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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

方法，该方法是在一年中种植三季甜玉米并轮作

一次绿肥，种植甜玉米时先在育苗盘中进行育

苗，再移栽大田，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

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提高玉米的含糖量。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既合理利用了土地提高了土

地的产出率，通过轮作也改善了土壤，缓解土壤

的连作障碍，实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耕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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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每年2月底，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

冒芽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

棚，盖上塑料薄膜保暖，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20天；

（2）3月中旬，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对大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将大田上的

绿肥深翻入土并施入基肥100-120kg/亩，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95cm，小行距58-

62cm，株距28-32cm；在移栽的前3-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

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

解除草地膜；按照20-25亩每盏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安装后长期固定在此处并进行日常维护

和检修；

（3）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600L；

（4）7月初采收第一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肥

80-10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5）6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

芽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

盖上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20天；

（6）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95cm，小行距58-62cm，株

距28-32cm；在移栽的前3-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

移栽时每穴栽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

膜；

（7）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600L；

（8）10月初，采收第二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

肥80-10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在土壤表面撒上石灰粉，30-

40kg/亩，晒土3-5天；

（9）9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

芽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

盖上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20天；

（10）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95cm，小行距58-62cm，株

距28-32cm；在移栽的前3-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

移栽时每穴栽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

膜；

（11）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600L；

（12）次年1月中旬，采收第三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25-35cm，

施入基肥60-8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13）在土壤上撒上绿肥的种子，用植保无人机对土地进行喷水直至土壤湿润，盖上透

明的塑料薄膜保温，待绿肥长出地面1-2cm时，将塑料薄膜移除，让绿肥自然生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育苗基质由腐熟

牛粪、稻壳、腐殖土和河沙以体积比2  ：1  ：2：1混合后经质量浓度为0.5%的高锰酸钾溶液消

毒灭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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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肥由以下重量

份数原料组成：腐熟农家肥60-100份、钙镁磷肥20-30份、豆粕20-30份、草木灰30-60份、氯

氟氰菊酯5-10份、辣蓼草粉末4-8份、复合微生物菌10-15份、氨基酸螯合硒3-10份；所述复

合微生物菌由光合细菌、乳酸菌群、酵母菌群、放线菌群、丝状菌群、枯草芽孢杆菌、纳豆芽

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状芽孢杆菌、乳酸芽孢杆菌以重量比1:1:1:1:1:1:1:1:1:1

混合得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糖肥由以下重

量份数原料组成：甜叶菊水提液20-30份、糖蜜废弃液8-15份、枸杞子水提取物3-8份、苦参

碱10-15份、辣椒粉5-10份、硫酸钾5-8份、腐殖酸钾20-30份和水900-1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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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甜玉米(Sweet  corn)是玉米的一种，又称蔬菜玉米，禾本科，玉米属。甜玉米是欧

美、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要蔬菜之一。因其具有丰富的营养、甜、鲜、脆、嫩的特色而

深受各阶层消费者青睐。甜玉米适合生吃，青棒阶段皮薄、汁多、质脆而甜，可直接生吃，薄

薄的表皮一咬就破，清香的汁液溢满齿颊，生吃熟吃都特别甜、特别脆，像水果一样，因此也

被称为"  水果玉米"。水果玉米有很多品种，都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由于所带隐性基因

种类不同，又分为普通甜玉米(  基因Sh1)、超甜玉米(  基因Sh2)  和加强甜玉米(  基因Su、

Se  等)。超甜玉米由于含糖量高、适宜采收期长而得到广泛种植。德国营养保健协会的研究

表明，在所有主食中，玉米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最高。玉米含有7种“抗衰剂”，它们分别

是：钙、谷胱甘肽、维生素、镁、硒、维生素E和脂肪酸。经过专家的测定，每百克玉米能提供近

300毫克的钙，几乎与乳制品中所含的钙差不多，丰富的钙可以起到降血压的功效。同时，甜

玉米中所含有的胡萝卜素被人体吸收后转化为维生素A，具有防癌作用；植物纤维素能加速

致癌物质和其他毒物的排出，黄体素、玉米黄质有利于延缓眼睛老化。此外，甜玉米还具有

医疗保健作用，因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软化血管和防治冠心病。

[0003] 广西横县位于广西东南部，交通便利，属南亚热带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

温暖，土地肥沃，最宜种植甜玉米。横县以“最香、最甜”之都而驰名广西、乃至全国，香的就

是茉莉花，甜的就是甜玉米。横县甜玉米营养丰富、口感甜脆香嫩，可熟食可生食，属水果型

蔬菜，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健康食品。目前，横县甜玉米已成为横县茉莉花之后的另一张横县

地方名片。已成为横县一大农业支柱产业，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甜玉米生产加工基地

县。甜玉米生产为横县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业结构调整走出了新路子、新亮点，成为广

西“一县一品”的优势产业。

[0004] 但现如今，甜玉米的种植过程中从土壤选择、环境选择、施肥以及病虫害防治上均

无统一标准化操作，肥料多选择能促进其快速生长但对人体有较大危害的化学肥料，病虫

害防治过程中也多采用化学防治，通过喷洒农药避免虫害对玉米的侵蚀，数年连作使土壤

板结严重，病虫害泛滥。土壤越种越毒，甜玉米产量越来越低，玉米中有毒物质超标，质量日

益下降。如何提供一种绿色有机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并排除连作障碍已经成为了甜玉米种

植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该方法可以实现一年采收

三季甜玉米并轮作一次绿肥，既合理利用了土地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通过轮作也改善了

土壤，缓解土壤的连作障碍，实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耕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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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每年2月底，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

冒芽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

棚，盖上塑料薄膜保暖，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20天；

（2）3月中旬，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对大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将大田上的

绿肥深翻入土并施入基肥100-120kg/亩，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95cm，小行距58-

62cm，株距28-32cm；在移栽的前3-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

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

解除草地膜；按照20-25亩每盏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安装后长期固定在此处并进行日常维护

和检修；

（3）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600L；

（4）7月初采收第一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肥

80-10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5）6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

芽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

盖上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20天；

（6）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95cm，小行距58-62cm，株

距28-32cm；在移栽的前3-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

移栽时每穴栽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

膜；

（7）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600L；

（8）10月初，采收第二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

肥80-10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在土壤表面撒上石灰粉，30-

40kg/亩，晒土3-5天；

（9）9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

芽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

盖上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20天；

（10）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95cm，小行距58-62cm，株

距28-32cm；在移栽的前3-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

移栽时每穴栽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

膜；

（11）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600L；

（12）次年1月中旬，采收第三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25-35cm，

施入基肥60-8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13）在土壤上撒上绿肥的种子，用植保无人机对土地进行喷水直至土壤湿润，盖上透

明的塑料薄膜保温，待绿肥长出地面1-2cm时，将塑料薄膜移除，让绿肥自然生长。

[0007] 所述育苗基质由腐熟牛粪、稻壳、腐殖土和河沙以体积比2  ：1  ：2：1混合后经质量

浓度为0.5%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灭菌得到。

[0008] 所述基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腐熟农家肥60-100份、钙镁磷肥20-30份、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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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20-30份、草木灰30-60份、氯氟氰菊酯5-10份、辣蓼草粉末4-8份、复合微生物菌10-15份、

氨基酸螯合硒3-10份；所述复合微生物菌由光合细菌、乳酸菌群、酵母菌群、放线菌群、丝状

菌群、枯草芽孢杆菌、纳豆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状芽孢杆菌、乳酸芽孢杆菌以重

量比1:1:1:1:1:1:1:1:1:1混合得到。

[0009] 所述增糖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甜叶菊水提液20-30份、糖蜜废弃液8-15

份、枸杞子水提取物3-8份、苦参碱10-15份、辣椒粉5-10份、硫酸钾5-8份、腐殖酸钾20-30份

和水900-1000份。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是在一年中种植三季甜玉米，再轮作一次绿肥，既合理利用了土地提高了土地

的产出率，通过轮作也改善了土壤，缓解土壤的连作障碍，实现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耕作模

式。在种植甜玉米时都是先采用育苗盘进行育苗，然后再移栽大田；采用育苗盘育苗，不用

整地作育苗圃，节约了劳动力，育苗期间不占用大田的耕种时间，育苗盘上可以装入适合种

子发芽生长的营养基质，为种子的发芽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营养物质利用率更高，且采用

育苗盘加小拱棚的育苗模式，管理更加方便，移栽容易还减少了移栽时根部的损伤。本发明

在育种前均对种子进行了预处理，对种子进行消毒杀菌可以减少种子的病毒，培育出脱毒

种苗，提高了种苗的抗病虫害能力；对种子进行催芽预处理，可以加快种子的发芽速度，提

高发芽率，节省种子。

[0011] 本发明对甜玉米都采用先育苗再移栽的方法，甜玉米的幼苗更加强壮，出芽率更

高，也减少了田间缺苗断垄的现象，增加了亩产量。移栽大田后对种植地覆盖光降解除草地

膜，抑制了种植地的杂草，减少了每年除草的次数，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覆盖光降解除草

地膜还有利于保持土壤的水分含量，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和浇水次数。

[0012] 本发明在种植前整地时对土地施入了基肥，增加土壤的肥力，所用的基肥包括有

机肥、无机肥、除虫杀菌剂、复合微生物菌和硒元素。腐熟农家肥可以有效改善土壤，提高土

壤的疏松透气度；草木灰可以缓解土壤酸化也能提供作物所需的钾元素；钙镁磷肥可以满

足作物生长所需的钙镁磷元素；豆粕富含氮磷钾既速效又无副作用；氯氟氰菊酯为杀虫灭

菌剂，可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具有杀虫灭菌广谱、高效、速度快、持效期长的特点；辣蓼草

也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复合微生物菌可改善土壤、活化养分，提高养分利用率；氨基酸螯

合硒则可以提高作物的氨基酸和硒元素含量，氨基酸能促进硒元素的吸收。甜玉米秆叶粉

碎后还田与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经过微生物菌剂发酵后，可增加土壤有机质成分和提高

地力；种植绿肥培肥地力，改良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理性机构和团粒结构，增强保水保肥能

力，降低土壤的盐渍化程度。

[0013] 本发明对甜玉米喷施增糖肥，可以有效提高玉米的甜度。甜叶菊含甜菊糖苷，甜度

高、热量低，还含有一定量的钙和镁等矿物质；糖蜜废弃液是蔗糖生产过程的副产物，仍含

有较高的糖分；枸杞子富含枸杞多糖，还含有胡萝卜素、核黄素、维生素和多种氨基酸等；苦

参碱和辣椒粉具有很强的杀虫灭菌作用；硫酸钾和腐殖酸钾能给玉米提供大量的钾元素，

提高玉米植株体内营养成分的运输速度，使营养物质快速在玉米粒中积累。太阳能杀虫灯

可以有效地减少趋光性害虫，灭虫效果好且无毒副作用。本本发明对于病虫害的防治主要

是通过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使用灭虫灯或者喷施植物源消毒灭菌剂的方式进行，减少化

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得到的甜玉米更加绿色健康，也避免了有毒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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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更加详细的介绍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5] 实施例1

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每年2月底，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8℃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

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

上塑料薄膜保暖，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8天；

（2）3月中旬，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对大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将大田上的

绿肥深翻入土并施入基肥110kg/亩，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90cm，小行距60cm，株距30cm；

在移栽的前4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

2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按照22亩每

盏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安装后长期固定在此处并进行日常维护和检修；

（3）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500L；

（4）7月初采收第一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肥

9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5）6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8℃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眼

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上

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8天；

（6）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90cm，小行距60cm，株距30cm；

在移栽的前4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

2-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

（7）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500L；

（8）10月初，采收第二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

肥9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在土壤表面撒上石灰粉，35kg/

亩，晒土4天；

（9）9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8℃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眼

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上

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8天；

（10）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90cm，小行距60cm，株距

30cm；在移栽的前4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

每穴栽2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

（11）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500L；

（12）次年1月中旬，采收第三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25-35cm，

施入基肥7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13）在土壤上撒上绿肥的种子，用植保无人机对土地进行喷水直至土壤湿润，盖上透

明的塑料薄膜保温，待绿肥长出地面1-2cm时，将塑料薄膜移除，让绿肥自然生长。所述绿肥

可以是紫云英、蚕豆、鼠茅草、苕子、茹菜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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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育苗基质由腐熟牛粪、稻壳、腐殖土和河沙以体积比2  ：1  ：2：1混合后经质

量浓度为0.5%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灭菌得到。

[0017] 所述基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腐熟农家肥80份、钙镁磷肥25份、豆粕25份、

草木灰45份、氯氟氰菊酯8份、辣蓼草粉末6份、复合微生物菌12份、氨基酸螯合硒8份；所述

复合微生物菌由光合细菌、乳酸菌群、酵母菌群、放线菌群、丝状菌群、枯草芽孢杆菌、纳豆

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状芽孢杆菌、乳酸芽孢杆菌以重量比1:1:1:1:1:1:1:1:1:

1混合得到。

[0018] 所述增糖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甜叶菊水提液25份、糖蜜废弃液12份、枸杞

子水提取物5份、苦参碱12份、辣椒粉8份、硫酸钾6份、腐殖酸钾25份和水950份。

[0019] 所实施例2

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每年2月底，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

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

上塑料薄膜保暖，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20天；

（2）3月中旬，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对大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将大田上的

绿肥深翻入土并施入基肥100kg/亩，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95cm，小行距62cm，株距32cm；

在移栽的前3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

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按照25亩每

盏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安装后长期固定在此处并进行日常维护和检修；

（3）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600L；

（4）7月初采收第一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肥

8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5）6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眼

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上

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天；

（6）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cm，小行距58cm，株距28cm；

在移栽的前3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

2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

（7）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600L；

（8）10月初，采收第二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

肥8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在土壤表面撒上石灰粉，30kg/

亩，晒土3天；

（9）9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眼

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上

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20天；

（10）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95cm，小行距62cm，株距

32cm；在移栽的前3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

每穴栽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

（11）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6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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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年1月中旬，采收第三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25-35cm，

施入基肥6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13）在土壤上撒上绿肥的种子，用植保无人机对土地进行喷水直至土壤湿润，盖上透

明的塑料薄膜保温，待绿肥长出地面1-2cm时，将塑料薄膜移除，让绿肥自然生长。所述绿肥

可以是紫云英、蚕豆、鼠茅草、苕子、茹菜中的一种。

[0020] 所述育苗基质由腐熟牛粪、稻壳、腐殖土和河沙以体积比2  ：1  ：2：1混合后经质量

浓度为0.5%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灭菌得到。

[0021] 所述基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腐熟农家肥100份、钙镁磷肥30份、豆粕30份、

草木灰60份、氯氟氰菊酯10份、辣蓼草粉末8份、复合微生物菌15份、氨基酸螯合硒10份；所

述复合微生物菌由光合细菌、乳酸菌群、酵母菌群、放线菌群、丝状菌群、枯草芽孢杆菌、纳

豆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状芽孢杆菌、乳酸芽孢杆菌以重量比1:1:1:1:1:1:1:1:

1:1混合得到。

[0022] 所述增糖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甜叶菊水提液20份、糖蜜废弃液8份、枸杞

子水提取物3份、苦参碱10份、辣椒粉10份、硫酸钾5份、腐殖酸钾20份和水900份。

[0023] 实施例3

一种一年三收的甜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每年2月底，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

眼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

上塑料薄膜保暖，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天；

（2）3月中旬，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对大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将大田上的

绿肥深翻入土并施入基肥120kg/亩，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cm，小行距58cm，株距28cm；

在移栽的前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

2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按照20亩每

盏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安装后长期固定在此处并进行日常维护和检修；

（3）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L；

（4）7月初采收第一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肥

10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5）6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25℃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眼

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上

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20天；

（6）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95cm，小行距62cm，株距32cm；

在移栽的前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每穴栽

3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

（7）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L；

（8）10月初，采收第二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30-40cm，施入基

肥10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在土壤表面撒上石灰粉，40kg/

亩，晒土5天；

（9）9月中旬，选择超甜玉米的种子，先用30℃的温水浸泡种子一晚，第二天把稍冒芽眼

的种粒在装有育苗基质的育苗盘中播种，将育苗盘整齐排布后在其上方搭建小拱棚，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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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或遮阳布，控制温度在24-28℃之间，培育15天；

（10）待玉米苗长至3-4张真叶时，采用大小行栽培，大行距85cm，小行距58cm，株距

28cm；在移栽的前5天先用10%吡虫啉的1000倍稀释液对玉米苗喷施进行杀虫灭菌，移栽时

每穴栽2株玉米苗，移栽后一次性浇足定根水，并在玉米地上覆盖上光降解除草地膜；

（11）在玉米移栽种植后50天和65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增糖肥，亩用量400L；

（12）次年1月中旬，采收第三季玉米，采收玉米后立刻对土地进行整地，深耕25-35cm，

施入基肥80kg/亩，并将玉米秆叶粉碎后和基肥一起埋入土壤中；

（13）在土壤上撒上绿肥的种子，用植保无人机对土地进行喷水直至土壤湿润，盖上透

明的塑料薄膜保温，待绿肥长出地面1-2cm时，将塑料薄膜移除，让绿肥自然生长。所述绿肥

可以是紫云英、蚕豆、鼠茅草、苕子、茹菜中的一种。

[0024] 所述育苗基质由腐熟牛粪、稻壳、腐殖土和河沙以体积比2  ：1  ：2：1混合后经质量

浓度为0.5%的高锰酸钾溶液消毒灭菌得到。

[0025] 所述基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腐熟农家肥60份、钙镁磷肥20份、豆粕20份、

草木灰30份、氯氟氰菊酯5份、辣蓼草粉末4份、复合微生物菌10份、氨基酸螯合硒3份；所述

复合微生物菌由光合细菌、乳酸菌群、酵母菌群、放线菌群、丝状菌群、枯草芽孢杆菌、纳豆

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状芽孢杆菌、乳酸芽孢杆菌以重量比1:1:1:1:1:1:1:1:1:

1混合得到。

[0026] 所述增糖肥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甜叶菊水提液30份、糖蜜废弃液15份、枸杞

子水提取物8份、苦参碱15份、辣椒粉5份、硫酸钾8份、腐殖酸钾30份和水1000份。

[0027]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效果，本申请人于2017年在广西横县校椅镇分别采用本

发明的实施例1、2、3种植了3亩甜玉米，种植得到的3季甜玉米产量和糖度的平均值如下：

据统计当地2017年甜玉米的每季平均亩产量为1400kg，可溶性糖平均含量约为12.2g/

100mL，可见，采用本发明的种植方法，甜玉米每季亩产量都比当地每季平均亩产量高很多，

甜玉米的糖度也较高，在市场上更受欢迎且销售价格较高。采用本发明的方法种植甜玉米

可以很好地促进横县的甜玉米优势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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