肥作业袁施肥方式可以采用人工均匀撒施或机械
撒施[2]遥

4 合理密植

一般播种量 3.00耀3.75 kg/hm2袁目标苗量 37.5 万耀

45.0 万株/hm2遥 对田湿泥烂无法播种的地块袁采取推迟

三元复合肥拌匀袁均匀撒播袁撒播要求到边到角袁无明

播种时间尧增加播量的技术措施袁特殊情况播期可推

显漏撒袁土壤湿度在 70%左右渊即手捏成团袁手松即

迟至 10 月 15 日袁播量增加到 4.5 kg/hm2袁种植密度增

20 cm尧沟深 15 cm袁沟土均匀抛撒覆盖在畦面渊盖住种

技术袁中途不间苗尧不定苗[3]遥

散冤为最佳作业期遥 开沟时一般畦面宽 140 cm袁沟宽

子和肥料冤袁覆土厚度 1耀2 cm袁覆土均匀袁开沟要做到

沟底平整尧沟壁坚实尧野三沟冶相通袁方便排灌遥

3.3.2 机械浅旋+人工撒播+机械开沟覆土播种遥 该模
式是由机械旋耕垣人工撒播技术模式改进而来袁 主要

加到 60 万株/hm2 左右袁以密补迟遥 大力推广一播全苗

5 配方施肥

肥料施用按照控氮肥尧增磷肥尧补钾肥尧配硼肥的
原则进行配方施肥袁 施纯 N 180耀210 kg/hm2尧P2O5 75耀

90 kg/hm2尧K2O 75耀105 kg/hm2尧硼砂 15 kg/hm2袁氮肥按

在田湿泥烂不宜机播的情况下应用袁即先用旋耕机对

底肥颐苗肥颐腊肥=5颐2颐3 的比例分次施入袁磷肥尧钾肥尧硼

田块进行浅旋袁再进行人工撒播袁然后用开沟机械开

肥全部作底肥施入遥 油菜三至四叶期施苗肥袁12 月底

沟覆土袁再进行封闭除草袁之后的田间管理措施同机

至翌年 1 月初结合冬灌追施腊肥袁在油菜初花期喷施

播油菜遥
3.3.3 机动喷雾器喷播遥 水稻机收秸秆粉碎还田后袁

适宜播期内袁在板田基础上用背负式 WFB18-3渊WFB18AC 型冤喷雾喷粉机将菜籽和肥料渊按 0.15耀0.20 kg

种子加 5 kg 尿素比例冤 混配后进行均匀喷施播种袁然
后用常规旋耕机开沟覆土袁再进行封闭除草遥 田间管

理同机播油菜遥
3.3.4 水稻茬油菜免耕直播遥 汉中市秋播期间雨天较
多袁在田块湿度大尧黏度重的情况下袁机械播种质量
差袁出苗情况也差遥因此袁水稻茬油菜可采取免耕直播技
术袁即收获水稻后袁不翻耕土壤袁不清除稻茬袁播前将
肥料直接施入稻茬袁播种时将油菜种子直接播撒在稻
茬里袁每穴播 3耀5 粒种子袁然后用稻草覆盖行间遥该技术

是一种轻简化种植技术袁既节约了育苗移栽所需人力尧
物力袁也无须翻耕整地袁同时可抗淋播种袁不违农时遥
3.4 谷林套播模式

叶面肥[4]遥 积极示范推广一次性底施油菜缓释肥渊25-

7-8冤600~750 kg/hm2 技术遥

6 病虫草害防治

油菜初花期用 12.5%速克灵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750 g/hm2 或者 25%咪鲜胺乳油 4 500 mL/hm2尧磷酸二

氢钾 4 500 g/hm2尧速效硼渊有效硼含量跃20%冤750 g/hm2

兑水 600 kg/hm2 喷雾袁达到防治菌核病尧防止花而不实
和叶面喷肥的目的遥 注意防治苗期蟋蟀尧菜青虫和蚜

虫等虫害遥
播后 3 d 内袁 最好在 24 h 内用土壤封闭除草剂

渊50%乙草胺乳油 900耀1 500 mL/hm2冤加土壤杀虫剂渊适

量辛硫磷冤兑水 600耀750 kg/hm2 喷施畦面袁或者及时

撒施毒饵袁防止蟋蟀危害遥 喷药时袁为了做到不漏喷尧
不重喷袁可实行退步喷施畦面遥
对杂草较多的田块袁需进行化学除草袁保证油菜
苗的正常生长遥 对于禾本科杂草袁 在油菜五叶期喷施

在水稻收获前后 3 d 左右进行油菜谷林飞播袁播

50 g/L 精喹禾灵 900 g/hm2 选择性除草曰双子叶杂草袁在

水稻收获时油菜苗高超过 3 cm遥 根据播种时间确定油

选择性除草曰单尧双子叶杂草同时发生的田块袁可施用

时间的延迟而增加袁水稻收获后播种的播种量需增加

油菜五至六叶期进行防除遥 要严格掌握用药量尧施药

种时期选择原则是充分利用稻田土壤墒情袁同时避免
菜播种量袁一般为 3.00~3.75 kg/hm 袁播种量随着播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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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七至八叶期用 30%草除灵悬浮剂 750~975 mL/hm2

精喹禾灵 750 g/hm2+30%草除灵悬浮剂 750 mL/hm2 在

史莉娜等院汉中市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
时期和用水量袁气温过低渊8 益以下冤时不要用药遥

7 机械收获

因地制宜选择收获方式遥 提倡分段收获袁降低损
失率袁即在油菜 8 成熟时袁将油菜割倒后熟 5耀6 d袁再
用 4SJ-2.0 型等油菜捡拾收获机尧 联合收获机进行脱

粒曰早熟品种可选择联合收获袁即在油菜 9 成熟时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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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割倒尧脱粒一次完成遥

湖优莉晶遥

不同调理剂方面袁钝化剂 A 和调理剂 A 作基肥施

加后稻谷中铅含量超标袁 分别超出了 20%和 15%曰仅
有施加石灰处理稻谷中铅含量降低袁降低了 20%遥 各
处理稻谷中镉含量均未超标曰 与不施调理剂对照相

比袁各处理稻谷中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遥 不同调理
剂施加后稻谷产量均有增加袁其中增产最多的是调理
剂 B 处理袁增幅 22.42%曰增产最少的是石灰处理袁增幅
仅 3.38%遥结合稻谷重金属含量和产量指标综合分析袁
供试 5 种土壤调理剂作基肥处理效果并不理想遥

不同微肥方面袁石灰尧硒肥和硅肥作追肥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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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9冤院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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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开沟排水袁晴天保持沟水袁秧板湿润不积水袁以

知袁硅肥和石灰作为追肥处理效果最佳遥

3 结论与讨论
直播稻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和规模经营袁有利于稳

含量及产量的影响[J].现代农业科技袁2020渊18冤院6-7.

提高种子的出苗率[5-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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