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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洪涝灾害后夏玉米减灾应对措施
苏志忠 侯立伟
渊安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袁河南安阳 455000冤
摘要 2021 年安阳市遭遇野7窑22冶特大洪涝灾害遥 本文在介绍洪涝灾害分类的基础上袁分析了洪涝灾害对玉
米生长的影响袁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补救措施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增强措施袁以期为洪涝灾害后生产自救提供一定
的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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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7 日 8院00 至 7 月 22 日 20院00袁安

受灾体的冲击或者淹没遥 二是雨涝灾害遥 雨涝灾害是

均降水量 412.9 mm袁持续时间近 6 d袁监测点最大雨

淹没于水体之中而引发渍害袁 强调低地位置区域被

此次过程有 26 个监测点降雨量超过 600 mm袁 最大

范中袁由于洪灾尧雨涝灾害常常相生且难以区分袁统

阳市气象历史极值遥 长时间尧大强度的降雨造成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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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普降暴雨渊简称野7窑22冶特大洪涝灾害冤袁此次平

指由于地势低洼袁降水在低地积聚袁使农作物长时间

量达 883.7 mm遥 安阳市全年平均降雨量为 588.8 mm袁

水体长时间淹没尧浸泡而造成的危害遥 在实际灾害防

1 h 雨强 138 mm袁最大 3 h 雨强 302.9 mm袁均超过安

称为洪涝灾害 [1]遥

洪涝灾害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阳市大范围的城市内涝和农田渍涝袁河流水位上涨袁

洪涝灾害对玉米种植的影响很大袁 不同生育时

水库超汛限水位袁地质灾害风险增高遥 强降雨导致安

期遭遇灾害产生的影响不同遥 总体来说袁洪涝发生越

阳市 135.7 万人受灾袁 直接经济损失约 88 亿元袁农

早袁对玉米最终产量的影响越大曰积水时间越长袁影

2021 年安阳市秋粮播种面积 18.11 万 hm 2袁其中

程度远超地上部分袁且渍水时间越久袁受害越严重遥

玉米处于 大喇叭 口至 抽雄期 袁 全 县 秋 粮受 灾 面积

会自下而上开始变黄袁茎秆变红袁生育期推迟袁成熟

面积 6.94 万 hm 2袁绝收 面积 4.444 万 hm 2袁对 秋粮生

玉米对涝渍灾害最敏感的时期是种子吸水膨胀

作物受灾面积 11.24 万 hm 2袁其中 3.69 万 hm 2 绝收遥

响越明显袁玉米的根系在缺氧尧少氧环境中受抑制的

玉米面积 16.08 万 hm 2遥 野7窑22冶特大洪涝灾害发生时

高湿环境易引起病害暴发袁 受涝灾严重的植株叶片

10.01 万 hm 2袁其中玉米受灾面积 7.764 万 hm2袁成灾

紊乱袁严重时植株出现腐烂现象遥

产造成严重不利影响遥

和主根开始伸长时遥 播种后如遇涝渍灾害袁极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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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不齐和缺苗断垄袁影响成株密度遥

洪涝灾害分类
洪涝灾害袁 即洪灾和涝灾的简称遥 一是洪水灾

主根伸长时如遇涝渍灾害袁 会抑制玉米根系的

害遥 洪水灾害是指地表径流大大超过河道的储水极

发育袁降低植株的光合作用袁破坏土壤成分袁减少土

限袁水流漫过河床尧冲毁堤坝袁导致水库渍塌尧基础设

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袁长时间渍水易引起根系中毒袁严

施损毁尧农田城市被淹没的现象袁强调巨大的水体对

重时造成根系糜烂尧黑化遥 玉米抽穗期遇洪涝灾害袁
低温多雨造成雌雄穗发育不协调袁易造成花期不遇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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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粉不良袁对果穗长尧果穗粗尧粒重和产量影响较明
显袁主要影响干物质运输袁最终影响产量与质量遥 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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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灾害对株高的影响在拔节期较明显袁对秃尖长尧秃

质曰 对于土壤养分流失严重和作物受灾影响较重的

尖率影响不明显曰对抽雄期影响相对较轻遥 秃尖主要

地块袁以喷施磷酸二氢钾尧尿素尧尿素硝酸铵或大量

与开花尧吐丝期天气因素影响授粉有关遥

元素水溶肥料尧含氨 基 酸水 溶 肥料 尧 含腐 殖 酸水 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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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洪涝灾害的补救措施

3.1 排出积水
对水淹涝渍田块袁及时疏通地头排水沟和腰沟曰

肥料或有机水溶肥料为主袁快速补充营养袁可适量添
加锌肥袁以提高授粉率 [4]遥

肥液喷施浓度坚持就低原则袁 喷施浓度以使用

无法靠水渠排水的田块袁用水泵或人工排水袁以迅速

说明为准袁单质大量尧微量元素肥料喷施浓度一般为

排出田间积水袁降低土壤湿度袁促进根系和植株恢复

尿 素 0.5%耀2.0%尧磷 酸 二 氢 钾 0.2% 耀0.5% 尧尿 素 硝

生长袁防止因积水造成早衰 [2]遥
3.2 扶正植株

洪涝灾害后应立即检查地块倒伏情况袁 玉米不

酸 铵 1.0%耀2.0%袁浓度过 高 易 灼伤 作 物叶 片 袁产 生
肥害遥
3.3.2

慎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免疫诱抗剂遥 使用前

同生育时期倒伏恢复能力不同袁 应针对苗情采取不

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袁 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尧 生育时

同措施袁 减轻倒伏的影响遥 玉米拔节期倒伏一般无

期尧前期用药情况及使用目的选准对路药剂品种遥 严

须人工扶正袁 可自行恢复袁 基本不影响正常授粉结

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推荐的适用作物尧施用适期和用

实遥 抽雄授粉期玉米植株高大袁 倒伏后影响光合作

量使用袁不能随意扩大应用范围和加大使用剂量遥 严

用遥 野7窑22冶特大洪涝灾害发生时安阳市玉米正处于

格考虑施用时间尧浓度尧部位尧次数袁不能随意改变使

大喇叭口至抽雄期袁出现的倒伏基本为根倒袁及时扶

用时期尧浓度以及施用方法尧喷液量遥 注意环境温度尧

正严重倒伏的植株袁扶起时要早尧慢尧轻袁可两人协同

植保无人机等机械作业参数袁不得随意混用不同性

操作袁即一 人抓住 玉米植 株上部 轻轻拉 起袁另 一人

质或不明成分的农药尧肥料袁防止出现药害遥

向根部培土袁防止再次增加根伤遥 一旦植株弯曲向

3.4 防治病虫害

上生长就不能再扶袁 扶正后及时中耕追肥尧 散墒通

及时喷药防止病菌侵害袁预防发病或霉烂袁有必

气袁促进气生节根生长袁提高植株吸收营养和抗倒伏

要在排水工作之后摘除底叶袁尽量控制植株病变袁及

能力 [3]遥

时清除田间杂草遥 重点加强锈病尧大斑病尧小斑病尧褐

玉米灌浆后倒伏袁如果茎节出现折断现象袁则难

斑病和草地贪夜蛾尧玉米螟尧蚜虫尧黏虫等病虫害防

以恢复袁可将倒折茎秆当作青贮饲料使用遥 接近成熟

治袁 针对性加入 30%戊唑醇悬浮剂 300耀450 g/hm 2+

期的玉米发生倒伏袁可扶正后多株捆扎袁已经成熟的
玉米及时收获晾晒袁颗粒归仓遥
3.3 补充营养
主抓玉米生长调节尧抗逆袁增补营养袁结合中耕
可深施速效氮肥 300 kg/hm 2 左右袁 建议放晴后用无
人机叶面喷施化肥袁以促进植株恢复生长袁通常连续
施药 2 次袁 时间间隔 7 d 左右遥 植保无人机喷洒作

3%甲维窑氟铃脲乳油 450耀750 mL/hm2 或 12%甲维窑
虫 螨 腈 悬 浮 剂 450 ~750 mL/hm 2 +5% 虱 螨 脲 悬 浮 剂
600 g/hm 2遥 根据作物受灾情况尧苗情尧病情尧虫情袁将
农药与叶面肥科学配方袁 注意药液和肥料的总浓度
不能过大遥
3.5 改种其他作物
对绝收地块及时改种生育期较短的绿豆尧短季

业袁喷液量不低于 22.5 L/hm 2曰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作

蔬菜等袁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遥 绿豆选用生育期 65 d

3.3.1 根据地块受灾情况喷施叶面肥遥 中高肥力田

叶菜可种植包菜尧小白菜尧生菜尧茼蒿尧芫荽等袁也可

块袁以喷施磷酸二氢钾为主曰低肥力田块袁针对性选

种植鲜食玉米遥 对受灾严重的玉米地块袁可以选择提

用大量元素尧微量元素尧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尧含腐殖

前收获作青贮玉米使用袁 处于乳熟期的玉米可以采

酸水溶肥料或有机水溶肥料袁强化营养平衡袁提高品

摘鲜穗袁市场销售袁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遥 对长时间涝

业袁喷液量 450耀750 L/hm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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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早熟品种袁蔬菜可种植胡萝卜尧白萝卜袁速生

苏志忠等院安阳市洪涝灾害后夏玉米减灾应对措施
渍地块和泄洪区地块做好小麦晚播准备袁科学选种袁

对此次特大洪涝灾害袁在免费供种的基础上袁河南省

使用杀菌剂种子包衣袁提高整地质量袁增加播量袁施

财政补助 750 元/hm 2 的改种费用曰 通过政府购买服

足底肥袁适当增加磷肥袁促进小麦根系和分蘖增长遥

4
4.1

防灾减灾能力增强措施
提高科学应对能力
野7窑22冶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袁安阳市紧急启用

海河流域漳卫河系广润坡尧崔家桥尧小滩坡尧长虹渠尧
白寺坡等 5 个蓄滞洪区袁以保障防洪安全遥 灾后重建

务的方式喷施叶面肥袁河南省财政补助 375 元/hm 2袁
并针对蓄滞洪区运用开展补偿工作遥
4.4 完善防灾应急机制
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完善自然灾害预警应急应对
反应预案袁总结野7窑22冶洪涝灾害预防尧救助等工作中

的不足和问题袁进一步完善预案袁农业部门加强应急

以小型水利工程改造提升尧水利工程修复尧薄弱环节

物资储备袁提高应对灾情能力遥

建设性治理尧水利重点防洪保障工程为重点袁加快农

4.5 采用多样化工具分散农业风险

业水利工程建设是减灾抗灾最有力的措施遥 遇到汛

积极组织金融机构袁开展财政尧农业尧银行尧担保

期袁提前做好开沟排水疏导工作曰遇到洪涝灾害袁科

政策联合支持农业恢复生产袁 帮助受灾新型农业经

学应对袁及时补救遥

营主体和农户快速获得低成本金融支持袁 尽快恢复

4.2

采用农业保险进行风险分散

生产遥

农业保险在应对自然灾害中发挥了有效的经济

5

补偿职能遥 各级农业部门和保险公司积极宣传农业
保险的相关政策和知识袁 更好地将农业保险普及给
农民袁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防范意识和参保意识袁增
强农业参与者风险防范技术水平袁 引导农户积极主
动参保遥
4.3

健全政府农业补贴政策
统筹用好各项救灾政策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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