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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

(57)摘要

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本发明属

于作物的种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玉米与覆盖作

物年际间轮作的栽培方法。本发明为了解决玉米

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大量使用，造成

土壤质量下降、面源污染的技术问题。本方法如

下：一、春整地；二、起垄、施底肥；三、播种玉米；

四、垄上覆盖作物播种；五、垄沟覆盖作物种植；

六、玉米收获；七、翌年春天覆盖作物残体粉碎并

翻地；八、翌年起垄；九、第二年田间管理。垄沟种

植禾本科等覆盖作物，可以充分利用田间空间，

且避免杂草的生长。垄沟种植的禾本科等覆盖作

物，由于其生物产量较高，对土壤中的较深层中

的N具有很好的吸收利用能力，对水资源和生态

环境有很好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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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一、春整地：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习惯，在土壤温度达到要求时进行春整地，旋耕或深翻；

二、起垄、施底肥：

整地后，进行机械起垄，垄宽为130cm，垄高15‑25cm，施肥，肥料施入与当地生产田相

同；

三、播种玉米：

采用机播或人工点播，玉米种植密度与当地生产田相同，玉米在垄上播种两行，两行玉

米间距50cm，且两行玉米中间位置位于垄中线上，每行玉米与相邻的垄沟间距40cm；

四、垄上覆盖作物播种：

垄上覆盖作物的播种时间为玉米苗处于4叶期至6叶期时，播种豆科覆盖作物，不施肥，

播种方式是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每垄垄上播种3行豆科覆盖作物，在两行玉米之间播种一

行，这一行覆盖作物记作“D1”，D1分别与两行玉米的距离均为25cm，在两行玉米的外侧20cm

的位置，各播种一行豆科覆盖作物，分别记为“D2”和“D3”，D2和D3距离两侧垄沟的距离分别

是20cm；

五、垄沟覆盖作物种植：

垄沟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与垄上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相同，垄沟种植的覆盖作物不施

肥，可以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

六、玉米收获：

待成熟时，收获玉米和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离田，覆盖作物残体留于田间；

七、翌年春天覆盖作物残体粉碎并翻地：

在整地之前，将第一年种植的覆盖作物残体用机械粉碎，粉碎长度小于10cm，并均匀分

布于田间，粉碎后，将其翻入土壤中；

八、翌年起垄：

第二年起垄位置与第一年不同，第二年的垄沟位置，是第一年种植D1覆盖作物的位置，

第二年的垄沟，是第一年垄面的中线位置；

九、第二年田间管理：

第二年所有田间管理方式与第一年保持一致，在垄上植物的布局与第一年相同，即完

成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D1

选择的豆科覆盖作物是白三叶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D2

和D3选择的豆科覆盖作物为长绒毛野豌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五中所述垄

沟覆盖作物是禾本科覆盖作物、菊科覆盖作物、十字花科覆盖作物、亚麻科覆盖作物或唇形

科覆盖作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禾本科覆盖

作物为黑麦、小麦或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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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菊科覆盖作

物为向日葵。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十字花科覆

盖作物为萝卜或油菜。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亚麻科覆盖

作物为钟穗花。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唇形科覆盖

作物为紫苏或灰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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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作物的种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年际间轮作的栽培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东北地区，一年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春季干燥风大，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天高

气爽，冬季寒冷漫长。适宜种植的作物为一年一熟的作物，如玉米。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

饲料‑经济作物，在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东北部是我们国家玉米的主产区，玉米

种植面积较大，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过

度追求玉米产量，玉米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大量使用，造成土壤质量下降、面

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玉米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大量使用，造成土

壤质量下降、面源污染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

[0004] 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0005] 一、春整地：

[0006]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习惯，在土壤温度达到要求时进行春整地，旋耕或深翻；

[0007] 二、起垄、施底肥：

[0008] 整地后，进行机械起垄，垄宽为130cm，垄高15‑25cm，施肥，肥料施入与当地生产田

相同；

[0009] 三、播种玉米：

[0010] 采用机播或人工点播，玉米种植密度与当地生产田相同，玉米在垄上播种两行，两

行玉米间距50cm，且两行玉米中间位置位于垄中线上，每行玉米与相邻的垄沟间距40cm，这

样就形成了相邻玉米的窄行，垄与垄之间玉米间隔80cm的宽行的宽窄行形式；

[0011] 四、垄上覆盖作物播种：

[0012] 垄上覆盖作物的播种时间为玉米苗处于4叶期至6叶期时，播种豆科覆盖作物，不

施肥，播种方式是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每垄垄上播种3行豆科覆盖作物，在两行玉米之间

播种一行，这一行覆盖作物记作“D1”，D1分别与两行玉米的距离均为25cm，在两行玉米的外

侧20cm的位置，各播种一行豆科覆盖作物，分别记为“D2”和“D3”，D2和D3距离两侧垄沟的距

离分别是20cm，距玉米也是20cm；

[0013] 五、垄沟覆盖作物种植：

[0014] 垄沟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与垄上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相同，垄沟种植的覆盖作物

不施肥，可以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

[0015] 六、玉米收获：

[0016] 待成熟时，收获玉米和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离田，覆盖作物残体留于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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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七、翌年春天覆盖作物残体粉碎并翻地：

[0018] 在整地之前，将第一年种植的覆盖作物残体用机械粉碎，粉碎长度小于10cm，并均

匀分布于田间，粉碎后，将其翻入土壤中；

[0019] 八、翌年起垄：

[0020] 第二年起垄位置与第一年不同，第二年的垄沟位置，是第一年种植D1覆盖作物的

位置，第二年的垄沟，是第一年垄面的中线位置；

[0021] 九、第二年田间管理：

[0022] 第二年所有田间管理方式与第一年保持一致，在垄上植物的布局与第一年相同，

即完成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

[0023] 步骤四中所述D1选择的豆科覆盖作物是三叶草；

[0024] 步骤四中所述D2和D3选择的豆科覆盖作物为长绒毛野豌豆。

[0025] 步骤五中所述垄沟覆盖作物是禾本科覆盖作物、菊科覆盖作物、十字花科覆盖作

物、亚麻科覆盖作物或唇形科覆盖作物。

[0026] 所述禾本科覆盖作物为黑麦、小麦或荞麦；

[0027] 所述菊科覆盖作物为向日葵；

[0028] 所述十字花科覆盖作物为萝卜或油菜；

[0029] 所述亚麻科覆盖作物为钟穗花。

[0030] 所述唇形科覆盖作物为紫苏或灰苏。

[0031] 在玉米田间种植覆盖作物，可以在保证玉米产量的同时，利用覆盖作物的特点和

优势，有效缓解玉米生产中产生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种植覆盖作物对土壤、作物、环境有利。

首先，田间种植覆盖作物，利用覆盖作物与杂草竞争生态位，从而抑制杂草萌发和生长，进

而有效控制田间杂草，减少除草剂的施入，不仅节约了除草剂成本，还丰富了田间植物种

类；其次，豆科覆盖植物由于具有很好的固氮能力，可以利用豆科覆盖作物的种植，增加固

氮能力，从而为玉米禾本科作物提供氮源，这可以适当减少氮肥施入，节约氮肥成本，并减

少氮素损失对环境的污染；再次，种植覆盖植物，利用覆盖植物对深层土壤中氮、磷的吸收

能力，可以减少施肥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同时，由于覆盖植物生产一定的生物量，这些

生物量归还土壤，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0032] 但是，在一些温度资源有限的地区，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受到一定限制。如我国一

年一熟种植区域内用于粒收的玉米，由于玉米生长期较长，通常春季播种，并且为了降低玉

米子粒的水分含量，通常玉米收获时期较晚，收获玉米后，天温较低，不利于在田间种植覆

盖作物了。因此，在这些区域，覆盖作物最佳的种植方式就是与作物间作。但是玉米叶片较

多，已建成的玉米冠层郁闭度，透光能力差，不利于覆盖作物的生长。所以，需要提供一种较

为理想的玉米田种植覆盖作物的方式。

[0033] 豆科覆盖作物因其固氮能力而广受欢迎，但豆科覆盖作物受重茬制约，所以，年际

间，豆科覆盖作物轮作将会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0034] 本发明涉及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提供一种我国一年一熟种植区域内玉米

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年内玉米与覆盖作物错时间作，年际间轮作的新栽培方法。

[003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其优点在于：

[0036] 1.本发明专利充分保证主栽作物玉米的优先地位，在玉米尚处于幼苗阶段不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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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作物，这样可以让玉米幼苗很好生长发育。因为玉米幼苗阶段生长较慢，如果过早种植

覆盖作物，由于覆盖作物生长，可能会对玉米生长发育产生影响，所以，覆盖作物的种植时

间位于玉米拔节前，覆盖植物萌发出苗后，玉米进入拔节期后快速生长发育，这样可以保证

玉米生长的主导地位。

[0037] 2.本发明专利的覆盖作物种类丰富。在玉米窄行间种植较低株高的覆盖作物，这

样既可以保证覆盖作物对杂草的抑制。在垄侧种植豆科覆盖作物，由于垄侧光照条件较好，

所以，覆盖作物可以得到良好的光照而有较好的生长发育并产生较高的生物产量。

[0038] 3.垄沟种植禾本科等覆盖作物，可以充分利用田间空间，且避免杂草的生长。垄沟

种植的禾本科等覆盖作物，由于其生物产量较高，对土壤中的较深层中的N具有很好的吸收

利用能力，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有很好地保护作用。

[0039] 4.玉米田覆盖作物的种植，增加了土壤表面的覆盖度，这有利于预防田间土壤的

水土流失。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玉米与覆盖作物种植后田间示意图；

[0041] 图2是本发明第一年田间分布图；

[0042] 图3是本发明第二年田间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间的

任意组合。

[0044]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中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

行：

[0045] 一、春整地：

[0046]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习惯，在土壤温度达到要求时进行春整地，旋耕或深翻；

[0047] 二、起垄、施底肥：

[0048] 整地后，进行机械起垄，垄宽为130cm，垄高15‑25cm，施肥，肥料施入与当地生产田

相同；

[0049] 三、播种玉米：

[0050] 采用机播或人工点播，玉米种植密度与当地生产田相同，玉米在垄上播种两行，两

行玉米间距50cm，且两行玉米中间位置位于垄中线上，每行玉米与相邻的垄沟间距40cm，形

成了相邻玉米的窄行，垄与垄之间玉米间隔80cm的宽行的宽窄行形式；

[0051] 四、垄上覆盖作物播种：

[0052] 垄上覆盖作物的播种时间为玉米苗处于4叶期至6叶期时，播种豆科覆盖作物，不

施肥，播种方式是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每垄垄上播种3行豆科覆盖作物，在两行玉米之间

播种一行，这一行覆盖作物记作“D1”，D1分别与两行玉米的距离均为25cm，在两行玉米的外

侧20cm的位置，各播种一行豆科覆盖作物，分别记为“D2”和“D3”，D2和D3距离两侧垄沟的距

离分别是20cm，距玉米也是20cm；

[0053] 六、垄沟覆盖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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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垄沟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与垄上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相同，垄沟种植的覆盖作物

不施肥，可以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

[0055] 六、玉米收获：

[0056] 待成熟时，收获玉米和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离田，覆盖作物残体留于田间；

[0057] 七、翌年春天覆盖作物残体粉碎并翻地：

[0058] 在整地之前，将第一年种植的覆盖作物残体用机械粉碎，粉碎长度小于10cm，并均

匀分布于田间，粉碎后，将其翻入土壤中；

[0059] 八、翌年起垄：

[0060] 第二年起垄位置与第一年不同，第二年的垄沟位置，是第一年种植D1覆盖作物的

位置，第二年的垄沟，是第一年垄面的中线位置；

[0061] 九、第二年田间管理：

[0062] 第二年所有田间管理方式与第一年保持一致，在垄上植物的布局与第一年相同，

即完成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

[0063]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述D1选择的

豆科覆盖作物(植株高度较低)是白三叶草。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64]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述D2和

D3选择的豆科覆盖作物为长绒毛野豌豆。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65]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五中所述

垄沟覆盖作物是禾本科覆盖作物、菊科覆盖作物、十字花科覆盖作物、亚麻科覆盖作物或唇

形科覆盖作物。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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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所述禾本科覆

盖作物为黑麦、小麦或荞麦。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67]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菊科覆盖

作物为向日葵。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68]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十字花科

覆盖作物为萝卜或油菜。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69]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亚麻科覆

盖作物为钟穗花。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70]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唇形科覆

盖作物为紫苏或灰苏。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71] 采用下述实验验证本发明效果：

[0072] 实验一：

[0073] 本发明的一种玉米与覆盖作物种植的方法在吉林省长春市进行了生产实验，实验

方法如下：

[0074] 首先，年内玉米与覆盖作物年内间作，年际间轮作，在保证玉米产量不降低的前体

下，实现了覆盖作物良好的生长。覆盖作物D2和D3选择长绒毛野豌豆，覆盖作物D1选择白三

叶草。垄沟覆盖作物选择黑麦。

[0075] 一、春整地：

[0076]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习惯，在土壤温度达到要求时进行春整地，旋耕或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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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二、起垄、施底肥：

[0078] 整地后，进行机械起垄，垄宽为130cm，垄高20cm，施肥，肥料施入与当地生产田相

同；

[0079] 三、播种玉米：

[0080] 采用机播，玉米种植密度6.5万株/公顷，玉米种植密度与当地生产田相同，玉米在

垄上播种两行，两行玉米间距50cm，且两行玉米中间位置位于垄中线上，每行玉米与相邻的

垄沟间距40cm，形成了相邻玉米的窄行，垄与垄之间玉米间隔80cm的宽行的宽窄行形式；

[0081] 四、垄上覆盖作物播种：

[0082] 垄上覆盖作物的播种时间为玉米苗处于5叶期时，播种豆科覆盖作物，不施肥，播

种方式是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每垄垄上播种3行豆科覆盖作物，在两行玉米之间播种一行

白三叶草，这一行覆盖作物记作“D1”，D1分别与两行玉米的距离均为25cm；在两行玉米的外

侧20cm的位置，各播种一行豆科覆盖作物长绒毛野豌豆，分别记为“D2”和“D3”，D2和D3距离

两侧垄沟的距离分别是20cm，距玉米也是20cm；

[0083] 七、垄沟覆盖作物种植：

[0084] 垄沟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与垄上覆盖作物的种植时间相同，垄沟种植的覆盖作物

不施肥，人工播种；

[0085] 六、玉米收获：

[0086] 十月中旬收获收获玉米和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离田，覆盖作物残体留于田间；

[0087] 七、翌年春天覆盖作物残体粉碎并翻地：

[0088] 在整地之前，将第一年种植的覆盖作物残体用机械粉碎，粉碎长度小于10cm，并均

匀分布于田间，粉碎后，将其翻入土壤中；

[0089] 八、翌年起垄：

[0090] 第二年起垄位置与第一年不同，第二年的垄沟位置，是第一年种植D1覆盖作物的

位置，第二年的垄沟，是第一年垄面的中线位置；

[0091] 九、第二年田间管理：

[0092] 第二年所有田间管理方式与第一年保持一致，在垄上植物的布局与第一年相同，

即完成玉米与覆盖作物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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