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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

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步骤是：(1)品种选择；(2)

大田整地：播种前旋耕灭茬，将杂草翻埋，灌水泡

田至播种前；(3)稻种消毒与催芽：将种子用生石

灰澄清液进行杀菌消毒，浸种破胸，将浸种露白

的种子用旱育保姆包衣成颗粒；(4)播种；(5)肥

料施用：头季与再生季基肥和追肥均撒施，头季

基肥以氮磷钾复合肥；(6)水分管理：播种后至头

季出苗到三叶一心，齐穗后至成熟自然落干，排

水沟通畅，排水；(7)头季收割；(8)杂草防除：采

用一封二补三杀，播种到返青，结合施分蘖肥混

合施用；(9)病虫害防治。操作简便，有效的降低

了机械对稻桩的碾压，改善了群体透光透气性，

提高了直播再生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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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步骤是：

(1)品种选择：选择耐低温、分蘖能力强、根系发达、茎秆粗壮、穗型偏大、抗倒性强、生

育期适中的中熟品种；所述的品种为黄华占、新两优223、丰两优香二号、天两优616、甬优

4949其中的任一种；

(2)大田整地：播种前10～20天旋耕灭茬，将杂草翻埋，灌水泡田至播种前2-3天，用人

工或机械耙平田块至无水层与杂草，之后用划行器划出播种厢与机械行走道相间的平面厢

作体系；

所述的播种厢宽度74－76cm，与久保田、景关全喂入履带收割机轨距吻合；

所述的机械行走道宽45－46cm，不播种，与久保田、景关全喂入履带收割机履带宽匹

配；

(3)稻种消毒与催芽：将种子用1％质量比石灰澄清液或稀释300倍的强氯精进行杀菌

消毒，浸种破胸，将浸种露白的种子用旱育保姆包衣成颗粒；

(4)播种：在4月上中旬，于晴天在厢面上播种；

所述的播种量为杂交稻22.5kg～30.0kg/hm2，常规稻60.0kg～75.0kg/hm2，播种在厢

面，厢面播种密度相比常规直播再生稻稻田播种密度提高20-30％；

(5)肥料施用：头季与再生季基肥和追肥均撒施，头季基肥以氮磷钾三元复合肥或尿

素，分蘖肥、保花肥为尿素，再生季施促芽肥与提苗肥；

所述的头季施氮肥120-135kg  N/hm2，按质量比基肥：分蘖肥：保花肥＝4.5：3:2.5追氮

肥；头季施磷肥70-90kg  P2O5/hm2与钾肥120-150kg/hm2，全部为基肥施入；

所述的再生季促芽肥在头季齐穗后15天施60-80kg  N/hm2，提苗肥在头季收割3天后配

合灌水施60-80kg  N/hm2，为尿素；

(6)水分管理：播种后至头季出苗到三叶一心，保持田间湿润，此后保持2cm与自然落干

交替；5月下旬至6月上旬，根据苗情排水晒田；长穗期2cm与自然落干交替，孕穗期水层管

理，齐穗后至成熟自然落干、以干为主，保证田间相对含水量不低于85％；成熟前10d～15d，

排水沟通畅，排水；

(7)头季收割：在头季稻完熟期母茎节上腋芽长出进行收割；

(8)杂草防除：采用一封二补三杀，播种到返青，结合施分蘖肥混合施用，根据当地杂草

类型确定使用草甘膦、氰氟草酯、丙草胺或丁草胺配合苄嘧磺隆其中的任一种；

(9)病虫害防治：做到播种前旱育保姆包衣、移栽秧苗带药：30％苯甲·丙环唑乳油下

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和管水，灯光诱杀和生物防治相结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1)中的中熟品种生育期为120-135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3)中旱育保姆种子包衣，每300g旱育保姆包衣种子1k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4)中播种时间为4月5日至4月15日，日均气温稳定在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6)中水稻分蘖排水晒田以土壤干裂露出白根为标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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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的步骤(7)中收割机在事先预留的45cm宽机械行走道行驶，留稻桩高度30-4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8)中播种期选用10％浓度丁草胺1.5L  hm-2配合苄嘧磺隆0.45kg  L-1防治

杂草，喷药前排水至露出杂草，喷药1～2天后上水3cm～5cm，保水5～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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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机械碾压与提高再生稻产量的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稻栽培技术领域，更具体涉及一种降低稻桩机械碾压与提高直播稻

产量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再生稻是在水稻收获第一季后，利用头季腋芽再次种植收获的一季水稻。在种植

一季稻热量有余，而种植双季稻热量又不足的地区，是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稻田单位面积稻

谷产量和经济收入的有效措施之一。与双季稻作和水旱轮作相比，再生稻具有节水节肥、稻

谷品质优和经济效益高等优点，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水稻种植制度，有收面积达73

万hm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南方主要稻作区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使得劳动力紧张。

直播再生稻作为简便、省工、省力且高效的栽培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已成为可以缓解南方双

季稻区“双抢”季节劳动力紧张的矛盾，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稻米品质的重要举措。然而，直

播稻播种密度相对较大，稻田群体内透光透气性差，病虫害发生严重，水稻后期倒伏严重，

制约着直播再生稻的推广。同时，随着我国水稻收获机械化水平的提高，2016年我国水稻机

械化程度达到了80％。然而，与常规稻作相比，水稻收割机行走履带碾压面积大，对稻桩碾

压破坏严重，严重影响稻桩二次抽穗和最终再生稻产量。因此如何改进再生稻栽培方法，降

低机械碾压，改善水稻群体生态环境，提高再生稻产量已成为了解决再生稻发展瓶颈的重

要问题。

[0003] 自2015年以来，专利开发组成员开展了降低直播再生稻机械碾压和提高产量的栽

培技术的研究工作。在湖北省潜江广华定点试验指出，与机插再生稻相比，直播再生稻产量

降低8.0％-11.5％，其原因在于直播稻群体透光透气性下降。在湖北省江陵三湖农产的研

究发现，相对于人工收获，直播稻头季机械收获后稻桩受损严重，稻桩萌发芽生长受影响，

最终产量降低，降低了10.1-15.2％。因此，优化直播再生稻栽培技术，改善直播稻群体生态

环境同时降低机械碾压，对于保障湖北省水稻高效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直播再生稻栽

培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专利开发组成员于2016-2017年在湖北省江汉平原开展了降低

机械碾压，改善直播再生稻群体生态环境和提高产量的栽培技术研究，在肥料施用、播种密

度、播种方式、田块管理等主题技术获得了突破，并在潜江广华开展了技术示范，进一步推

广了该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现有直播再生稻栽培存在的缺陷，为了解决直播稻群体透光透气性差和机械

收获对稻桩碾压面积大导致产量下降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了一种降低机械碾

压与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方法操作简便易行，可有效的降低了机械对稻桩的碾压，

改善了群体透光透气性，提高了直播再生稻产量。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以下技术措施：

[0006]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和提高直播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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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1)品种选择：选择耐低温、分蘖能力强、根系发达、茎秆粗壮、穗型偏大、抗倒性

强、生育期适中的中熟品种。所述的品种为黄华占、新两优223、丰两优香二号、天两优616、

甬优4949等其中的任一种。

[0008] (2)大田整地：播种前10～20天旋耕灭茬，将杂草翻埋，灌水泡田至播种前2-3天，

用人工或机械(普通)耙平田块至无水层与杂草。之后用划行器(普通)划出播种厢与机械行

走道相间的平面“厢作”体系。

[0009] 所述的本步骤中播种厢宽度74－76cm，与久保田、景关等全喂入履带收割机轨距

吻合。

[0010] 所述的本步骤中机械行走道宽45－46cm，不播种，且与久保田、景关等全喂入履带

收割机履带宽匹配。

[0011] (3)稻种消毒与催芽：将种子用1％(质量比)生石灰澄清液或稀释300倍的强氯精

进行杀菌消毒，浸种破胸，并将浸种露白的种子用旱育保姆包衣成颗粒状。

[0012] (4)播种：在4月上中旬，于晴天在厢面上播种。

[0013] 所述的本步骤中播种量为杂交稻22.5kg～30.0kg/hm2，常规稻60.0kg～75.0kg/

hm2，播种在厢面，厢面播种密度相比不开机械行走道稻田播种密度提高20-30％。

[0014] (5)肥料施用：头季与再生季基肥和追肥均撒施；头季基肥以氮磷钾三元复合肥或

尿素为主，分蘖肥、保花肥以尿素为主；再生季施促芽肥与提苗肥。

[0015] 所述的本步骤中根据“增密减氮配磷增钾”原则，头季施氮肥120-135kg  N/hm2，按

质量比基肥：分蘖肥：保花肥＝4.5：3:2.5追氮肥；头季施磷肥70-90kg  P2O5/hm2与钾肥120-

150kg/hm2，磷肥与钾肥以过磷酸钙和氯化钾为主，并全部作为基肥施入。

[0016] 所述的本步骤中再生季促芽肥在头季齐穗后15天施60-80kg  N/hm2，提苗肥在头

季收割3天后配合灌水施60-80kg  N/hm2，以尿素为主。

[0017] (6)水分管理：播种后至头季出苗到三叶一心，保持田间湿润，此后保持2cm左右浅

水与自然落干交替；5月下旬至6月上旬，根据苗情适时排水晒田；长穗期2cm左右浅水层与

自然落干交替，孕穗期水层管理，齐穗后至成熟自然落干、以干为主，保证田间相对含水量

不低于85％；成熟前10d～15d，注意排水沟通畅，排水及时，防止成熟收割期土壤水分过高、

稻茬受机械碾压的为害严重。

[0018] (7)头季收割：在头季稻完熟期母茎节上腋芽长出进行收割。

[0019] (8)杂草防除：采用一封二补三杀的原则。播种到返青时，结合施分蘖肥混合施用，

根据当地杂草类型确定使用草甘膦、氰氟草酯、丙草胺或草胺配合苄嘧磺隆等其中的任一

种，严格执行全田有水层、水位以不淹没秧苗生长点为标准；返青期除草不彻底时，及早根

据田间杂草类型合理选用喷施型除草剂灭草。

[0020] (9)病虫害防治：坚持以防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做到播种前旱育保姆包衣、移栽秧

苗带药(30％苯甲·丙环唑乳油)下田、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和管水，灯光诱杀和生物防治

(性引诱剂、种植香根草、释放稻螟赤眼蜂等)相结合，能有效防治纹枯病、稻瘟病、螟虫和稻

飞虱。

[0021] 优选地，步骤(1)中以防止播种时期低温天气，中熟品种生育期为120-135天；同时

品种应具有较强的再生能力。品种有黄华占、新两优223、丰两优香二号、天两优616、甬优

4949等。(部分涉及专利“一种直播再生水稻的高产栽培方法(申请号：201710203368.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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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骤“品种选择”)

[0022]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旱育保姆种子包衣，每300g旱育保姆包衣种子1kg。

[0023] 优选地，步骤(4)中播种时间为4月5日至4月15日，日均气温稳定在14℃左右。

[0024] 优选地，步骤(5)中再生季促芽肥在头季齐穗后15天施60-80kg  N/hm2，提苗肥在

头季收割3天后配合灌水施60-80kg  N/hm2。

[0025] 优选地，步骤(6)中，水稻播种前，排干水层，保持土壤湿润。

[0026] 优选地，步骤(6)中，水稻分蘖排水晒田以土壤干裂露出白根为标准。

[0027] 优选地，步骤(7)中水稻稻谷整体成熟度达到90％进行收割。

[0028] 优选地，步骤(7)中收割机严格在事先预留的45cm宽机械行走道行驶，为降低对稻

桩萌发芽的碾压伤害，留稻桩高度30-40cm。(部分涉及专利“一种直播再生水稻的高产栽培

方法(申请号：201710203368.1)”第八步骤“头季收割”)

[0029] 优选地，步骤(8)中播种期可选用10％浓度丁草胺1.5L  hm-2配合苄嘧磺隆0.45kg 

L-1防治杂草，喷药前排水至露出大部分杂草，喷药1～2天后上水3cm～5cm，保水5～7天；后

期杂草选用相应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防治。

[0030] 优选地，步骤(9)中病虫害主要防治纹枯病、稻瘟病、螟虫和稻飞虱，在分蘖盛期和

破口期喷洒药剂预防。

[0031] 本发明通过上述九个步骤的技术措施，针对头季稻收割时机械碾压造成直播再生

稻产量下降等问题，通过设置播种厢与行走道搭配的“厢作”体系达到降低头季稻机械收割

造成的稻桩碾压，改善种植厢水稻群体生态环境，提高了直播再生稻产量的目的。本发明的

关键步骤在于第二步大田整地的“播种厢与行走道搭配的“厢作”体系”构建，区别于先前的

大田整地，通过播种厢与行走道搭配，并与机械相配套和通过相应大田试验针分析研究，最

终确定：播种厢宽75cm，与久保田、景关等全喂入履带收割机轨距吻合；机械行走道宽45cm，

不播种，与久保田、景关等全喂入履带收割机履带宽匹配，这样的配置能有效降低机械收割

队水稻的碾压，且有利播种厢水稻群体透光透气，发挥边缘效应。本发明的另一关键步骤在

于第五步肥料施用，区别于先前的肥料施用，由于稻谷只直播在厢面上，播种密度增加20-

30％，基于“增密减氮”原则，氮肥施用降低30％左右，有利于防止水稻倒伏。

[003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0033] (1)本发明可以有效降低机械对稻桩的碾压，提高稻桩腋芽生长。

[0034] (2)本发明的水稻群体CO2浓度较不设机械行走道的稻田可以显著提高35％-

45％，最终提高光合作用25％-34％。

[0035] (3)本发明较不设机械行走道的稻田提高了每亩有效穗4.1％～4.8％和结实率

2.7％-3.5％，增加了再生稻产量2％-14.2％。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实施例用于进一步说明本发明，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使用的的技术手段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使用的原料均为市售商品。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种降低机械碾压与提高再生稻产量的栽培方法，其步骤是：

[0039] (1)大田整理：前茬作物收获后，播种前20天选用内吸型化学除草剂草甘膦，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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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3天后，大田灌水，泡田3天，旋耕灭茬，将杂草翻埋，灌水泡田至播种前2-3天，用人工

或机械耙平田块，之后用划行器划出75cm播种厢与45cm机械行走道相间的“厢作”体系。

[0040] (2)播种：每公顷大田选取黄华占60kg。浸种破胸3天，将露白的种子按1kg种子

300g旱育保姆包衣成颗粒状。在4月5日至4月15日播于厢面上。厢面保持湿润至种子出苗至

三叶一心。所述的品种还有新两优223、丰两优香二号、天两优616、甬优4949等任意一种。

[0041] (3)肥料施用：根据“增密减氮配磷增钾”原则，头季施氮肥130kg  N/hm2，按质量比

基肥：分蘖肥：保花肥＝4.5：3:2.5追氮肥；头季施磷肥80kg  P2O5/hm2与氧化钾120kg/hm2，

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基肥与追肥均采用撒施。再生季促芽肥在头季齐穗后15天施75kg  N/

hm2，提苗肥在头季收割3天后配合灌水施75kg  N/hm2。

[0042] (4)水分管理：播种至三一心，保持田面湿润；苗期，保持浅水层；分蘖期，干湿交

替，当达到预计穗数的80％时，晒田6天；拔节、孕穗期，湿润灌溉；抽穗期，保持2cm浅水层；

灌浆期，干湿交替；收获后立即淹水灌溉，此后干湿交替。

[0043] (5)其他田间管理：大田前期选用每公顷10％浓度丁草胺1.5L  hm-2配合苄嘧磺隆

0.45kg  L-1进行封闭。水稻生育期间重点抓好螟虫(大螟、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纹枯病、

穗颈瘟、稻曲病等病虫害防治，在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及辅以捕虫灯等物理方法及

时防治。

[0044] (6)收获和秸秆处理：当95％以上的稻穗黄熟时，进行收割。收割机严格在预留的

45cm宽机械行走道行驶，降低对稻桩萌发芽的碾压伤害，留稻桩高度30-40cm。秸秆粉碎覆

盖到行走道，避免稻桩母茎受大量机收的粉碎稻草覆盖影响，同时培肥土壤。

[0045] 本发明通过设置播种厢与行走道搭配的“厢作”体系配合机械降低头季稻机械收

割造成的稻桩碾压，改善播种厢水稻群体透光透气状况，发挥其边缘效应，为提高再生稻产

量提供一种栽培方法。

[0046] 2016-2017年在潜江广华农场开展了直播再生稻厢作栽培技术试验。试验各小区

采用完全随机设计，共4个处理：不设机械行走道处理(CK)、40cm机械行走道处理、45cm机械

行走道(DN3)、50cm机械行走道，各处理播种厢均为75cm，3次重复，共12个小区。头季稻氮、

磷、钾施用标准为:130kg  N  hm-2，80kg  P2O5hm-2，120kg  K2O  hm-2，磷钾肥作为基肥一次性施

用；头季氮肥在分蘖期，分蘖期，扬花期用尿素按照4.5:3:2.5比例表施。再生季促芽肥在头

季齐穗后15天表施75kg  N/hm2，提苗肥在头季收割3天表施75kg  N/hm2。每个小区面积36m2，

小区之间设埂，覆膜，埂高30cm。水稻品种选择黄华占，播种量60kg  hm2。

[0047] 2016和2017年11月初研发组在湖北省潜江广华农场收获直播再生稻水稻，并进行

了测产。该项发明显著提高了直播再生稻产量。相对于常规直播栽培，采用该项技术再生稻

每亩有效穗和结实率显著提高了4.1％～4.8％和2.7％-3 .5％，因此再生稻产量增加了

2％-14.2％(表1)。对各处理的水稻群体CO2浓度的监测表明，相对于常规直播栽培，采用该

项技术水稻群体CO2浓度增加了8.1％-14.9％，最终提高光合作用22.8％-33.1％(表2)。

[0048] 表1不同处理直播再生稻产量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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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表2不同处理直播再生稻净光合速率和CO2浓度的变化

[0051]

[0052] 上述实施例阐明的内容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例仅用于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而不

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式

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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