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360012.8

(22)申请日 2019.04.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0246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7.19

(73)专利权人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地址 274000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城东北

官花园

(72)发明人 曲杰　高建强　程亮　吴丽青　

贾振东　

(51)Int.Cl.

A01G 22/40(2018.01)

A01G 13/02(2006.01)

A01G 25/02(2006.01)

A01C 21/00(2006.01)

A01B 79/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818141 A,2017.06.13

CN 206333135 U,2017.07.18

CN 205546798 U,2016.09.07

CN 208144070 U,2018.11.27

CN 102144524 A,2011.08.10

US 4119272 A,1978.10.10

牛翠彪.夏播花生高产栽培技术.《种业导

刊》.2015,(第12期),

审查员 石杨梦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

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浅耕灭茬；(2)秸秆

条带分布；(3)机械旋耕；(4)起垄覆膜种植；(5)

利用移动式滴灌装置定期滴灌。本发明取得的有

益效果是：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是：(1)采用本

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在花生

生长的过程中，秸秆带能持续不断的增加土壤有

机质，保持花生生产效率，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

利用水平；(2)通过移动式滴灌装置，无需铺设专

门的滴管，即可对种植花生的农田进行滴灌，操

作起来非常方便，且投资少，产出投入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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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1)浅耕灭茬：小麦收获后，进行浅耕灭茬，进一步粉碎秸秆、疏松表层土，旋出麦秸根；

2)秸秆条带分布：利用反向起垄装置，将联合收获机收获后秸秆推成条带状分布，具体

要求为秸秆带(34)50cm，无秸秆带100cm；

3)机械旋耕：旋耕前，秸秆带亩补施尿素30‑40公斤，同时增施土壤活性菌；无秸秆带亩

施干鸡粪400‑500公斤，复合肥50公斤，土壤结构调理剂50公斤，地下杀虫剂，旋耕2遍；

4)起垄覆膜种植：采用宽垄种植模式，起垄要求：顺覆秸秆带(34)起垄，垄33的横截面

为梯形，将秸秆盖在垄底，要求垄面宽40‑45cm，垄底宽80‑90cm，垄高10‑15cm，垄(33)与垄

(33)之间的中心线的间距为150‑180cm，一垄双行，双粒点播，地膜覆盖；

5)定期滴灌：采用移动式滴灌装置进行滴灌，滴灌分三次进行，即播种后滴灌一次，出

苗后20天、40天各滴灌一次；第一次滴灌的用水量为5‑10m3/亩，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滴灌用

水量为10‑15m3/亩；

所述移动式滴灌装置包括：

底板(25)；

两个前轮(24)，设于底板(25)的前部；

两个后轮(28)，设于底板(25)的后部；

卷筒支架(26)，固定于底板(25)上；

卷筒轴(31)，架设于卷筒支架(26)上；

卷筒(11)，固定于卷筒轴(31)上；

固定于底板(25)上的电机(17)，所述电机(17)上设有减速器(22)，所述减速器(22)上

设有一根主轴(23)，所述主轴(23)上固定有一个第一同步带轮(16)，所述卷筒轴(31)上固

定有一个第二同步带轮(12)，所述第一同步带轮(16)和第二同步带轮(12)之间连接有一条

同步带(13)；

导向支架(29)，固定于卷筒支架(26)后方的底板(25)上；

导向轴(30)，架设于导向支架(29)上；

导向辊筒(8)，固定于导向轴(30)上；

两根检测杆(14)，固定于导向辊筒(8)与卷筒(11)之间的底板(25)上，两根检测杆(14)

上分别固定有一个常开接近开关(10)和一个常闭接近开关(9)，常开接近开关(10)位于常

闭接近开关(9)的上方，所述常开接近开关(10)包括常开发射器和常开接收器，所述常闭接

近开关(9)包括常闭发射器和常闭接收器，所述常开发射器和常开接收器相匹配，所述常闭

发射器与常闭接收器相匹配；

锂电池(27)，固定于底板(25)上，用于给电机(17)提供电能；

固定于底板(25)前端的滴灌架(18)，所述滴灌架(18)上固定一根滴灌管(19)，所述滴

灌管(19)与底板(25)的长度方向相垂直，所述滴灌管(19)上均布有若干个滴灌头(20)；

水管(3)，缠绕于卷筒(11)上，所述水管(3)的前端与滴灌管(19)相连通，所述水管(3)

的后端绕过导向辊筒(8)后与水源(1)相连通，所述卷筒(11)与导向辊筒(8)之间的水管(3)

置于常开接近开关(10)和一个常闭接开关(9)之间；

加压泵(2)，设于靠近水源(1)的水管(3)上，用以增大水压；

以及用于控制电机(17)运行的正转按钮(5)、反转按钮(6)和开关按钮(32)，所述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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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开关(10)与常闭接近开关(9)并联后与开关按钮(32)相串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25)

的后端固定有推杆(7)，所述推杆(7)上固定有推把(4)，所述正转按钮(5)、反转按钮(6)和

开关按钮(32)均设置于推杆(7)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筒(11)

与滴灌管(19)之间的水管(3)上设有一个开关阀门(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灌架

(18)上固定有一根加强杆(21)，所述加强杆(21)倾斜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两个前轮(24)

之间的间距以及两个后轮(28)之间的间距相等，均为150‑18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肥为

18‑18‑18型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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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夏花生秸秆高效利用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花生复种指数的提高，导致了土壤得不到较好的休整、

微量元素缺乏、土壤病虫害加重等问题。秸秆还田是一种应对环境污染、土壤有机质降低，

土壤再生产能力降低的重要措施。目前秸秆还田技术不高，还田秸秆当季利用率差、与苗竞

争营养现象严重、加重土壤病虫害等问题。

[0003] 另外，在花生种植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用水的使用效率，一般都会铺设滴管，

通过滴灌的方式在花生的生长过程中，对花生进行补水，但是，由于滴管的铺设需要消耗大

量的人力物力，产出与投入比较低，无法完全满足花生种植的需求。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既能保障夏

花生的生产效率，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又可以充分还田秸秆，增加土壤有机质，保持花生生

产效率，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保障夏花生

的生产效率，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0006] 另外，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采用移动式滴灌装置对种植花

生的农田进行滴灌。因此大大降低了种植花生的成本，同时，还可以提高农业用水的使用效

率。

[0007] 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0008] 第一步，浅耕灭茬：小麦收获后，进行浅耕灭茬，进一步粉碎秸秆、疏松表层土，旋

出麦秸根；

[0009] 第二步，秸秆条带分布：利用反向起垄装置，将联合收获机收获后秸秆推成条带状

分布，具体要求为秸秆带约50cm，无秸秆带约100cm；

[0010] 第三步，机械旋耕：旋耕前，秸秆带亩补施尿素30‑40公斤，同时增施土壤活性菌；

无秸秆带亩施干鸡粪400‑500公斤，复合肥50公斤，土壤结构调理剂50公斤，地下杀虫剂，旋

耕2遍；

[0011] 第四步，起垄覆膜种植：采用宽垄种植模式，起垄要求：顺覆秸秆带起垄，垄的横截

面为梯形，将秸秆盖在垄底，要求垄面宽40‑45cm，垄底宽80‑90cm，垄高10‑15cm，垄与垄之

间的中心线的间距为150‑180cm，一垄双行，双粒点播，地膜覆盖；

[0012] 第五步，定期滴灌：采用移动式滴灌装置进行滴灌，滴灌分三次进行，即播种后滴

灌一次，出苗后20天、40天各滴灌一次；第一次滴灌的用水量为5‑10m3/亩，第二次和第三次

的滴灌用水量为10‑15m3/亩。

[0013] 进一步，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所述复合肥为18‑18‑18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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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0014] 进一步，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所述移动式滴灌装置包括：

[0015] 底板；

[0016] 两个前轮，设于底板的前部；

[0017] 两个后轮，设于底板的后部；

[0018] 卷筒支架，固定于底板上；

[0019] 卷筒轴，架设于卷筒支架上；

[0020] 卷筒，固定于卷筒轴上；

[0021] 固定于底板上的电机，所述电机上设有减速器，所述减速器上设有一根主轴，所述

主轴，所述主轴上固定有一个第一同步带轮，所述卷筒轴上固定有一个第二同步带轮，所述

第一同步带轮和第二同步带轮之间连接有一条同步带；

[0022] 导向支架，固定于卷筒支架后方的底板上；

[0023] 导向轴，架设于导向支架上；

[0024] 导向辊筒，固定于导向轴上；

[0025] 两根检测杆，固定于导向辊筒与卷筒之间的底板上，两根检测杆上分别固定有一

个常开接近开关和一个常闭接近开关，常开接近开关位于常闭接近开关的上方，所述常开

接近开关包括常开发射器和常开接收器，所述常闭接近开关包括常闭发射器和常闭接收

器，所述常开发射器和常开接收器相匹配，所述常闭发射器与常闭接收器相匹配；

[0026] 锂电池，固定于底板上，用于给电机提供电能；

[0027] 固定于底板前端的滴灌架，所述滴灌架上固定一根滴灌管，所述滴灌管与底板的

长度方向相垂直，所述滴灌管上均布有若干个滴灌头；

[0028] 水管，缠绕于卷筒上，所述水管的前端与滴灌管相连通，所述水管的后端绕过导向

辊筒后与水源相连通，所述卷筒与导向辊筒之间的水管置于常开接近开关和一个常闭接开

关之间；

[0029] 加压泵，设于靠近水源的水管上，用以增大水压；

[0030] 以及用于控制电机运行的正转按钮、反转按钮和开关按钮，所述常开接近开关与

常闭接近开关并联后与开关按钮相串联。

[0031] 进一步，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所述底板的后端固定有推杆，

所述推杆上固定有推把，所述正转按钮、反转按钮和开关按钮均设置于推杆上。

[0032] 进一步，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所述卷筒与滴灌管之间的水

管上设有一个开关阀门。

[0033] 进一步，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两个前轮之间的间距以及两

个后轮之间的间距相等，均为150‑180cm。

[0034] 进一步，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所述滴灌架上固定有一根加

强杆，所述加强杆倾斜设置。

[0035]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是：(1)采用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在

花生生长的过程中，秸秆带能持续不断的增加土壤有机质，保持花生生产效率，提高农业资

源的综合利用水平；(2)通过移动式滴灌装置，无需铺设专门的滴管，即可对种植花生的农

田进行滴灌，操作起来非常方便，且投资少，产出投入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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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38] 图3是垄和秸秆带的种植结构示意图。

[0039] 图中：1、水源，2、加压泵，3、水管，4、推把，5、正转按钮，6、反转按钮，7、推杆，8、导

向辊筒，9、常闭接近开关，10、常开接近开关，11、卷筒，12、第二同步带轮，13、同步带，14、检

测杆，15、开关阀门，16、第一同步带轮，17、电机，18、滴灌架，19、滴灌管，20、滴灌头，21、加

强杆，22、减速器，23、主轴，24、前轮，25、底板，26、卷筒支架，27、锂电池，28、后轮，29、导向

支架，30、导向轴，31、卷筒轴，32、开关按钮，33、垄，34、秸秆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实施例1

[0041] 在山东省菏泽市选取2亩花生田，分为两份，每份1亩，分别表示为1号田和2号田，

其中1号田采用本发明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即：

[0042] 第一步，浅耕灭茬：小麦收获后，进行浅耕灭茬，进一步粉碎秸秆、疏松表层土，旋

出麦秸根；

[0043] 第二步，秸秆条带分布：利用反向起垄装置，将联合收获机收获后秸秆推成条带状

分布，具体要求为秸秆带34约50cm，无秸秆带约100cm；

[0044] 第三步，机械旋耕：旋耕前，秸秆带亩补施尿素30‑40公斤，同时增施土壤活性菌；

无秸秆带亩施干鸡粪400‑500公斤，复合肥50公斤，土壤结构调理剂50公斤，地下杀虫剂，旋

耕2遍；

[0045] 第四步，起垄覆膜种植：采用宽垄种植模式，如图3所示，起垄要求：顺覆秸秆带起

垄，垄33的横截面为梯形，将秸秆盖在垄底，要求垄面宽40‑45cm，垄底宽80‑90cm，垄高10‑

15cm，垄33与垄33之间的中心线的间距为150‑180cm，一垄双行，双粒点播，地膜覆盖；

[0046] 第五步，定期滴灌：采用移动式滴灌装置进行滴灌，滴灌分三次进行，即播种后滴

灌一次，出苗后20天、40天各滴灌一次；第一次滴灌的用水量为5‑10m3/亩，第二次和第三次

的滴灌用水量为10‑15m3/亩。

[0047] 本实施例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复合肥为18‑18‑18型复合肥。

[0048]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移动式滴灌装置

包括底板25，底板25是整个装置的主体构件，其它构件直接或间接的设于底板25上。

[0049] 底板25的前部设有两个前轮24，后部设有两个后轮28，通过前轮24和后轮28的转

动，可以驱动整个装置前行或后移。

[0050] 底板25上固定有卷筒支架26，卷筒支架26上设有卷筒轴31，卷筒轴31上固定有一

个卷筒11，本实施例中，卷筒11是水管3卷放的载体。

[0051] 底板25上还固定有一个电机17，电机17上设有减速器22，减速器22上设有主轴23，

主轴23上固定有一个第一同步带轮16，卷筒轴31上固定有一个第二同步带轮12，第一同步

带轮16和第二同步带轮12之间连接有一条同步带13。

[0052] 启动电机17，经过减速器22减速后，主轴23就会不断的转动，主轴23在转动的同

时，还会带动第一同步带轮16转动，第一同步带轮16经过同步带13传动之后，又会带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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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带轮12、卷筒轴31和卷筒11转动，而卷筒11在转动的同时，若卷筒11正转，则会对水管3

进行收卷，若卷筒11反转，则会对水管3进行放卷。

[0053] 卷筒支架26后方的底板25上固定有导向支架29，导向支架29上架设有一根导向轴

30，导向轴30上固定有导向辊筒8，当水管3进行收卷或放卷的时候，导向辊筒8能对水管3进

行导向，避免水管3发生方向偏移。

[0054] 导向辊筒8与卷筒11之间的底板25上固定有两根检测杆14，两根检测杆14上分别

固定有一个常开接近开关10和一个常闭接近开关9，常开接近开关10位于常闭接近开关9的

上方，常开接近开关10包括常开发射器和常开接收器，常闭接近开关9包括常闭发射器和常

闭接收器，常开发射器和常开接收器相匹配，常闭发射器与常闭接收器相匹配。

[0055] 为了对电机17进行控制，本实施例的滴灌车，还设有控制电机17运行的正转按钮

5、反转按钮6和开关按钮32，所述常开接近开关10与常闭接近开关9并联后与开关按钮32相

串联。

[0056] 卷筒11上缠绕有水管3，水管3的前端与滴灌管19相连通，水管3的后端绕过导向辊

筒8后与水源1相连通，卷筒11与导向辊筒8之间的水管3置于常开接近开关10和一个常闭接

开关9之间。

[0057] 将常开接近开关10与常闭接近开关9并联后与开关按钮32相串联，当卷筒11在对

水管3收卷或放卷的时候，若常开接近开关10和常闭接近开关9处的水管3处于二者之间，则

电机17处于关闭状态，当水管3的位置下垂至常开接近开关10的常开发射器和和常开接受

器之间的时候，电机17就会被启动，此时若为收卷状态，则电机17正转，对水管3进行收卷，

若处于放卷状态，则电机17反转，对水管3进行放卷，之后，该处的水管3又会被重新拉紧，并

置于常开接近开关10和常闭接近开关9之间。

[0058] 放卷或收卷的过程中，若水管3置于常闭接近开关9的常闭发射器和常闭接受器之

间，则电机17会立即被关闭。

[0059] 因此，通过常开接近开关10和常闭接近开关9的共同作用，能使检测杆14处的水管

3始终处于常开接近开关10和常闭接近开关之间，进而确保水管3在收卷或放卷的过程中，

始终处于顺畅的状态。

[0060] 底板25上还固定有锂电池27，锂电池27的主要作用是为电机17提供电能，当锂电

池27的电能耗尽后，可以用充电器对其进行充电，从而实现锂电池27的反复利用。

[0061] 底板25的前端固定有滴灌架18，滴灌架18上固定一根滴灌管19，滴灌管19与底板

25的长度方向相垂直，滴灌管19上均布有若干个滴灌头20，为了增大水管3和滴灌管19中的

水压，实现滴灌功能，在靠近水源1的水管上，设有一个加压泵2，加压泵2固定于水源1附近，

并不随移动式滴灌装置的移动而移动。

[0062] 当需要滴灌的时候，农业生产人员驱动整个移动式滴灌装置在农田中行进，如果

行进的过程中，移动式滴灌装置离水源越来越远，则按下开关按钮32和反转按钮6，由电机

17驱动卷筒11对水管3进行放卷，若移动式滴灌装置离水源越来越近，则按下开关按钮32和

正转按钮5，由电机17驱动卷筒11对水管3进行收卷，这样一来，滴灌装置在农田中行进的过

程中，通过卷筒11的收卷或放卷，均能通过水管3和加压泵2不断的将水源1处的水压入到滴

灌管19中，并最终通过滴灌头20对农田进行滴灌，与现有的在农田中铺设滴灌管网的方式

相比，投资少，且能提高农业用水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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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本实施例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底板25的后端固定有推杆7，所述推

杆7上固定有推把4，所述正转按钮5、反转按钮6和开关按钮32均设置于推杆7上，因而便于

对电机17进行控制。

[0064] 本实施例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卷筒11与滴灌管19之间的水管3上

设有一个开关阀门15，因而便于打开或关闭滴灌头20。

[0065] 本实施例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滴灌架18上固定有一根加强杆21，

加强杆21倾斜设置，因而能提高滴灌架18的刚度。

[0066] 本实施例的高效利用秸秆的夏花生种植方法，两个前轮24之间的间距以及两个后

轮28之间的间距相等，均为150‑180cm。

[0067] 2号田采用常规种植方法。

[0068] 对1号田和2号田的花生的多项指标进行测算，详情参见表1和表2。

[0069] 表1综合调查结果

[0070]

[0071] 表2实收测产结果

[0072]

[0073] 参照表1和表2，采用本发明方法种植的花生，株高增加5 .58％，侧枝长增加

3.14％，单株果数提高10 .9％，叶斑病发病率降低43 .84％，，亩增收53 .5公斤，增产率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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