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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

方法，属于作物种植技术领域。本发明将冬小麦

播种时期推迟20天左右，由传统的“白露”后播种

推迟至10月中旬，如此便实现了玉米后复播冬小

麦的种植模式。冬小麦播期推迟20天，既解决了

冬小麦冬前苗生长旺盛而过度消耗营养和水分

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越冬率。又可有效避开多雨

的九月份，解决因多雨而导致不能如期播种、土

壤板结、出苗率低等问题；同时也可使冬小麦播

期和玉米的收获期有效衔接，实现玉米后复种冬

小麦的种植模式；本发明不但可以有效解决农户

玉米或小麦连作而无法倒茬的问题，还可大大提

高冬小麦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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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4月中旬覆膜播种夏玉米，9月下旬收获；

S2：10月中旬机械覆膜播种冬小麦或露地直播，次年6月底7月初收获；

S3：7月上旬直播糜子，9月中旬收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1播种时采用先播

种后覆膜的种植方式，再根据幼苗出土情况，进行破膜放苗，幼苗放出后，将放苗口用土封

好；生长期间，膜玉米出苗后4-6片叶时，进行间定苗，要求每穴保留1株，将生长弱小的幼苗

拔除，地膜玉米生长期间要及时去蘖；播种时采用包衣种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1所述播种的品种

为中早熟籽粒玉米，种植方式具体为4月初整地施肥，一次施足基肥，机械覆膜，4月中旬膜

上点播，6月下旬追肥，种植方式为双垄沟膜侧种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1施肥时所施肥料

具体为：农家肥2吨/亩、尿素15千克/亩，磷酸二铵15千克/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2播种的品种为抗

旱早熟高产品种，种植后次年4月返青后追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追肥时所施肥

料具体为：农家肥1.5吨/亩，尿素8.5千克/亩，二胺10千克/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S3所述糜子为早熟

品种，收获后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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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宁夏南部及毗邻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量200-650mm，年平均气温5.7℃，全

年平均日照2240小时，无霜期130-170天。降雨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7月-9月份。主栽作物

为冬小麦、马铃薯、玉米(包括青贮)和小杂粮，冬小麦是重要的口粮作物，生育日期为9月下

旬至次年7月上旬，但受农业结构调整及玉米、马铃薯比较效益影响，小麦面积在连年下降。

马铃薯是传统经济作物，生育日期为4月至10月。受养殖业的大力发展，玉米是当前重要的

饲料作物，播种面积在逐年提高，其生育日期为4月至9月。小杂粮也是当前扶持的重要特色

作物。受光热资源限制，主要栽培模式为一年一茬，即一年只种冬小麦、马铃薯或夏玉米(包

括青贮)一茬，收获后土地闲置，等来年再种，如此造成土地资源、降雨及光能的严重浪费，

连作倒茬难，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低。因此，提供一种两年三熟的种植模式，以提高旱地土

地、降雨及光能利用率，助力脱贫攻坚，是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和贡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旱地两年三熟作物种植方

法，该方法可提高旱地土地、降雨及光能利用率，且所提供种的种植模式既能够提高口粮作

物面积，提高农户收入，也能够解决养殖业所需饲草问题。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4月中旬覆膜播种夏玉米，9月下旬收获；

[0007] S2：10月中旬机械覆膜播种冬小麦或露地直播，次年6月底7月初收获；

[0008] S3：7月上旬直播糜子，9月中旬收获。

[0009] 进一步地，S1播种时采用先播种后覆膜的种植方式，再根据幼苗出土情况，进行破

膜放苗，幼苗放出后，将放苗口用土封好；生长期间，膜玉米出苗后4—6片叶时，进行间定

苗，要求每穴保留1株，将生长弱小的幼苗拔除，地膜玉米生长期间要及时去蘖；播种时采用

包衣种子。

[0010] 进一步地，S1所述播种的品种为中早熟籽粒玉米，种植方式具体为4月初整地施

肥，一次施足基肥，所施肥料为：农家肥(如牛、羊粪)2吨/亩，尿素15千克/亩，二胺15千克/

亩；机械覆膜，地膜型号为0.008-0.01毫米厚，1.2米宽；种植方式以全膜双垄沟，膜侧种植

为主，株距30cm，行距40cm。4月中旬膜上点播，6月下旬追肥，追肥量为10千克/亩。

[0011] 进一步地，S2播种的品种为抗旱早熟高产品种，所施肥料为：农家肥(牛粪)1.5吨/

亩，尿素8.5千克/亩，二胺10千克/亩；采用覆膜或露地条播种植方式机械播种，地膜型号为

0.01毫米厚，1.2米宽，种植后次年4月返青后追肥。

[0012] 进一步地，S3所述糜子为早熟品种，采用麦后直播，播种方式为耕地后撒种，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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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耱。收获后整地。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为：

[0014] 第一：本发明采用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模式，即冬小麦-夏玉米-秋杂粮(糜子)，

将冬小麦播种时期推迟20天左右，由传统的“白露”后播种推迟至10月中旬，如此便实现了

玉米后复播冬小麦的种植模式。冬小麦播期推迟20天，既解决了冬小麦冬前苗生长旺盛而

过度消耗营养和水分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越冬率。又可有效避开多雨的九月份，解决因多雨

而导致不能如期播种、土壤板结、出苗率低等问题；同时也可使冬小麦播期和玉米的收获期

有效衔接，实现玉米后复种冬小麦的种植模式；这种模式不但可以有效解决农户玉米或小

麦连作而无法倒茬的问题，还可大大提高冬小麦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

[0015] 第二，本发明充分利用“小日月”糜子品种生育期短的特性，在麦后复播糜子，如此

可充分利用7月至10月的光热水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0016] 第三：本发明根据3种作物生育特性，实现了冬小麦、玉米和糜子的有机结合，充分

利用了光热水等自然资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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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18]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

[0020] 一种旱地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方法，具体如下：

[0021] (一)4月中旬覆膜播种夏玉米，9月下旬收获。播种要求地表5—10㎝耕作层温度稳

定在10℃以上。在固原市地膜玉米播种期以4月10日—4月底为适播期。一般情况下，彭阳、

原州区气温相对较高，播种期以4月10日—4月20日为宜；隆德、西吉、泾源气温相对较低，播

种期以4月下旬为宜。

[0022] (1)种植品种：以中早熟籽粒玉米为主；本案例所选品种为大丰30。

[0023] (2)种植方式及技术：以全膜双垄沟，膜侧种植为主，4月中旬膜上点播种植，机械

覆膜，地膜型号为0.008-0.01毫米厚，1.2米宽。株距30cm，行距40cm。播种是地膜玉米种植

的关键，地膜玉米播种要求全苗、齐苗、壮苗。要求全苗必须在播种时要保证足够的播种量，

每穴至少播2粒种子，尽量用包衣种子，可防治病虫鼠危害造成缺苗断垄；随时掌握土壤墒

情，不能将种子播入干土层，如遇土壤缺墒时，必须带水点种。要求齐苗必须播种深度一致，

地膜玉米可根据土壤墒情深浅状况，一般为3—6cm为宜，但就同一块地播种深度应一致，可

用机械播种或人工打孔器播种控制播种深度，使其出苗整齐，避免大小苗现象。要求壮苗必

须把握整地质量，使耕作层形成上虚下实，土壤细碎、疏松，无板结，幼苗出土快，生长快。

[0024] (3)施肥量：基肥为农家肥(牛、羊粪为主)2吨/亩，尿素15千克/亩，二胺15千克/

亩；6月下旬追肥，追肥量为尿素10千克/亩。

[0025] (4)播量：亩播量4500粒。

[0026] (5)收获：9月下旬收获玉米，产量为600kg/亩。收获后机械或人工收割秸秆。

[0027] 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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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①放苗和破板结：放苗和破板结是种植地膜玉米的关键技术措施，播种时采用先

播种后覆膜的种植方式，幼苗出土快，需要及时了解幼苗出土情况，尽早破膜放苗，幼苗放

出后，将放苗口用土封好，既防大风刮破地膜，还可预防冻害，也能充分发挥地膜的增温保

墒作用。

[0029] ②间、定、补苗：地膜玉米出苗后4—6片叶时(5月20日前后)，进行间定苗，要求每

穴保留1株，将生长弱小的幼苗拔除，通过间定苗，调整株行距差异，做到行直株匀，密度适

宜。及时补苗，幼苗出土后，如发现缺苗，先挖开缺苗穴，将生长健壮的幼苗用铁铲在距离幼

苗根基部3cm左右直挖下去，将所补幼苗带土移入缺苗穴，移入后灌水覆土封膜，确保幼苗

成活。

[0030] ③及时去蘖：地膜玉米从拔节到小喇叭口期，甚至到大喇叭口期，植株茎基部长出

分蘖，要经常注意随时拔除，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促进主株生长旺盛。

[0031] ④防治病虫：采用包衣种子：我国推广应用的包衣剂，其主要成分是农药和生长调

节剂经科学配制而成，主要用于防治病虫害和促进种子发芽，选择包衣种子可减少病虫害，

防止幼苗期病虫危害。玉米常见病害有大、小班病，青枯病，黑穗病，霜霉病，病毒病等多种

病害，可跟据发病情况，首先对发病情况进行田间调查，并进行必要的诊断，然后对症施药。

喷施农药时，在不影响药效的情况下，结合喷施叶面肥，以达到防病、促进生长、提高产量的

目的。

[0032] ⑤适时收获：当玉米包叶干枯松散，子粒变硬发亮，即到完熟期，可进行收获。但此

时玉米子粒含水量较高，收获后及时拨去包叶进行凉晒，待水分降到16％以下时进行脱粒。

[0033] (7)整地：旋耕机整地。

[0034] (二)10月中旬覆膜种植或露地直播冬小麦，次年6月底7月初收获。

[0035] (1)种植品种：以抗旱早熟高产品种为主；本案例所选品种为宁冬16号。

[0036] (2)种植方式：采用覆膜或露地条播种植方式机械播种，地膜型号为0.01毫米厚，

1.2米宽。

[0037] (3)施肥量：基肥为农家肥(牛粪为主)1.5吨/亩，尿素8.5千克/亩，二胺10千克/

亩；种植后次年4月返青后追肥，尿素7公斤/亩。

[0038] (4)播期播量：10月中旬播种，15kg/亩。

[0039] (5)收获：6月下旬至7月初机械收获，产量200-300kg/亩。

[0040] 田间管理：

[0041] (1)春季开沟追肥(旱追肥)：翌年返青期在春墒较好或在冬灌田块用播种机开沟

亩深施尿素7.5-10㎏，(尽可能避免伤苗)，深度以施入根部为宜。这种追肥方式不仅追肥效

果好，并有划锄麦田作用。

[0042] (2)镇压保墒及提墒：春季随气温回升，田间蒸发量增大，土壤水分的损失主要是

在土壤内部汽化，通过较大孔隙向大气扩散，加之春季风天频繁，土壤失墒严重，此时进行

镇压，压碎地面土块，阻塞较大孔隙，弥合地面裂缝，可起到一定保墒作用，同时，镇压也可

使土粒紧密，促使地下水分上升到表层，可起到提墒作用，供根部吸收利用。

[0043] (3)中耕保墒：中耕即通常锄地，其作用在于疏松表土，切断毛管水的上升，减少水

分蒸发；并能破除板结，改善土壤通气状况；也便于提高地温加速养分转化及消灭田间杂

草，以利小麦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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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4)根外追肥：根外追肥就是将化肥溶解为液体，直接喷施到小麦叶面的施肥方

法。小麦生长后期，根系进入衰老阶段，吸收能力减弱，为防止上部三叶片早衰，提高籽粒产

量，将尿素配制成浓度为2％的水溶液(或2％-4％的硫酸铵溶液)，50-75㎏/亩叶面喷洒，可

及时补充植株氮素营养不足。缺磷麦田可喷施0.2％-0.3％磷酸二氢钾(或2％-4％过磷酸

钙)，对提高粒重有明显作用，当出现干热风时，喷磷酸二氢钾和草木灰水，可有效防御干热

风危害。

[0045] (三)7月上旬直播糜子，9月中旬收获。

[0046] (1)种植品种：早熟品种(生育期短)。本案例所选品种为麦糜子(地方品种)。

[0047] (2)种植方式：7月6日播种，麦茬直接撒种旋耕或机械耕地后撒种，再耙耱。

[0048] (3)播量：3kg/亩。

[0049] (4)收获：“白露”收获，产量230kg/亩。

[0050] (5)整地：糜子收获后整地。

[0051] 将传统的一年一熟种植方法与本发明的种植方法相比较，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有

效提高农户收入，具体如下表所示：

[0052] 表1对照数据表

[0053]

[0054] 表2本案例经济效益分析表

[0055]

[0056] 注：投入成本仅包含化肥、种子、农药、地膜和机械播种收获费用。

[0057] 本发明以传统一年一熟栽培模式为对照，从表2经济效益来看，本发明所提供的两

年三熟种植模式年均纯收入581元，而单种玉米、冬小麦或糜子年均收入分别为460元、200

元、302元，因此，本发明所提供具有两年三熟种植模式推广应用价值。

[0058] 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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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变化。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可行的实施例而已，并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权利范

围，凡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化，均包含于本发明的权利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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