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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

全高效环保施肥方法，具体内容包括：⑴基肥仅

施复合肥，禁施尿素；⑵苗肥仅施尿素且无水层

追施；⑶穗粒肥重施且氮磷钾肥配合。本发明是

针对本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播期过晚、生长期前

后两端水源不足、土壤基础地力较差且渗漏性

强、酷暑高温期间稻株尚小等客观限制条件以及

现有施肥技术存在的氮素利用率低污染环境、经

常出现高温肥害、抽穗推迟、贪青倒伏、青秕粒增

多等弊端，提供了一套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

环保利用氮肥的施肥方法，一是加强水肥综合管

理主攻氮素养分供需在时间、空间上高度耦合，

二是优化肥料运筹主攻“抽穗早、谷粒饱”，进而

实现增产增效、节氮减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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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环保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适用于淤土或沙潮

土或两合土，包括以下步骤：

(1)  基肥仅施复合肥，禁施尿素：每亩底施45％的15-15-15的复合肥20kg；

小麦收获让茬后立即抢时施肥、旋耕埋秸整地、播种，有灌溉条件的在播后2天内窨灌

齐苗水；无灌溉条件则随耕随播，播后及时开展强力镇压，以镇压后人行不陷脚为准；

(2)  苗肥仅施尿素且无水层追施：在4叶1心至5叶1心期，根据群体大小、稻苗壮弱酌情

追施尿素10~15kg/亩，群体大、苗健壮的取低值，群体小或苗瘦弱的则取高值；旱种旱管的

苗肥在降雨前施入，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苗肥则仅在表土湿润情况下施入，并且在第2天上

午灌上7.0cm以上厚度的水层，并在其后第3~5天仅保持表土湿润；

(3)  穗粒肥重施且氮磷钾肥配合：在倒2叶期，即通过剥查见到主茎基部节间伸长

1.0cm以上时，根据群体叶色酌情每亩追施45％的15-15-15的复合肥15kg和0~2.5kg尿素；

在出穗前每亩再追施2  kg氯化钾和5  kg尿素；旱种旱管的穗粒肥在降雨前施入，新老稻田

旱种水管的穗粒肥施入后则要保持5.0cm以上厚度水层5-7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环保施肥方法，其特征在

于：

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基本苗为12~15万/亩，灌齐苗水的播种量需5~6  kg/亩，不灌齐苗

水的播种量需6~8  kg/亩；旱种旱管的基本苗为15~20万/亩，播种量一般需7.5~10  kg/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环保施肥方法，其特征在

于：

遭遇35℃以上酷暑高温天气期间，旱种旱管的水稻暂不施肥，延后追肥，新老稻田旱种

水管的水稻则杜绝在有水层的情况下追肥，必须在表土湿润情况下施入，并且在第2天上午

灌7.0cm以上厚度的水层，苗肥随后第3-5天仅保持表土湿润，穗粒肥随后5-7天则保持

5.0cm以上厚度的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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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环保施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耕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环保

施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苏北地区年平均温度14.0~14.4℃，无霜期220天，常年0℃以上的太阳辐射量415~
425  kJ/cm2、日照时数1880~2110h、活动积温4600~4700℃；降雨量850~985  mm但分布极不

均匀，主要集中在夏汛期，夏至之前、白露之后降雨量显著减少，故有“夏至水门开、八月地

漏生”之俗语；苏北平原地区海拔高度仅1.5~13m，耕地土壤以潮土、砂姜黑土为主，基础地

力较差且渗漏性强。

[0003] 二OOO年以前，苏北地区水稻在秋粮面积中占比仅55~59%，因为本地区水稻生长期

的前后两端用水常年紧张、加上因土壤渗漏性强导致泡田移栽用水量巨大，高台田、水尾田

经常出现“前期无法及时移栽、后期受旱青枯”现象。本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绝大多数是新

老稻田的旱种水管，还有少量是低洼旱田的旱种旱管。与传统移栽稻（旱育大苗手栽稻）相

比，麦后旱直播粳稻利弊各半，有利的是省工省力、节水显著，其弊端是齐穗期推迟5~15天、

产量下降2.5~20%、基苗肥的氮素利用率下降20~50%。但与其它秋收作物相比，特别是在低

洼旱田，麦后旱直播粳稻的综合竞争优势显著，不仅抗夏涝保收成的能力最强，而且机械化

程度最高、劳动强度最低。二OOO年以后，随着农村青壮劳力大量奔向城市、务农劳力日益紧

缺，麦后旱直播粳稻迅速扩张并且屡禁不止、居高不下，不仅完全取代了本地区的棉花和蚕

桑，部分替代了玉米、甘薯、大豆等作物面积，而且在用水末端或务农劳动力极缺的地方替

代了手栽稻、机插稻。在苏北地区的淮安市，近年来麦后直播粳稻面积一直稳居120万亩以

上，并且带动全市水稻总面积从二OOO年以前的330~350万亩上升到近十多年来的432~450

万亩，促使水稻在秋粮面积中占比提升到72~75%。总之，麦后旱直播粳稻，在缓解苏北地区

务农劳动力紧缺的矛盾、改变本地区农业用水紧张的局面、稳定和提高当前水稻总种植面

积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0004] 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现有施肥技术由广大稻农在不断的摸索中总结而来，主

要存在以下弊端：

[0005] （一）氮肥利用率低、总施氮量过大、环境污染重。现有施肥技术施用尿素数量很

大，占总施氮量的75%以上，但极少关注尿素施入稻田以后移动、铵化的过程及其不同施用

法氮肥利用率的差异，普遍忽视了稻田水分管理对尿素的氮素利用率、产生肥效时间的巨

大影响。据发明人的测定结果，无论底施入土壤中还是追施入稻田表面水中，尿素在转化为

铵态氮之前都一直随着水分移动，全部转化为铵态氮所需的时间：20℃时约需4~10天，30℃

时约需1~5天，在表面水和田表转化为铵态氮的尿素氨挥发损失占50~90%。而渗漏到根层以

下尿素的肥效会显著延迟，并且尿素最终停留位置越深则其肥效的延迟天数越多，与停留

在根层的尿素相比产生肥效时间会延迟5~35天。现有施肥技术基苗肥施尿素过多、氮肥运

筹也不合理：（1）前期稻株小、根少根浅，对氮素养分的吸收能力弱、需求量也少，大量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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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要么氨挥发损失掉，要么不停向下渗漏；（2）造成抽穗以前旺长、叶长色绿、群体荫蔽，

进而造成“两虫两病”（稻飞虱、纵卷叶螟、纹枯病和穗颈瘟）发生严重，从而增加了防治次数

和用药量、用药成本；（3）损失的氮素部分进入地下，污染地下水，部分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

湖泊，引起水体富营养化，不合理的氮肥和农药施用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

[0006] （二）酷暑高温期间经常形成高温肥害。苏北地区从6月下旬开始就会出现持续3天

以上的35℃以上高温天气。现有施肥技术的苗肥一般是3~11叶期多次追施，并且都是把尿

素施入稻田表面水中，遇酷暑高温天气时经常出现高温肥害。这其中原因为：（1）稻田蒸发

量极显著增大，加上土壤渗漏性强，追肥后田表水迅速下降为1~2cm厚度的薄水层，造成稻

田土表的温度经常超过40℃甚至超过55℃；（2）尿素迅速转化为铵态氮，造成稻田土表的铵

态氮浓度和总盐度过高；（3）麦后旱直播粳稻这时植株小，根少根浅，对高温和高盐度的耐

受力较弱；（4）氨挥发直接造成叶片伤害。

[0007] （三）常常导致抽穗推迟。同一播期的特定水稻品种主茎总叶片数多少、抽穗早迟

不仅与自身“三性”有关，而且也与生育转换期（即倒4叶期前后）稻株的含氮水平密切有关，

并且这时稻株含氮水平越高则主茎总叶片数越多、抽穗越迟。据我们研究结果，苏北地区麦

后旱直播粳稻在氮肥合理追施的情况下主茎总叶片数≤15.0张、生育转换期发生在第12叶

期；在基肥苗肥总量过多、最后一次苗肥追施过迟的情况下主茎总叶片数＞15.0张、生育转

换发生在第12叶期及第13叶期；在基肥苗肥都不施的极端条件下主茎总叶片数甚至大量出

现14.0张、生育转换发生在第11叶期。现有施肥技术重施基肥苗肥且多次追施，到  8~11叶

期仍大量施肥，从而导致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主茎总叶片数增加0.3张以上、齐穗日期

推迟3天以上，极端情况下主茎总叶片数能增加1.2张、齐穗日期推迟10天以上。

[0008] （四）产量不高。现有施肥技术前期施氮量占总施氮量的90%以上，造成无效分蘖大

量滋生、群体结构变差、后期贪青倒伏、脱力早衰和青秕粒多，最终造成结实率和千粒重低、

产量不高。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现有施肥技术上述诸

弊端以及客观限制条件，提供一种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利用氮肥的环保施肥方法，一

是加强水肥综合管理主攻氮素养分供需在时间、空间上高度耦合，二是优化肥料运筹主攻

“抽穗早、谷粒饱”，进而实现增产增效又节氮减药的效果。这对于稳步提高苏北地区水稻综

合生产能力、减氮减药保护环境、保障江苏粮食总供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010]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1] 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安全高效环保施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  基肥仅施复合肥，禁施尿素：每亩底施45％（15-15-15）复合肥20kg；

[0013] (2)  苗肥仅施尿素且无水层追施：在4叶1心至5叶1心期，根据群体大小、稻苗壮弱

酌情追施尿素10~15kg/亩，群体大、苗健壮的取低值，群体小或苗瘦弱的则取高值；旱种旱

管的苗肥在降雨前施入，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苗肥则仅在表土湿润情况下施入，并且在第2

天上午灌上7.0cm以上厚度的水层，并在其后第3~5天仅保持表土湿润；

[0014] (3)  穗粒肥重施且氮磷钾肥配合：在倒2叶期，即通过剥查见到主茎基部节间伸长

1.0cm以上时，根据群体叶色酌情每亩追施45％（15-15-15）复合肥15kg和0~2.5kg尿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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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穗前每亩再追施2  kg氯化钾和5  kg尿素；旱种旱管的穗粒肥在降雨前施入，新老稻田旱

种水管的穗粒肥施入后则要保持5.0cm以上厚度水层5-7天。

[0015] 本发明进一步方案是，小麦收获让茬后立即抢时施肥、旋耕埋秸整地、播种，有灌

溉条件的在播后2天内窨灌齐苗水；无灌溉条件则随耕随播，播后及时开展强力镇压，以镇

压后人行不陷脚为准。

[0016] 本发明更进一步方案是，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基本苗为12~15万/亩，灌齐苗水的

播种量需5~6  kg/亩，不灌齐苗水的播种量需6~8  kg/亩；旱种旱管的基本苗为15~20万/亩，

播种量一般需7.5~10  kg/亩。

[0017] 本发明更进一步方案是，遭遇35℃以上酷暑高温天气期间，旱种旱管的水稻暂施

肥，延后追肥，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水稻则杜绝在有水层的情况下追肥，必须在表土湿润情

况下施入，并且在第2天上午灌上7.0cm以上厚度的水层，苗肥随后第3-5天仅保持表土湿

润，穗粒肥随后5-7天则保持5.0cm以上厚度的水层。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施肥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明显优点：

[0019] 1、本发明氮肥利用率高，肥料用量少，环境污染小。本发明通过“基肥仅施复合肥

禁施尿素、播后提墒保肥、苗肥仅施尿素且无水层追施、穗粒肥重施且氮磷钾肥配合”等措

施，加强水肥综合管理，不仅提高了底施复合肥的氮素养分的利用效率，有效防止了尿素底

施因大量渗漏而出现的肥效延迟问题，而且有效控减了苗肥尿素因施入田表水中而出现的

大量氨挥发损失，从而使施入的化学氮素养分保留在根层土壤中，确保肥效发挥时间与水

稻生长发育、产量形成的氮素养分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高度耦合，实现在水稻获得550 

kg/亩以上产量的前提下大幅控减氮肥投入量：总施氮量从16.0~22 .0  kg/亩降到13.3~
15.0kg/亩、前期施氮量从16.0~20.0  kg/亩降到7.6~9.9  kg/亩，前期施氮量占比则从90%

以上降到64~68%。

[0020] 2、本发明消除高温肥害。遭遇35℃以上高温天气时，本发明通过“旱种旱管的水稻

暂不施肥，延后追肥，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水稻则杜绝在有水层的情况下追肥，必须在表土

湿润情况下施入，并且在第2天上午灌上7.0cm以上厚度的水层，苗肥随后第3-5天仅保持表

土湿润，穗粒肥随后5-7天则保持5.0cm以上厚度的水层”等措施，一是大幅降低了稻田土表

的温度和总盐度，避免了水稻根系受伤害；二是大幅降低了稻田土表的铵态氮浓度，避免了

大量氨挥发造成叶片直接伤害，从而35℃以上高温下施肥也不产生肥害性僵苗、死苗。穗粒

肥随后5-7天保持5.0cm以上厚度的水层，目的在于少于五天，时间过短，氮肥挥发，利用率

差，长于七天还田秸杆受泡时间长，产生有毒气体影响水稻生产。

[0021] 3、本发明使抽穗期提早。本发明通过“基肥仅施复合肥禁施尿素、苗肥仅施尿素10

~15kg/亩且6叶期前追施结束、倒2叶期及以后才追穗粒肥”，严格控降了生育转换期（11~12

叶期）稻株的含氮水平，进而使主茎总叶数降到15张以下、抽穗时间提早到9月5~10日，与现

有施肥技术相比主茎总叶数一般减少0.3叶以上、齐穗期提早3~10天。

[0022] 4、本发明产量和效益增高。本发明针对苏北地区麦后旱直播粳稻客观限制条件以

及现有施肥技术弊端，通过“基肥仅施复合肥禁用尿素、播后灌水造墒或强力镇压提墒以确

保肥效和齐苗壮苗、苗肥仅施尿素且6叶期前无水层追施”等措施，既能确保适时发挥肥效，

又能确保适时褪劲，不仅精准促进以第3、4蘖位为主的中部分蘖发生与适量成穗，而且又有

效防止了无效分蘖大量滋生、齐穗期延迟，从而优化了群体结构，最终达到“抽穗提早、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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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穗层整齐”；通过“穗粒肥重施且氮磷钾肥配合”措施，全面保证了结实期稻株对氮磷

钾养分的需求，从而增强了结实期稻株根叶的活力，提高了结实期群体的光合积累能力，最

终通过“实粒数增加、谷粒饱满”而达到“增产、节本、增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发明人长期从事苏北地区稻麦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本发明在2011~2017年

累计示范了3万亩以上，典型示范点有：淮阴区稻麦原种场及周边乡镇、淮阴区五里镇、涟水

县大东镇和朱码镇。具体技术方案为：

[0024] 1、小麦收获让茬后立即抢时施肥、旋耕埋秸整地、播种；有灌溉条件的在播后2天

内窨灌齐苗水；无灌溉条件则随耕随播，播后及时开展强力镇压，以镇压后人行不陷脚为

准。

[0025] 2、基肥仅底施45％（15-15-15）复合肥20kg/亩，禁施尿素。

[0026] 3、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基本苗为12~15万/亩，灌齐苗水的播种量需5~6  kg/亩，不

灌齐苗水的播种量需6~8  kg/亩；旱种旱管的基本苗为15~20万/亩，播种量一般需7.5~10 

kg/亩。

[0027] 4、苗肥在4叶1心至5叶1心期，根据群体大小、稻苗壮弱酌情追施尿素10~15kg/亩，

群体大、苗健壮时取低值，群体小或苗瘦弱时取高值；旱种旱管的苗肥在降雨前施入，新老

稻田旱种水管的苗肥则仅在表土湿润情况下施入，并且在第2天上午灌上7.0cm以上厚度的

水层，并在其后第3~5天保持表土湿润。

[0028] 5、穗肥在倒2叶期（通过剥查见到主茎基部节间伸长1cm以上时），根据群体叶色酌

情每亩追施45％（15-15-15）复合肥15kg和0~2.5kg尿素；粒肥在出穗以前每亩追施2  kg氯

化钾和5  kg尿素。旱种旱管的穗粒肥在降雨前施入，新老稻田旱种水管的穗粒肥施入后则

要保持5.0cn以上厚度水层5-7天。

[0029] 6、如遭遇35℃以上酷暑高温天气期间，旱种旱管的水稻暂不施肥，延后追肥，新老

稻田旱种水管的水稻则杜绝在有水层的情况下追肥，必须在表土湿润情况下施入，并且在

第2天上午灌上7.0cm以上厚度的水层，苗肥随后3-5天仅保持表土湿润，穗粒肥随后5-7天

则保持5.0cm以上厚度的水层。

[0030] 示范结果：

[0031] 1、淮阴区稻麦原种场及周边乡镇的新老稻田旱种水管麦后旱直播粳稻：土质为漏

水漏肥严重的淤土，前茬收割时土表干燥发白，土壤裂缝深度达40~75cm，麦秸全量还田，麦

秸量在500~600  kg/亩。现有施肥技术（当地农民习惯施肥法）一般不施穗粒肥，基肥每亩底

施45％（15-15-15）复合肥15~25kg加尿素5~15kg，播后灌齐苗水和壮苗水，苗肥在3~11叶期

分3次施入，苗肥尿素总用量高达20~30kg，一般灌水后施肥。将复合肥中的氮素转换为尿素

重量（尿素的氮含量按46%计），则现有施肥技术每亩尿素用量为29.89  kg~53.15  kg。本发

明每亩尿素用量为26.41  kg~33.91  kg，与现有施肥技术相比，本发明氮肥用量减少11.64%

~36.20%。本发明示范田不仅主茎总叶数减少0.3叶以上、齐穗期提早3~7天、病虫害显著减

轻、再不出现高温肥害，而且籽粒饱满、单产提高25~100kg/亩，其中穗上部千粒重提高1~2

克、穗基部千粒重提高4~6克。

[0032] 2、淮阴区五里镇的旱种旱管麦后旱直播粳稻：土质为沙潮土，基础地力贫瘠，前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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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秸还田量在400~500  kg/亩。现有施肥技术（当地农民习惯施肥法）不施穗粒肥或少量追

施，基肥每亩底施尿素15kg加磷肥25~40kg，播后不镇压也不灌齐苗水，苗肥在3~11叶期分3

~4次施入且雨前雨后都会追施，苗肥尿素总用量高达20~30kg，将复合肥中的氮素转换为尿

素重量（尿素的氮含量按46%计），现有施肥技术的每亩尿素用量为35  kg~45  kg。本发明技

术的每亩尿素用量为26.41  kg~33.91  kg，与现有施肥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的氮肥用量减

少24.53%~24.64%。本发明示范田不仅主茎总叶数减少0.5叶、齐穗期提早5~10天、病虫害减

轻、再不出现高温肥害，而且青秕粒显著减少、单产提高75~150kg/亩。

[0033] 3、涟水县大东镇和朱码镇的新老稻田旱种水管麦后旱直播粳稻：土质为两合土，

前茬麦秸还田量在450~550  kg/亩。现有施肥技术（当地农民习惯施肥法）不施穗粒肥或少

量追施，基肥每亩底施复合肥15~25kg加尿素5~15kg，播后不镇压也不灌齐苗水，苗肥在3~
11叶期分3次施入，苗肥尿素总用量高达20~30kg，一般灌水后施肥。将复合肥中的氮素转换

为尿素重量（尿素的氮含量按46%计），则现有施肥技术每亩尿素用量为29.89  kg~53 .15 

kg，本发明技术的每亩尿素用量为26.41  kg~33.91  kg。与现有施肥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

的氮肥用量减少11.64%~36.20%。本发明示范田不仅主茎总叶数减少0.3叶以上、齐穗期提

早3~7天、病虫害显著减轻、再不出现高温肥害，而且籽粒饱满、单产提高25~10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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