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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它涉及一

种玉米种植方法。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东北三

省春季玉米出苗时易受到低温冷害，造成玉米生

长受抑和玉米产量低的问题。方法：一、整地；二、

种子处理；三、施肥；四、播种；五、制备抗寒剂；

六、在玉米出苗至3叶期喷洒抗寒剂；七、在4叶～

7叶期喷洒抗寒剂；八、制备复合药水；九、喷洒复

合药水；十、追肥；十一、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

米。本发明适用于在东北三省种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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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是按

以下步骤完成的：

一、整地：

使用农机将地整平，再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地的

土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20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最后进行土地

平整；

二、种子处理：

①、对玉米种子进行精选，去除病虫种、残种、霉种和不成熟种，得到精选的玉米种子；

②、将精选的玉米种子浸入到玉米种子处理液中，然后置于温度为40℃～45℃下浸泡

1h～3h，再将玉米种子捞出阴干，得到处理后的玉米种子；

步骤二②中所述的玉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400

～500ppm、0.1％～0.3％多菌零、0.1％～0.9％硫酸钠、8％～10％那氏齐齐发诱导剂、15％

～20％聚乙二醇、8％～15％氨基酸，余量为水；

③、在播种前的5天～12天，在电流强度为1.0A的条件下，使用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机对

处理后的玉米种子连续处理两遍，得到待播种玉米种子；

三、施肥：

将有机肥和无机肥撒施于平整土地的地表，再将有机肥、无机肥和耕层土壤混匀，再进

行旋耕起垄；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的质量比为(1200～1300):20；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的施肥量为1200kg/亩～1400kg/亩；

四、播种：

将步骤二③中得到的待播种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按垄播种，播种3～5垄，空1垄不播种，

播种时深度为8cm～13cm，每个坑播种1粒～2粒玉米种子，坑距18cm～25cm，陇距25cm～

40cm；

五、制备抗寒剂：

①、按重量份数称取3份～5份质量分数为2％～5％的蔗糖溶液、6份～7份质量分数为

2％～5％的腐殖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10％～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质量分

数为0.03％～0.08％的水杨酸溶液、1份～3份质量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4份

～6份质量分数为5％～10％的脯氨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5％～8％的磷酸二氢钾溶

液和0.05份～0.5份增稠剂；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钠；

②、将步骤一中称取的3份～5份质量分数为2％～5％的蔗糖溶液、6份～7份质量分数

为2％～5％的腐殖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10％～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质量

分数为0.03％～0.08％的水杨酸溶液、1份～3份质量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4

份～6份质量分数为5％～10％的脯氨酸溶液和3份～5份质量分数为5％～8％的磷酸二氢

钾溶液和0.05份～0.5份增稠剂混合均匀，得到抗寒剂：

六、在玉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25％后进行叶面喷施，喷

施量为50mL/m2～100mL/m2；

七、在4叶～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0％～4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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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L/m2～200mL/m2；

八、制备复合药水：

将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和水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药水；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杀菌剂和杀虫剂的质量比为(10～13):(10～18):(8～

14)；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和水的质量比为(10g～13g):(35kg～45kg)；

九、喷洒复合药水：

在玉米生长到8～12叶时，将复合药水进行叶面喷洒，喷洒量为30kg～90kg；

十、追肥：

在玉米生长期间灌水2次～3次，并且在拔节后追肥一次，追肥量为每亩700kg～800kg

腐熟禽畜粪肥，氮-磷-钾重量配比为32:10:8的玉米专用肥12kg～15kg；在玉米抽雄前7天

～10天每亩再追肥8kg～13kg硫酸铵；

十一、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②中所

述的玉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450ppm、0.2％多菌零、

0.2％～0.4％硫酸钠、8％～9％那氏齐齐发诱导剂、18％～20％聚乙二醇、10％～12％氨基

酸，余量为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

的有机肥为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混合物，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质量比为5: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

的无机肥为尿素、磷肥、钾肥和锌肥的混合肥，其中磷肥、钾肥和锌肥的质量比为10:5:4: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五①中按

重量份数称取3份～4份质量分数为3％～5％的蔗糖溶液、7份质量分数为4％～5％的腐殖

酸溶液、4份～5份质量分数为15％～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质量分数为0.05％～

0.08％的水杨酸溶液、2份～3份质量分数为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5份～6份质量分数为

8％～10％的脯氨酸溶液、4份～5份质量分数为6％～8％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和0.3份～0.5

份增稠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六中在玉

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25％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70mL/

m2～80mL/m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七中在4叶

～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0％～4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150mL/m2～

180mL/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所述

的玉米抗倒剂为金得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所述

的杀菌剂为三唑酮和戊唑醇的混合物；其中，三唑酮和戊唑醇的质量比为1: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所述

的杀虫剂为丁硫克百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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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玉米是世界农业中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之一，作为三大粮食作物，因其丰富的产

出和较高的可利用价值而被誉为“黄金”产业。此外，玉米是一种重要的绿色能源作物，是我

国北方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主要作物之一，其茎秆含糖量可达15％～20％，有“高能作物”之

称，用途极为广泛，可生产高效率、可再生、无污染的车用燃料乙醇，还可作饲料、糖料、造纸

原料等。我国人口多，人均种植土地面积小，这就要求单位面积玉米产量增加。

[0003] 我国东北三省春季多风，低温冷害等异常气候频繁，玉米出苗后易受到低温冷害

影响，给玉米种植带来障碍，最终影响当年的玉米产量，因此，有效防控低温冷害是盐碱地

玉米种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东北三省春季玉米出苗时易受到低温冷害，造成玉米生长

受抑和玉米产量低的问题，而提供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

[0005] 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06] 一、整地：

[0007] 使用农机将地整平，再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

地的土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20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最后进行

土地平整；

[0008] 二、种子处理：

[0009] ①、对玉米种子进行精选，去除病虫种、残种、霉种和不成熟种，得到精选的玉米种

子；

[0010] ②、将精选的玉米种子浸入到玉米种子处理液中，然后置于温度为40℃～45℃下

浸泡1h～3h，再将玉米种子捞出阴干，得到处理后的玉米种子；

[0011] 步骤二②中所述的玉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

400～500ppm、0.1％～0.3％多菌零、0.1％～0.9％硫酸钠、8％～10％那氏齐齐发诱导剂、

15％～20％聚乙二醇、8％～15％氨基酸，余量为水；

[0012] ③、在播种前的5天～12天，在电流强度为1.0A的条件下，使用等离子体种子处理

机对处理后的玉米种子连续处理两遍，得到待播种玉米种子；

[0013] 三、施肥：

[0014] 将有机肥和无机肥撒施于平整土地的地表，再将有机肥、无机肥和耕层土壤混匀，

再进行旋耕起垄；

[0015]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的质量比为(1200～1300):20；

[0016] 四、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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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将步骤二③中得到的待播种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按垄播种，播种3～5垄，空1垄不

播种，播种时深度为8cm～13cm，每个坑播种1粒～2粒玉米种子，坑距18cm～25cm，陇距25cm

～40cm；

[0018] 五、制备抗寒剂：

[0019] ①、按重量份数称取3份～5份质量分数为2％～5％的蔗糖溶液、6份～7份质量分

数为2％～5％的腐殖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10％～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质

量分数为0.03％～0.08％的水杨酸溶液、1份～3份质量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

液、4份～6份质量分数为5％～10％的脯氨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5％～8％的磷酸二

氢钾溶液和0.05份～0.5份增稠剂；

[0020]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钠；

[0021] ②、将步骤一中称取的3份～5份质量分数为2％～5％的蔗糖溶液、6份～7份质量

分数为2％～5％的腐殖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10％～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

质量分数为0.03％～0.08％的水杨酸溶液、1份～3份质量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

液、4份～6份质量分数为5％～10％的脯氨酸溶液和3份～5份质量分数为5％～8％的磷酸

二氢钾溶液和0.05份～0.5份增稠剂混合均匀，得到抗寒剂：

[0022] 六、在玉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25％后进行叶面喷

施，喷施量为50mL/m2～100mL/m2；

[0023] 七、在4叶～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0％～4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

量为100mL/m2～200mL/m2；

[0024] 八、制备复合药水：

[0025] 将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和水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药水；

[0026]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杀菌剂和杀虫剂的质量比为(10～13):(10～18):(8

～14)；

[0027]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和水的质量比为(10g～13g):(35kg～45kg)；

[0028] 九、喷洒复合药水：

[0029] 在玉米生长到8～12叶时，将复合药水进行叶面喷洒，喷洒量为30kg～90kg；

[0030] 十、追肥：

[0031] 在玉米生长期间灌水2次～3次，并且在拔节后追肥一次，追肥量为每亩700kg～

800kg腐熟禽畜粪肥，氮-磷-钾重量配比为32:10:8的玉米专用肥12kg～15kg；在玉米抽雄

前7天～10天每亩再追肥8kg～13kg硫酸铵；

[0032] 十一、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米。

[0033] 本发明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34] 一、本发明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地的土层表

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20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可以减少土壤板结，同

时可以提高土壤的温度，实现了退林还田；

[0035] 二、本发明针对北方春季地温低，玉米种子容易粉籽、出苗不全、成活率低和苗势

弱的问题研制了玉米种子处理液，使用本发明制备的玉米种子处理液对精选的玉米种子进

行处理，能够保证玉米种子的发芽率，与未进行本发明步骤二的操作相比，玉米种子的发芽

率显著提高；经过本发明步骤二对玉米种子进行处理后具有壮根壮苗和增加玉米抗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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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0036] 三、将本发明制备的抗寒剂喷洒到玉米幼苗叶面上，可以在玉米幼苗叶面上形成

一层保温膜，减少水分蒸发，保护了热量，增强了玉米幼苗抵抗低温的能力，同时具有为玉

米幼苗提供营养的功能，增强了玉米幼苗对磷钾等养分的吸收，提高了玉米幼苗对逆境的

适应能力，减轻了低温对当年玉米产量的影响；

[0037] 四、本发明科学选择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将单一农药使用改为复合使用，

并选择适合的施药时间点，一次喷洒，可有效提高玉米抗倒能力，可有效防治玉米病虫害，

减少玉米药害，降低用药风险，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对作业人员的伤害，此外还降低了

用药成本和人工成本；

[0038] 五、本发明播种3～5垄，空1垄不播种，空垄可以增加通风透光光合作用；充分发挥

边际优势；发挥群体优势，增加玉米产量，同时空垄有利于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便于田间

施肥和喷洒农药。

[0039] 本发明适用于在东北三省种植玉米。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

成的：

[0041] 一、整地：

[0042] 使用农机将地整平，再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

地的土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20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最后进行

土地平整；

[0043] 二、种子处理：

[0044] ①、对玉米种子进行精选，去除病虫种、残种、霉种和不成熟种，得到精选的玉米种

子；

[0045] ②、将精选的玉米种子浸入到玉米种子处理液中，然后置于温度为40℃～45℃下

浸泡1h～3h，再将玉米种子捞出阴干，得到处理后的玉米种子；

[0046] 步骤二②中所述的玉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

400～500ppm、0.1％～0.3％多菌零、0.1％～0.9％硫酸钠、8％～10％那氏齐齐发诱导剂、

15％～20％聚乙二醇、8％～15％氨基酸，余量为水；

[0047] ③、在播种前的5天～12天，在电流强度为1.0A的条件下，使用等离子体种子处理

机对处理后的玉米种子连续处理两遍，得到待播种玉米种子；

[0048] 三、施肥：

[0049] 将有机肥和无机肥撒施于平整土地的地表，再将有机肥、无机肥和耕层土壤混匀，

再进行旋耕起垄；

[0050]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的质量比为(1200～1300):20；

[0051]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的施肥量为1200kg/亩～1400kg/亩；

[0052] 四、播种：

[0053] 将步骤二③中得到的待播种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按垄播种，播种3～5垄，空1垄不

播种，播种时深度为8cm～13cm，每个坑播种1粒～2粒玉米种子，坑距18cm～25cm，陇距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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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m；

[0054] 五、制备抗寒剂：

[0055] ①、按重量份数称取3份～5份质量分数为2％～5％的蔗糖溶液、6份～7份质量分

数为2％～5％的腐殖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10％～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质

量分数为0.03％～0.08％的水杨酸溶液、1份～3份质量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

液、4份～6份质量分数为5％～10％的脯氨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5％～8％的磷酸二

氢钾溶液和0.05份～0.5份增稠剂；

[0056]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钠；

[0057] ②、将步骤一中称取的3份～5份质量分数为2％～5％的蔗糖溶液、6份～7份质量

分数为2％～5％的腐殖酸溶液、3份～5份质量分数为10％～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

质量分数为0.03％～0.08％的水杨酸溶液、1份～3份质量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

液、4份～6份质量分数为5％～10％的脯氨酸溶液和3份～5份质量分数为5％～8％的磷酸

二氢钾溶液和0.05份～0.5份增稠剂混合均匀，得到抗寒剂：

[0058] 六、在玉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25％后进行叶面喷

施，喷施量为50mL/m2～100mL/m2；

[0059] 七、在4叶～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0％～4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

量为100mL/m2～200mL/m2；

[0060] 八、制备复合药水：

[0061] 将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和水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药水；

[0062]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杀菌剂和杀虫剂的质量比为(10～13):(10～18):(8

～14)；

[0063]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和水的质量比为(10g～13g):(35kg～45kg)；

[0064] 九、喷洒复合药水：

[0065] 在玉米生长到8～12叶时，将复合药水进行叶面喷洒，喷洒量为30kg～90kg；

[0066] 十、追肥：

[0067] 在玉米生长期间灌水2次～3次，并且在拔节后追肥一次，追肥量为每亩700kg～

800kg腐熟禽畜粪肥，氮-磷-钾重量配比为32:10:8的玉米专用肥12kg～15kg；在玉米抽雄

前7天～10天每亩再追肥8kg～13kg硫酸铵；

[0068] 十一、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米。

[0069] 本实施方式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70] 一、本实施方式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地的土

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20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可以减少土壤板

结，同时可以提高土壤的温度，实现了退林还田；

[0071] 二、本实施方式针对北方春季地温低，玉米种子容易粉籽、出苗不全、成活率低和

苗势弱的问题研制了玉米种子处理液，使用本实施方式制备的玉米种子处理液对精选的玉

米种子进行处理，能够保证玉米种子的发芽率，与未进行本实施方式步骤二的操作相比，玉

米种子的发芽率显著提高；经过本实施方式步骤二对玉米种子进行处理后具有壮根壮苗和

增加玉米抗逆性的效果；

[0072] 三、将本实施方式制备的抗寒剂喷洒到玉米幼苗叶面上，可以在玉米幼苗叶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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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层保温膜，减少水分蒸发，保护了热量，增强了玉米幼苗抵抗低温的能力，同时具有

为玉米幼苗提供营养的功能，增强了玉米幼苗对磷钾等养分的吸收，提高了玉米幼苗对逆

境的适应能力，减轻了低温对当年玉米产量的影响；

[0073] 四、本实施方式科学选择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将单一农药使用改为复合

使用，并选择适合的施药时间点，一次喷洒，可有效提高玉米抗倒能力，可有效防治玉米病

虫害，减少玉米药害，降低用药风险，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对作业人员的伤害，此外还降

低了用药成本和人工成本；

[0074] 五、本实施方式播种3～5垄，空1垄不播种，空垄可以增加通风透光光合作用；充分

发挥边际优势；发挥群体优势，增加玉米产量，同时空垄有利于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便于

田间施肥和喷洒农药。

[0075] 本实施方式适用于在东北三省种植玉米。

[0076]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点是：步骤二②中所述的玉

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450ppm、0.2％多菌零、0.2％～

0.4％硫酸钠、8％～9％那氏齐齐发诱导剂、18％～20％聚乙二醇、10％～12％氨基酸，余量

为水。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77]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三中所

述的有机肥为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混合物，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质量比为5:2。其它步

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78]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三中所

述的无机肥为尿素、磷肥、钾肥和锌肥的混合肥，其中磷肥、钾肥和锌肥的质量比为10:5:4:

1。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相同。

[0079]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五①中

按重量份数称取3份～4份质量分数为3％～5％的蔗糖溶液、7份质量分数为4％～5％的腐

殖酸溶液、4份～5份质量分数为15％～20％的乙二醇溶液、2份～3份质量分数为0.05％～

0.08％的水杨酸溶液、2份～3份质量分数为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5份～6份质量分数为

8％～10％的脯氨酸溶液、4份～5份质量分数为6％～8％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和0.3份～0.5

份增稠剂。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相同。

[0080]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点是：步骤六中在

玉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25％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

70mL/m2～80mL/m2。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相同。

[0081]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七中在4

叶～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0％～4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150mL/m2～

180mL/m2。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相同。

[0082]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点是：步骤八中所

述的玉米抗倒剂为金得乐。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相同。

[0083]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点是：步骤八中所

述的杀菌剂为三唑酮和戊唑醇的混合物；其中，三唑酮和戊唑醇的质量比为1:1。其它步骤

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相同。

[0084]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点是：步骤八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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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杀虫剂为丁硫克百威。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相同。

[0085] 采用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86] 实施例一：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87] 一、整地：

[0088] 使用农机将地整平，再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

地的土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18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最后进行

土地平整；

[0089] 二、种子处理：

[0090] ①、对玉米种子进行精选，去除病虫种、残种、霉种和不成熟种，得到精选的玉米种

子；

[0091] ②、将精选的玉米种子浸入到玉米种子处理液中，然后置于温度为40℃下浸泡2h，

再将玉米种子捞出阴干，得到处理后的玉米种子；

[0092] 步骤二②中所述的玉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

450ppm、0.2％多菌零、0.5％硫酸钠、10％那氏齐齐发诱导剂、20％聚乙二醇、12％氨基酸，

余量为水；

[0093] ③、在播种前的8天，在电流强度为1.0A的条件下，使用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机对处

理后的玉米种子连续处理两遍，得到待播种玉米种子；

[0094] 三、施肥：

[0095] 将有机肥和无机肥撒施于平整土地的地表，再将有机肥、无机肥和耕层土壤混匀，

再进行旋耕起垄；

[0096]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的质量比为1300:20；

[0097]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的施肥量为1300kg/亩；

[0098]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为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混合物，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

质量比为5:2；

[0099] 步骤三中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磷肥、钾肥和锌肥的混合肥，其中磷肥、钾肥和锌

肥的质量比为10:5:4:1；

[0100] 四、播种：

[0101] 将步骤二③中得到的待播种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按垄播种，播种4垄，空1垄不播

种，播种时深度为8cm～13cm，每个坑播种1粒～2粒玉米种子，坑距20cm～25cm，陇距35cm；

[0102] 五、制备抗寒剂：

[0103] ①、按重量份数称取4份质量分数为5％的蔗糖溶液、7份质量分数为4％的腐殖酸

溶液、3份质量分数为15％的乙二醇溶液、2份质量分数为0.05％的水杨酸溶液、2份质量分

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5份质量分数为8％的脯氨酸溶液、4份质量分数为6％的磷酸

二氢钾溶液和0.4份增稠剂；

[0104]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钠；

[0105] ②、将步骤一中称取的4份质量分数为5％的蔗糖溶液、7份质量分数为4％的腐殖

酸溶液、3份质量分数为15％的乙二醇溶液、2份质量分数为0.05％的水杨酸溶液、2份质量

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5份质量分数为8％的脯氨酸溶液、4份质量分数为6％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和0.4份增稠剂混合均匀，得到抗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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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六、在玉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

量为80mL/m2；

[0107] 七、在4叶～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5％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

200mL/m2；

[0108] 八、制备复合药水：

[0109] 将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和水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药水；

[0110]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为金得乐；

[0111] 步骤八中所述的杀菌剂为三唑酮和戊唑醇的混合物；其中，三唑酮和戊唑醇的质

量比为1:1；

[0112] 步骤八中所述的杀虫剂为丁硫克百威；

[0113]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杀菌剂和杀虫剂的质量比为12:14:10；

[0114] 步骤八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和水的质量比为12g:40kg；

[0115] 九、喷洒复合药水：

[0116] 在玉米生长到8～12叶时，将复合药水进行叶面喷洒，喷洒量为60kg；

[0117] 十、追肥：

[0118] 在玉米生长期间灌水3次，并且在拔节后追肥一次，追肥量为每亩750kg腐熟禽畜

粪肥，氮-磷-钾重量配比为32:10:8的玉米专用肥15kg；在玉米抽雄前8天每亩再追肥10kg

硫酸铵；

[0119] 十一、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米。

[0120] 对照组1：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121] 一、整地：

[0122] 使用农机将地整平，再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

地的土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18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最后进行

土地平整；

[0123] 二、种子处理：

[0124] ①、对玉米种子进行精选，去除病虫种、残种、霉种和不成熟种，得到精选的玉米种

子；

[0125] ②、将精选的玉米种子浸入到玉米种子处理液中，然后置于温度为40℃下浸泡2h，

再将玉米种子捞出阴干，得到处理后的玉米种子；

[0126] 步骤二②中所述的玉米种子处理液由如下重量百分比物质组成：5-氨基乙酰丙酸

450ppm、0.2％多菌零、0.5％硫酸钠、10％那氏齐齐发诱导剂、20％聚乙二醇、12％氨基酸，

余量为水；

[0127] ③、在播种前的8天，在电流强度为1.0A的条件下，使用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机对处

理后的玉米种子连续处理两遍，得到待播种玉米种子；

[0128] 三、施肥：

[0129] 将有机肥和无机肥撒施于平整土地的地表，再将有机肥、无机肥和耕层土壤混匀，

再进行旋耕起垄；

[0130]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的质量比为1300:20；

[0131]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的施肥量为130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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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 步骤三中所述的有机肥为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混合物，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

质量比为5:2；

[0133] 步骤三中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磷肥、钾肥和锌肥的混合肥，其中磷肥、钾肥和锌

肥的质量比为10:5:4:1；

[0134] 四、播种：

[0135] 将步骤二③中得到的待播种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按垄播种，播种4垄，空1垄不播

种，播种时深度为8cm～13cm，每个坑播种1粒～2粒玉米种子，坑距20cm～25cm，陇距35cm；

[0136] 五、制备复合药水：

[0137] 将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和水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药水；

[0138] 步骤五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为金得乐；

[0139] 步骤五中所述的杀菌剂为三唑酮和戊唑醇的混合物；其中，三唑酮和戊唑醇的质

量比为1:1；

[0140] 步骤五中所述的杀虫剂为丁硫克百威；

[0141] 步骤五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杀菌剂和杀虫剂的质量比为12:14:10；

[0142] 步骤五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和水的质量比为12g:40kg；

[0143] 六、喷洒复合药水：

[0144] 在玉米生长到8～12叶时，将复合药水进行叶面喷洒，喷洒量为60kg；

[0145] 七、追肥：

[0146] 在玉米生长期间灌水3次，并且在拔节后追肥一次，追肥量为每亩750kg腐熟禽畜

粪肥，氮-磷-钾重量配比为32:10:8的玉米专用肥15kg；在玉米抽雄前8天每亩再追肥10kg

硫酸铵；

[0147] 八、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米。

[0148] 对照组2：一种抗低温冷害的玉米种植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149] 一、整地：

[0150] 使用农机将地整平，再将农作物秸秆粉碎至500目～1000目，再均匀覆盖至平整土

地的土层表面，再进行翻耕，翻耕深度为15cm～18cm，将农作物秸秆埋入耕层下，最后进行

土地平整；

[0151] 二、施肥：

[0152] 将有机肥和无机肥撒施于平整土地的地表，再将有机肥、无机肥和耕层土壤混匀，

再进行旋耕起垄；

[0153] 步骤二中所述的有机肥和无机肥的质量比为1300:20；

[0154] 步骤二中所述的有机肥的施肥量为1300kg/亩；

[0155] 步骤二中所述的有机肥为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混合物，腐熟农家肥和沼气肥的

质量比为5:2；

[0156] 步骤二中所述的无机肥为尿素、磷肥、钾肥和锌肥的混合肥，其中磷肥、钾肥和锌

肥的质量比为10:5:4:1；

[0157] 三、播种：

[0158] 将玉米种子进行播种，按垄播种，播种4垄，空1垄不播种，播种时深度为8cm～

13cm，每个坑播种1粒～2粒玉米种子，坑距20cm～25cm，陇距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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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9] 四、制备抗寒剂：

[0160] ①、按重量份数称取4份质量分数为5％的蔗糖溶液、7份质量分数为4％的腐殖酸

溶液、3份质量分数为15％的乙二醇溶液、2份质量分数为0.05％的水杨酸溶液、2份质量分

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5份质量分数为8％的脯氨酸溶液、4份质量分数为6％的磷酸

二氢钾溶液和0.4份增稠剂；

[0161] 步骤四①中所述的增稠剂为聚丙烯酸钠；

[0162] ②、将步骤①中称取的4份质量分数为5％的蔗糖溶液、7份质量分数为4％的腐殖

酸溶液、3份质量分数为15％的乙二醇溶液、2份质量分数为0.05％的水杨酸溶液、2份质量

分数为4.5％的二甲亚砜水溶液、5份质量分数为8％的脯氨酸溶液、4份质量分数为6％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和0.4份增稠剂混合均匀，得到抗寒剂：

[0163] 五、在玉米出苗至3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20％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

量为80mL/m2；

[0164] 六、在4叶～7叶期，将抗寒剂稀释成质量分数为35％后进行叶面喷施，喷施量为

200mL/m2；

[0165] 七、制备复合药水：

[0166] 将玉米抗倒剂、杀菌剂、杀虫剂和水混合均匀，得到复合药水；

[0167] 步骤七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为金得乐；

[0168] 步骤七中所述的杀菌剂为三唑酮和戊唑醇的混合物；其中，三唑酮和戊唑醇的质

量比为1:1；

[0169] 步骤七中所述的杀虫剂为丁硫克百威；

[0170] 步骤七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杀菌剂和杀虫剂的质量比为12:14:10；

[0171] 步骤七中所述的玉米抗倒剂和水的质量比为12g:40kg；

[0172] 八、喷洒复合药水：

[0173] 在玉米生长到8～12叶时，将复合药水进行叶面喷洒，喷洒量为60kg；

[0174] 九、追肥：

[0175] 在玉米生长期间灌水3次，并且在拔节后追肥一次，追肥量为每亩750kg腐熟禽畜

粪肥，氮-磷-钾重量配比为32:10:8的玉米专用肥15kg；在玉米抽雄前8天每亩再追肥10kg

硫酸铵；

[0176] 十、田间管理，直至收割玉米。

[0177] 实施例一、对照组1和对照组2选用的玉米种子均为“龙单33”，种植地点均为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东官镇东官村，播种日期均为5月1日，收获时间均为10月1日—10月7

日，田间调查结果见表1。

[0178] 表1

[0179]

  出苗率 产量

实施例一 99 810kg/亩

对照组1 99 753kg/亩

对照组2 97 786kg/亩

[0180] 从表1可知，将本发明制备的抗寒剂喷洒到玉米幼苗叶面上，可以显著提高玉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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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玉米幼苗可以抵抗低温冷害，降低了生长受抑；使用本发明制备的玉米种子处理液对

玉米种子进行处理，能够保证玉米种子的发芽率和玉米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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