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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
马广成
渊东平县接山镇农业服务中心袁山东东平 271500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袁包括轮作换茬尧选择良种尧抢时播种尧查苗补苗和间苗尧配方施肥尧中耕培
土尧合理浇水尧综合防治病虫草害尧适时采收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夏大豆种植者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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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袁营养丰富袁蛋白质

2 选择良种袁科学包衣

含量多而质优袁属于全价蛋白袁易被人体吸收袁有野素

选用适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的高产稳产的优良

肉冶之称遥 大豆油不含胆固醇袁长期食用不会引起血管

品种袁如齐黄 34尧中黄 301尧荷豆 23尧荷豆 12 等遥 播种

硬化和高血压遥大豆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家畜良好的粗
饲料袁也是培肥地力的重要作物遥 大豆是非豆科作物
的优良前茬袁1 hm 大豆根瘤菌可固定氮 45.0~52.5 kg袁
2

相当于硫酸铵 225 kg 以上的含氮量遥 大豆的残根和落
叶可提高土壤肥力袁在轮作中占重要地位遥 大豆国内
市场需求量极大袁 每年需大量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

求遥 只有充分挖掘大豆高产因素袁 科学合理施肥尧浇

前种子要精选袁要求种子发芽率逸95%袁纯度逸98%袁
含水量<13%遥 经精选机选后的种子必须进行人工粒
选袁淘汰掉种皮破粒尧病斑粒尧虫食粒尧杂质袁使种子的
净度达到 97%以上遥 种子要进行包衣袁用钼酸铵 20 g袁

加少量温水使之溶解袁再加水 1 kg袁配成 2%的钼酸铵

溶液袁均匀喷洒在 50 kg 种子上袁搅拌均匀后晾干袁再

用 35%多克福种衣剂按药颐种=1颐75 的比例进行种子包

水尧喷药袁才能最大限度提高产量遥

衣袁可防治根蛆尧根腐病及孢囊线虫袁又能使大豆根瘤

1 轮作换茬

菌数量增多袁提高产量[2]遥

大豆子叶肥大袁顶土比较困难袁根系入土较深袁共

3 抢时播种

生根瘤菌需要充足的空气袁 因而应选择土壤疏松深

俗话说院野麦茬无早豆袁早播一宿袁株高一拳冶遥 抢

厚尧水分适宜的地块种植遥 夏大豆前茬多为冬小麦袁小

时早播是夏大豆增产的关键措施之一袁 试验证明袁夏

麦收获后土壤板结袁孔隙度小袁根茬遍地袁墒情不足袁

大豆随着播期的推迟袁单株荚数减少袁产量降低袁一般

不利于大豆播种和出苗遥 因此袁前茬小麦进行收获时袁

每晚播 1 d袁减产 2%左右遥 小麦收获后要抢时播种大

应选用具有秸秆切碎和抛撒功能的联合收获机袁做到

豆袁越早越好袁早播可延长营养生长时间袁充分利用前

秸秆抛撒均匀尧无堆积和条状堆积袁以利于秸秆腐烂袁

期积温和降水资源遥 墒情足够出苗时袁要及时贴茬抢

适宜大豆播种遥 大豆的根系属于直根系袁由主根和侧

播曰墒情不好时要先造墒后播种或播种后喷灌遥 播种

根组成袁大豆根系一般入土深度 60~80 cm袁最深可达

前袁最好用旋耕机旋耕 1 遍袁可疏松表土层袁灭茬除

1 m 以上袁 但 80%的根系分布在距地表 20 cm 的土层

草袁提高播种质量遥 6 月 5要20 日为最佳播种时间遥

一般深度达 25 cm 左右袁 然后旋耕灭茬袁 最好轮作换

播种机械和播种技术尤为重要遥 推广大豆平播窄行精

茬袁增强土壤通透性袁幼苗才能健壮遥 大豆忌重茬和迎

播高产技术袁如选用矮秆半矮秆大豆品种尧采用窄行

茬袁其原因是土传病虫草害加重袁根系分泌物积累袁土

密植机械播种尧开展一次性化学除草尧适当增施肥料尧

壤养分偏耗袁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袁 重茬地一般减产

采用植保无人机喷药等遥 因地制宜袁综合运用平播窄

10%~15% 遥

行精播高产技术袁精量点播使种子分布均匀袁一播全

内遥种植前茬作物时没有深松的地块袁要抢时深松 1 遍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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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全尧苗匀尧苗壮是夏大豆获得高产的前提袁因而

苗袁无缺苗断垄现象袁播种深度以 3~5 cm 为宜遥 大小

行种植时袁大行距为 45 cm袁小行距为 25 cm曰等行距种
植时袁行距为 30~45 cm袁株距为 7~9 cm遥一般用种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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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0 kg/hm2袁保苗量达到 30 万株/hm2 左右遥

4 查苗补苗和间苗

可增产 32.2%~41.8%曰否则袁将减产 40%~60%袁甚至绝
产遥 很多农民因为没有及时浇开花结荚水而减产严

应在大豆出苗后进行查苗袁发现缺苗时袁可带土

重袁损失极大遥 浇好大豆鼓粒水是后期管理的重点袁缺

移栽或补种遥 移栽时将幼苗周围土壤压实袁栽后浇水袁

水会导致叶片凋萎袁 光合作用及营养物质输送受阻袁

以保证幼苗成活遥 间苗可保证合理密度袁调节植株田

千粒重下降袁空秕荚增多袁此期应以保持田间持水量

间配置袁为建立高产大豆群体打下基础遥 间苗宜在大
豆齐苗后尧第一片复叶展开前进行袁按规定株距留苗袁

的 70%~75%为宜袁一般田间灌水 1~2 次袁每次灌水量
应适当减少袁保证大豆叶片正常转黄晚落袁豆粒丰满袁

拔除弱苗尧病苗和小苗袁同时剔除苗眼杂草袁使个体分

无早衰现象袁可减少秕粒袁增加粒重袁提高产量和品

布均匀袁苗匀苗壮遥

质遥 要采用多种途径增花保荚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遥 发

5 配方施肥

生水涝时土壤通气不良袁根系吸水受阻袁水涝时间较

矿质元素是大豆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氮素缺乏时植
株矮小袁分枝少尧叶片少而薄袁呈现黄色或浅绿色曰缺
磷时袁底部叶片的叶脉间缺绿袁根瘤减少袁根瘤菌固氮
能力下降袁植株矮化曰缺钾时袁光合作用受到抑制袁呼
吸作用增强袁底叶向下卷曲袁叶尖和叶缘出现黄色斑

长时植株就会萎蔫死亡遥 因此袁遇涝时应及时排水遥

8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苗期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300 g/hm2袁兑

水 450~750 g/hm2 喷雾防治虫害遥 在初花期用 15%多
效唑 750 g/hm2+20%氰戊菊酯乳油 300~600 g/hm2+磷

点袁并逐渐坏死 [3]曰缺钙时袁花荚易脱落袁根系生长缓

酸二氢钾 2.25 kg/hm2 兑水 750 kg/hm2 喷雾袁15 d 后再

结合袁氮尧磷尧钾肥与微肥相配合袁充分发挥肥料的作

期应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袁 以抑制大豆营养生长袁同

慢袁根量减少遥 根据配方施肥技术袁有机肥与无机肥相
用遥 施足有机肥袁有利于根瘤菌固氮袁可施土杂肥 30~
60 t/hm 遥 化肥最好增施控释肥渊肥效长袁可满足大豆不
2

喷 1 次袁起到防倒伏尧杀虫尧叶面施肥的作用遥 大豆花

时起到矮化壮秆尧控梢促花尧保花保荚尧叶片加厚尧促
根生长和防止倒伏等作用遥 由于大豆群体大袁防治病

同生育期对肥料的需求冤袁一般施控释肥渊15-15-15冤

虫害应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喷药袁 可使药剂喷洒均

450~600 kg/hm 遥 选用大豆多功能播种机施肥尧播种同

匀袁且效率高袁同时可防止人工踩踏袁避免影响产量遥

处袁 用量占总施肥量 60%曰 种肥施在种子下方 4 cm

草袁将杂草消灭在出土前袁可用 50%乙草胺乳油 750~

2

时进行袁 采取分层施肥袁 底肥施在种子下方 9~12 cm
处袁用量占总施肥量 40%遥

6 中耕培土

中耕的目的是消灭杂草袁破除地面板结遥 苗高 7~

10 cm 时袁及早进行第 1 次中耕袁将行上的杂草和苗眼

杂草铲除袁一般中耕 2~3 次遥 培土的目的是促进根系

大豆播种后出苗前进行 1 次土壤全封闭化学除

1 050 mL/hm2袁兑水 600 kg/hm2 喷雾防治遥 喷药宜在下
午没风时进行遥

9 适时收获袁及时晾晒
大豆叶片绝大部分发黄脱落尧豆荚呈黄色或黄褐
色尧摇动豆荚有响声时袁为大豆适宜收获时期遥 大豆收

发育袁使茎部第一真节上形成后生须根袁扩大根系吸

获较早袁 蛋白质含量尧 脂肪含量和籽粒重量降低袁青

收面积袁可抗旱保墒尧提高地温袁有助于植株抗倒尧防

粒尧秕粒较多袁脱粒困难曰收获过晚袁种子已失去固有

止秋涝遥 在大豆分枝后袁结合中耕进行培土袁培土时应

光泽袁品质下降遥 应适时采用大豆联合收获机及时收

做到地上不压苗袁地下少伤根[4]遥

获袁脱粒后要及时放在晒场上晾晒袁常翻动袁当大豆籽

7 合理浇水袁及时排涝

夏大豆生长过程中旱涝时有发生袁花荚期是大豆
生长最旺盛的时期袁此期温度高袁植株繁茂袁叶面积达
最大值袁是大豆大量耗水的时期袁土壤水分应保持田
间最大持水量的 80%以上遥 当天气高温干旱尧土壤水
分不足时袁应大水浇灌袁浇足水遥 要学会观察植株形

态袁确定是否缺水院在晴天 10院00要14院00 夏大豆叶柄
有下垂现象袁傍晚能恢复正常状态袁说明夏大豆植株

开始缺水袁应及时灌溉遥 试验证明袁开花期遇旱浇水袁

粒均匀干燥尧含水量小于 13%时袁可贮藏保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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