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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该

方法包括选地、选种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得到的稻谷不仅营养丰富、

口感好、达到有机农产品的标准，而且产量高、质

量好、空壳率低，种植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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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选择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远离污染的水田作为种植基地；

（2）选种育苗：选择高产抗病的水稻种子，用甲基硫菌灵的500倍稀释液浸种20-24h，洗

净沥晒升温催芽后播种育秧；

（3）移栽：插秧前7-15天在水田里施入农家肥，亩用量800-1000kg，用农耕机对水田进

行耙耕，耙耕后要保持田里一直有水浸没但不满溢；待秧苗长至高15-20cm时，将秧苗移栽

到田里，株行距为（15-18）cm  *（20-25）cm，每亩抛秧1.5-1.8万苗；

（4）田间管理：

1）耙耕田后在田里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虫，每盏灯控制25-30亩，每盏灯间距

150-160m，灯高距地面1.1-1.2m，每隔3-5天把杀虫灯里面的虫取出拿去喂鸭；

2）在稻田进水口安装阻隔网，防止福寿螺进入稻田；耙田后，在田里插入50-80cm高的

竹片或木条，每亩40-60根，引诱福寿螺在竹片或木条上集中产卵，每3-7天摘除一次卵块拿

去喂鸭；

3）耙田后，在稻田里放养出壳30天以上的鸭子，8-12只每亩，插秧的前一天收回；

4）秧苗移栽10天后，在田里放养出壳8-15天的雏鸭，18-22只每亩，在水稻破口期喷药

前收回鸭子，成熟收割后再次放鸭；

5）在水稻破口期和齐穗期分别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

6）水稻移栽至返青分蘖初期深水灌溉，水深4-6cm，返青后降低至2-3cm，有效分蘖结束

后，立刻排水晒田，6-10天，晒田后实行干湿间歇灌溉，一个轮回12-16天；谷粒灌浆结束后，

排干田间积水；

7)每年采收水稻后种植冬季绿肥进行土壤培肥，实行豆科绿肥与水稻轮作，每年翻埋

绿肥2000-3000㎏/亩，秸秆粉碎还田培肥；

（5）采收：待水稻成熟后采收稻谷，收割时留茬高20㎝以上，稻草粉碎后还田，确保每年

水稻秸秆还田200㎏/亩以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稻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农家肥由花生粕、豆粕、稻草

粉末、果蔬废弃物、猪粪、牛粪混合均匀，密封发酵腐熟1-2个月后，再加入5-10%的复合菌剂

混合均匀即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

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是利用羊角拗、钩吻、辣蓼草、大叶桉、樟木叶、若楝叶、了哥王、鱼

藤根、烟草、臭椿叶、乌柏叶、朝天椒、百部根、铁冬青、五色梅、桃树叶等草药制成的；制作方

法：取等份量上述草药混合后加入5-10倍重量份水，在80-100℃回流蒸煮30-90分钟过滤，

即得；用于防治水稻病虫害，防治有效率达72.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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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作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稻所结子实即稻谷，去壳后称大米或米，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我国水稻播

种面占全国粮食作物的1/4，而产量则占一半以上。栽培历史已有14000-18000年。稻谷为重

要粮食作物；除食用颖果外，可制淀粉、酿酒、制醋，米糠可制糖、榨油、提取糠醛，供工业及

医药用；稻秆为良好肥料及造纸原料和编织材料，谷芽和稻根可供药用。世界上近一半人

口，包括几乎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口，都以稻米为食。我国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加上近

几十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提高水稻的亩产量变得极为迫切。现有的水稻种植方法往

往存在产量和品质不能兼顾的缺陷，在追求产量时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使得到的水稻化

肥农药残留多，品质差；而且长期使用化肥、抗生素、化学刹虫剂等，导致土壤不断向腐败

型、净菌型恶化发展。腐败型土壤中含大量镰孢霉腐败菌，养分失衡、物理性差，极易产生病

虫害；净菌型土壤富集抗生素类微生物，虽不易发生病虫害，但土壤透气性差，作物生长不

活跃，产量低。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采用化学技术，水稻会受到污染，且土壤会逐年恶化，

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急需寻找一种既能提高水稻产量和稻谷质量的种植方法，又不使用化

学合成肥料和农药。

[0003] 有机水稻是指水稻栽种过程中，采用可持续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

产体系，使用有机农业的栽种方式生产出来的水稻，产地必须通过国家认证机构有机基地

认证，有机水稻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不采用基因工程生物和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化

肥、农药和生长调节剂等。

[0004] 在有机水稻种植过程中，影响产量和质量较为严重的包括福寿螺和稻瘟。福寿螺

能咬断水稻主蘖及有效分蘖，导致有效穗减少而造成减产达20%以上。除啮食水稻等水生植

物外还传播广州管圆线虫等疾病。现今，对福寿螺的防治是以化学防治为主，辅以人工防

治，选用的化学杀螺剂对水体毒性大，严重污染水质；而且施药量大、成本高、效果差。由于

对福寿螺的生态习性了解不够，防治不力，福寿螺一直除不尽。稻瘟病是水稻重要病害之

一，可引起大幅度减产，严重时减产40%-50%，甚至颗粒无收。长期连阴雨、长期灌深水、大水

串灌、日照不足、时晴时雨、多雾重露、土壤温度低均有利于发病，大面积种植抗病性差水稻

也极易导致大面积发病；偏施/迟施氮肥、栽培过密、粗放管理亦易诱发稻瘟病。如何消除福

寿螺和稻瘟一直是水稻种植有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得到的稻谷

不仅营养丰富、口感好、达到有机农产品的标准，而且产量高、质量好、空壳率低，种植成本

低。

[0006] 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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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地：选择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远离污染严重的水田作为种植基地。

[0007] （2）选种育苗：选择高产抗病的水稻种子，用甲基硫菌灵的500倍稀释液浸种24h，

洗净沥晒升温催芽后播种育秧。

[0008] （3）移栽：插秧前7-15天在水田施入农家肥，亩用量800-1000kg，用农耕机对水田

进行耙耕，耙耕后要保持田里一直有水浸没但不满溢；待秧苗长至高15-20cm时，将秧苗移

栽到田里，株行距为（15-18）cm  *（20-25）cm，每亩抛秧1.5-1.8万苗。

[0009] （4）田间管理：

1）耙耕田后在田里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虫，每盏灯控制25-30亩，每盏灯间距

150-160m，灯高距地面1.1-1.2m，每隔3-5天把杀虫灯里面的虫取出拿去喂鸭；

2）在稻田进水口安装阻隔网，防止福寿螺进入稻田；耙田后，在田里插入50-80cm高的

竹片或木条，每亩40-60根，引诱福寿螺在竹片或木条上集中产卵，每3-7天摘除一次卵块拿

去喂鸭；

3）耙田后，在稻田里放养出壳30天以上的鸭子，8-12只每亩，插秧的前一天收回；

4）秧苗移栽10天后，在田里放养出壳8-15天的雏鸭，18-22只每亩，在水稻破口期喷药

前收回鸭子，成熟收割后再次放鸭；

5）在水稻破口期和齐穗期分别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

6）水稻移栽至返青分蘖初期深水灌溉，水深4-6cm，返青后降低至2-3cm，有效分蘖结束

后，立刻排水晒田，6-10天，晒田后实行干湿间歇灌溉，一个轮回12-16天；谷粒灌浆结束后，

排干田间积水；

7)每年采收水稻后种植冬季绿肥进行土壤培肥，实行豆科绿肥与水稻轮作，每年翻埋

绿肥2000-3000㎏/亩，秸秆粉碎还田培肥。

[0010] （5）采收：待水稻成熟后采收稻谷，收割时留茬高20㎝以上，稻草粉碎后还田，确保

每年水稻秸秆还田200㎏/亩以上。

[0011] 所述农家肥由花生粕、豆粕、稻草粉末、果蔬废弃物、猪粪、牛粪混合均匀，密封发

酵腐熟1-2个月后，再加入5-10%的复合菌剂混合均匀即得。

[0012] 所述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是利用羊角拗、钩吻、辣蓼

草、大叶桉、樟木叶、若楝叶、了哥王、鱼藤根、烟草、臭椿叶、乌柏叶、朝天椒、百部根、铁冬

青、五色梅、桃树叶等草药制成的。制作方法：取等份量上述草药混合后加入5-10倍重量份

水，在80-100℃回流蒸煮30-90分钟过滤，即得。用于防治水稻病虫害，防治有效率达72.1-

89.4%。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采用稻鸭共生的方法种植水稻，鸭子不仅能吃掉田里的害虫和福寿螺、除去田

里的杂草；鸭子每天在田里活动还能增强了田间空气通透性，鸭子的粪便给秧苗提供肥料，

提高了水稻品质，增加了经济效益。该模式使鸭子、水田、水稻形成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

网结构和动物循环再生利用体系，既有效控制了害虫、杂草，减轻纹枯病、稻飞虱等发生的

危害，又为鸭子提供了天然的食料，同时还增加了收入，一举多得。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得到

的稻谷不仅营养丰富、口感好、达到有机农产品的标准，而且产量高、质量好、空壳率低，种

植成本低；鸭子成长速度快，长大后的鸭子宰杀时鸭肉细嫩、味道鲜美。

[0014] 本发明在水稻田里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通过光电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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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夜间自动开启、白天自动关闭电源，通过时控装置可以按设定时间启闭；通过雨控装置，

下雨时自动关闭。采用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虫，可以诱导一些趋光性的害虫，对害虫的天

敌又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和鸭子共同作用，可以消除田里90%以上的害虫和虫卵，很好地预

防虫害的发生。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利用太阳能发电发光，不用接拉电线，在野外亦可使

用，而且比较安全。本发明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可以有效预防

稻瘟，而且高效安全；所用生物农药是用多种草药熬制而成，药性强、原料来源广、制备方法

简单，喷施后对其他有益生物无毒副作用，符合有机作物种植需要。

[0015] 本发明还采取了一些防治福寿螺的方法，比如安装阻隔网、扦插竹片或木条引诱

福寿螺集中产卵后销毁、放鸭吃食福寿螺及其产生的卵泡，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

福寿螺，避免福寿螺咬断水稻主蘖及有效分蘖导致有效穗减少、传播线虫等危害。

[0016] 稻谷在收割时会有一些稻粒遗落在田里，田里的害虫因为没有稻草附着和阻挡在

田面上飞，如果不及时清除，它们会产卵附着在杂草或稻草根部。本发明在收割稻谷后再次

放鸭，鸭子既可以吃掉遗落的稻粒，还能捕捉害虫，减少稻田里的害虫，同时抑制田里杂草

的繁育。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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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实施例1

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在广西横县横州镇朝阳大垌选择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远离污染严重的水田

作为种植基地。

[0019] （2）选种育苗：选择高产抗病、抗倒伏的广西巴马细长黑糯米新品种的种子，用甲

基硫菌灵的500倍稀释液浸种24h，洗净沥晒升温催芽后播种育秧。

[0020] 巴马黑糯米也叫墨米，是巴马县高寒山区的珍稀稻种，已有几百多年的种植史，为

粮中之珍品。富含氨基酸达18种，其中8种是人体所不可缺少的，尤以苏氨酸、赖氨酸含量最

高，粗蛋白、粗脂肪、硫胺素、核黄素及矿物营养元素均高于其它稻种。墨米还含有脂肪、钙、

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黑米所含锰、锌  、铜等无机盐大都比大米高1-3倍；更含有大米所缺

乏的维生素C、叶绿素、花青素、胡萝卜素及强心甙等特殊成分，因而黑米比普通大米更具营

养。用此米做饭，味道香甜，甜而不腻，柔软可口，具有滋阴补脾、健脾温肝、益气补血、生津

明目、壮筋健骨、利便止泻之功效。当地中医常用墨米治疗跌打损伤、风湿痹症、早期白发以

及神经衰弱等病症，故有“药米”、“神米”之美称。

[0021] （3）移栽：插秧前11天在水田施入农家肥，亩用量900kg，用农耕机对水田进行耙

耕，耙耕后要保持田里一直有水浸没但不满溢；待秧苗长至高15-20cm时，将秧苗移栽到田

里，株行距为（15-18）cm  *（20-25）cm，每亩抛秧1.5-1.8万苗。

[0022] （4）田间管理：

1）耕田后在田里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虫，每盏灯控制25亩，每盏灯间距155m，灯

高距地面1.2m，每隔4天把杀虫灯里面的虫取出拿去喂鸭；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通过光电控

制，夜间自动开启、白天自动关闭电源，通过时控装置可以按设定时间启闭；通过雨控装置，

设置下雨时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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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稻田进水口安装阻隔网，防止福寿螺进入稻田；耙田后，在田里插入65cm高的竹片

或木条，每亩50根，引诱福寿螺在竹片或木条上集中产卵，每5天摘除一次卵块拿去喂鸭；

3）耙田后，在稻田里放养出壳30天以上的鸭子，10只每亩，插秧的前一天收回；

4）秧苗移栽10天后，在田里放养出壳12天的雏鸭，20只每亩，在水稻破口期喷药前收回

鸭子，成熟收割后再次放鸭；

5）在水稻破口期和齐穗期分别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

6）水稻移栽至返青分蘖初期深水灌溉，水深4-6cm，返青后降低至2-3cm，有效分蘖结束

后，立刻排水晒田，8天，晒田后实行干湿间歇灌溉，以根保叶，养根保蘖，一个轮回14天；谷

粒灌浆结束后，排干田间积水；

7)每年采收水稻后种植冬季绿肥进行土壤培肥，实行豆科绿肥与水稻轮作，每年翻埋

绿肥2500㎏/亩，秸秆粉碎还田培肥。

[0023] （5）采收：待水稻成熟后采收稻谷，收割时留茬高20㎝以上，稻草粉碎后还田，确保

每年水稻秸秆还田200㎏/亩以上。

[0024] 所述农家肥由花生粕、豆粕、稻草粉末、果蔬废弃物、猪粪、牛粪混合均匀，密封发

酵腐熟2个月后，再加入8%的复合菌剂混合均匀即得。

[0025] 所述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是利用羊角拗、钩吻、辣蓼

草、大叶桉、樟木叶、若楝叶、了哥王、鱼藤根、烟草、臭椿叶、乌柏叶、朝天椒、百部根、铁冬

青、五色梅、桃树叶等草药制成的。制作方法：取等份量上述草药混合后加入8倍重量份水，

在90℃回流蒸煮60分钟过滤，即得。用于防治水稻病虫害，防治效果达72.1-89.4%。

[0026] 实施例2

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在广西横县横州镇朝阳大垌选择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远离污染严重的水田

作为种植基地。

[0027] （2）选种育苗：选择高产抗病、抗倒伏的红香米的种子，用甲基硫菌灵的500倍稀释

液浸种24h，洗净沥晒升温催芽后播种育秧。

[0028] （3）移栽：插秧前7天在水田施入农家肥，亩用量800kg，用农耕机对水田进行耙耕，

耙耕后要保持田里一直有水浸没但不满溢；待秧苗长至高15-20cm时，将秧苗移栽到田里，

株行距为（15-18）cm  *（20-25）cm，每亩抛秧1.5-1.8万苗。

[0029] （4）田间管理：

1）耕田后在田里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虫，每盏灯控制30亩，每盏灯间距160m，灯

高距地面1.1m，每隔3天把杀虫灯里面的虫取出拿去喂鸭；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通过光电控

制，夜间自动开启、白天自动关闭电源，通过时控装置可以按设定时间启闭；通过雨控装置，

设置下雨时自动关闭；

2）在稻田进水口安装阻隔网，防止福寿螺进入稻田；耙田后，在田里插入50cm高的竹片

或木条，每亩60根，引诱福寿螺在竹片或木条上集中产卵，每3天摘除一次卵块拿去喂鸭；

3）耙田后，在稻田里放养出壳30天以上的鸭子，8只每亩，插秧的前一天收回；

4）秧苗移栽10天后，在田里放养出壳8天的雏鸭，22只每亩，在水稻破口期喷药前收回

鸭子，成熟收割后再次放鸭；

5）在水稻破口期和齐穗期分别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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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稻移栽至返青分蘖初期深水灌溉，水深4-6cm，返青后降低至2-3cm，有效分蘖结束

后，立刻排水晒田，6天，晒田后实行干湿间歇灌溉，以根保叶，养根保蘖，一个轮回12天；谷

粒灌浆结束后，排干田间积水；

7)每年采收水稻后种植冬季绿肥进行土壤培肥，实行豆科绿肥与水稻轮作，每年翻埋

绿肥3000㎏/亩，秸秆粉碎还田培肥。

[0030] （5）采收：待水稻成熟后采收稻谷，收割时留茬高20㎝以上，稻草粉碎后还田，确保

每年水稻秸秆还田200㎏/亩以上。

[0031] 所述农家肥由花生粕、豆粕、稻草粉末、果蔬废弃物、猪粪、牛粪混合均匀，密封发

酵腐熟2个月后，再加入10%的复合菌剂混合均匀即得。

[0032] 所述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是利用羊角拗、钩吻、辣蓼

草、大叶桉、樟木叶、若楝叶、了哥王、鱼藤根、烟草、臭椿叶、乌柏叶、朝天椒、百部根、铁冬

青、五色梅、桃树叶等草药制成的，制作方法：取等份量上述草药混合后加入10倍重量份水，

在80℃回流蒸煮90分钟过滤，即得；用于防治水稻病虫害，防治效果达72.1-89.4%。

[0033] 实施例3

一种有机水稻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地：在广西横县横州镇朝阳大垌选择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远离污染严重的水田

作为种植基地。

[0034] （2）选种育苗：选择增科新选丝苗1号的种子，用甲基硫菌灵的500倍稀释液浸种

24h，洗净沥晒升温催芽后播种育秧。

[0035] （3）移栽：插秧前15天在水田施入农家肥，亩用量1000kg，用农耕机对水田进行耙

耕，耙耕后要保持田里一直有水浸没但不满溢；待秧苗长至高15-20cm时，将秧苗移栽到田

里，株行距为（15-18）cm  *（20-25）cm，每亩抛秧1.5-1.8万苗。

[0036] （4）田间管理：

1）耕田后在田里安装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虫，每盏灯控制25亩，每盏灯间距150m，灯

高距地面1.2m，每隔5天把杀虫灯里面的虫取出拿去喂鸭；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通过光电控

制，夜间自动开启、白天自动关闭电源，通过时控装置可以按设定时间启闭；通过雨控装置，

设置下雨时自动关闭；

2）在稻田进水口安装阻隔网，防止福寿螺进入稻田；耙田后，在田里插入80cm高的竹片

或木条，每亩40根，引诱福寿螺在竹片或木条上集中产卵，每7天摘除一次卵块拿去喂鸭；

3）耙田后，在稻田里放养出壳30天以上的鸭子，12只每亩，插秧的前一天收回；

4）秧苗移栽10天后，在田里放养出壳15天的雏鸭，18只每亩，在水稻破口期喷药前收回

鸭子，成熟收割后再次放鸭；

5）在水稻破口期和齐穗期分别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

6）水稻移栽至返青分蘖初期深水灌溉，水深4-6cm，返青后降低至2-3cm，有效分蘖结束

后，立刻排水晒田，10天，晒田后实行干湿间歇灌溉，以根保叶，养根保蘖，一个轮回16天；谷

粒灌浆结束后，排干田间积水；

7)每年采收水稻后种植冬季绿肥进行土壤培肥，实行豆科绿肥与水稻轮作，每年翻埋

绿肥2000㎏/亩，秸秆粉碎还田培肥。

[0037] （5）采收：待水稻成熟后采收稻谷，收割时留茬高20㎝以上，稻草粉碎后还田，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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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水稻秸秆还田200㎏/亩以上。

[0038] 所述农家肥由花生粕、豆粕、稻草粉末、果蔬废弃物、猪粪、牛粪混合均匀，密封发

酵腐熟1个月后，再加入5%的复合菌剂混合均匀即得。

[0039] 所述使用无人植保机对水稻喷施防治稻瘟的生物农药是利用羊角拗、钩吻、辣蓼

草、大叶桉、樟木叶、若楝叶、了哥王、鱼藤根、烟草、臭椿叶、乌柏叶、朝天椒、百部根、铁冬

青、五色梅、桃树叶等草药制成的，制作方法：取等份量上述草药混合后加入5倍重量份水，

在100℃回流蒸煮30分钟过滤，即得；用于防治水稻病虫害，防治效果达72.1-89.4%。

[0040] 本申请人于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份应用实施例1的方法种植了50亩水稻。试验

结果表明，采用稻-灯-鸭生态模式种植水稻，鸭能吞食水稻害虫和福寿螺，取食稻田杂草，

可减少化学防治2-4次，每亩节约农药开支100-200元；害虫和杂草作为鸭子饲料，鸭子的排

泄物是水稻的优质有机肥，可减少饲料和肥料的投入；每亩增产稻谷约20公斤；每亩综合增

收约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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