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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1)选择早熟中籼品种；(2)于3月中

旬进行大棚播种和育秧，4月15日前移栽头季稻

秧苗，机插，并进行日常田间管理；(3)于7月下旬

至8月上旬，当头季稻的稻米成熟度达到90％以

上时进行留桩收割，将稻草覆盖于稻桩行间；(4)

头季稻收割后1‑2d灌跑马水，保持田间湿润，灌

浆结实期干湿交替灌溉，直至成熟；病虫害重点

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本发明采用一种双季稻低

位再生的方法，选择“一适一优两高三抗”早熟中

籼品种，进行合理的栽培管理，头季稻收割时低

位留桩，可有效减少头季稻机收碾压造成的损

失，解决了碾压导致的再生稻成熟不一致、稻米

外观及食味品质差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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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双季稻品种选择

选择生育期为120‑130d、米质二级以上，头季高产、再生能力强，且头季苗期耐低温、花

期耐高温、再生稻抽穗期耐低温的早熟中籼品种；

(2)头季稻栽培管理

于3月中旬进行大棚播种和育秧，4月15日前移栽头季稻秧苗，机插，并进行日常田间管

理；

(3)头季稻低桩收获

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当头季稻的稻米成熟度达到90％以上时进行留桩收割，将稻草

覆盖于稻桩行间；

(4)再生稻栽培管理

头季稻收割后1‑2d灌跑马水，保持田间湿润，灌浆结实期干湿交替灌溉，直至成熟；病

虫害重点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播种包括

钵盘育秧播种、机械穴直播和机械条直播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钵盘育秧播种的播种

量为2‑3粒/钵；所述机械穴直播的播量为2.5‑3.0粒/穴；所述机械条直播的播种量为2.5‑

3.5kg/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头季稻秧

苗的秧龄为25‑30d。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机插的行

距为25‑30cm，株距为12‑15cm，秧苗密度为4‑6万株/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还包括施肥步

骤：以N重量计，施用氮肥13‑14kg/亩；以P2O5重量计，施用磷肥6‑8kg/亩；以K2O重量计，施用

钾肥8‑12kg/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氮肥包括氮素基蘖肥

和氮素穗肥，所述氮素基蘖肥和氮素穗肥的重量比例为(55‑60):(40‑45)，所述氮素基蘖肥

于移栽前基施，所述氮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所述磷肥于移栽前基施；

所述钾肥包括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所述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的重量比例为60：

40，所述钾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所述钾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日常田间

管理包括：移栽前平整田地，浅水栽插，晾田控苗，够苗前烤田，拔节期保持浅水灌溉，抽穗

后足水灌溉，收获前排水；病虫草害以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重点防治

纹枯病、稻曲病、稻瘟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留桩高度

为10‑15c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步骤(4)中，还包括施肥步骤：在头季

稻收割后第3d施尿素5.0‑7 .0kg/亩，氯化钾5.0‑6.0kg/亩；再生稻长苗15d后施尿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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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g/亩；再生稻抽穗达20％时用赤霉素1‑2g/亩和磷酸二氢钾150‑250g/亩兑水50kg喷施

一次。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2868480 A

3



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种植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稻是安徽省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超过254.48万hm2，其中以双季稻

(一年中种一季早稻再种一季晚稻)的种植为主。双季稻的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

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种植成本增高，导致双季稻的效益降低，从

而使其种植面积逐渐减少。近年来，随着水稻的一种两收技术在江淮南部、沿江、江南地区

的双季稻区大面积推广，解决了传统双季稻的二季稻育秧、栽秧所耗费的成本和时间问题。

将双季稻的头稻收割后留稻桩，桩上腋芽萌发成再生稻，可再收获一季稻米。再生稻具有生

育期短、省种省工、节约成本、增加产量等优点，提高了经济效益，成为安徽省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的新途径。

[0003] 但是，再生稻的产量不高，约为200‑300kg/亩，造成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缺乏头季

成熟早、再生能力强、再生稻稻米高产口感佳等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二是由于田间栽培管

理经验不足，头季稻和再生稻的移栽密度、施肥量、施肥时期等不合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不

及时、灌水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再生稻的产量低、品质差；三是留桩高度不合理，留桩稻桩易

受机收碾压，使再生稻的有效蘖不足，同时，留桩高度不同，导致再生稻生长期不一致，造成

再生稻产量低、品质差。

[0004]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产量高、品质高的双季稻栽培方法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头季

稻受机收碾压及再生稻生长期短而导致产量低、品质差等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双季稻栽培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双季稻品种选择

[0009] 选择生育期为120‑130d、米质二级以上，头季高产、再生能力强，且头季苗期耐低

温、花期耐高温、再生稻抽穗期耐低温的早熟中籼品种；

[0010] (2)头季稻栽培管理

[0011] 于3月中旬进行大棚播种和育秧，4月15日前移栽头季稻秧苗，机插，并进行日常田

间管理；

[0012] (3)头季稻低桩收获

[0013] 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当头季稻的稻米成熟度达到90％以上时进行留桩收割，将

稻草覆盖于稻桩行间，保持田间湿度；

[0014] (4)再生稻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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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头季稻收割后1‑2d灌跑马水，保持田间湿润，灌浆结实期干湿交替灌溉，直至成

熟；病虫害重点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本发明采用一种双季稻低位再生的方法，选择“一适一优两高三抗”早熟中籼品种

(生育期在120‑130d)，进行合理的栽培管理，头季稻收割时低位留桩(留桩高度在稻一节或

稻二节)，可有效减少头季稻机收碾压造成的损失，解决了碾压导致的再生稻成熟不一致、

稻米外观及食味品质差等难题。

[0018] 进一步，上述步骤(2)中，播种包括钵盘育秧播种、机械穴直播和机械条直播中的

至少一种。更进一步，钵盘育秧播种的播种量为2‑3粒/钵；机械穴直播的播量为2.5‑3.0粒/

穴；机械条直播的播种量为2.5‑3.5kg/亩。

[0019] 采用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钵盘育秧播种能够实现精量播种、秧

苗素质好、秧龄弹性大(25‑30d)、栽插植伤小、分蘖早生快发、源库协调；机械穴直播成行成

蔸易管护，省种省工高效；机械条直播播种有序、出苗快、齐苗匀苗程度好，有效解决秸秆还

田的问题，具有省工节本和增产增效等优势。

[0020] 进一步，上述步骤(2)中，头季稻秧苗的秧龄为25‑30d；机插的行距为25‑30cm，株

距为12‑15cm，秧苗密度为4‑6万株/亩。

[0021] 采用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构建优良的群体结构，源库协调，产量

高品质优良。

[0022] 进一步，上述步骤(2)中，还包括施肥步骤：以N重量计，施用氮肥13‑14kg/亩；以

P2O5重量计，施用磷肥6‑8kg/亩；以K2O重量计，施用钾肥8‑12kg/亩。更进一步，氮肥包括氮

素基蘖肥和氮素穗肥，氮素基蘖肥和氮素穗肥的重量比例为(55‑60):(40‑45)，氮素基蘖肥

于移栽前基施，氮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磷肥于移栽前基施；钾肥包括钾素基

蘖肥和钾素穗肥，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的重量比例为60：40，钾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

钾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0023] 采用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氮肥能够促进分蘖发生、壮秆形成、茎

叶的生长和籽粒发育等；磷肥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发育良好，提高植物抗逆性；钾肥参与碳水

化合物代谢，促进植株茎秆健壮，促进灌浆改善籽粒品质。通过本发明施肥方法，能够实现

头季稻550‑600kg/亩，再生季稻300‑400kg/亩，周年产量850‑1000kg/亩。

[0024] 进一步，上述步骤(2)中，日常田间管理包括：移栽前平整田地，浅水栽插，晾田控

苗，够苗前烤田，拔节期保持浅水灌溉，抽穗后足水灌溉，收获前排水；病虫草害以农业、物

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重点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稻瘟病。

[0025] 采用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浅水栽插能够促进分蘖早发快发；晾

田控苗、够苗前烤田能够控制无效分蘖发生，促进有效分蘖生长，构建优良群体结构；抽穗

后足水灌溉能够提高结实率和千粒重。

[0026] 进一步，上述步骤(3)中，留桩的高度为15cm。

[0027] 采用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减少机械收割造成的碾压伤失，促进

低位芽萌发，提高再生季成熟整齐度，改善稻米外观及食味品质等。

[0028] 进一步，上述步骤(4)中，还包括施肥步骤：在头季稻收割后第3d施尿素5 .0‑

7 .0kg/亩，氯化钾5.0‑6 .0kg/亩；再生稻长苗15d后施尿素3.0‑5 .0kg/亩；再生稻抽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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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时用赤霉素1‑2g/亩和磷酸二氢钾150‑250g/亩兑水50kg喷施一次。

[0029] 采用上述进一步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施用尿素能够促进萌发芽的生长；施

用氯化钾能够构建粗壮茎秆，促进籽粒淀粉合成；赤霉素和磷酸二氢钾联用能够调节细胞

的伸长、促进籽粒灌浆，提高成穗率、结实率、千粒重和成熟的整齐度，实现产量与品质的协

同提高。

[0030] 经由上述的技术方案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与目前生产

主推的中稻‑高留桩(35‑40cm)再生种植模式相比，温光资源利用由头季：再生稻的7:3优化

到6:4甚至5.5:4.5，缩短头季稻生长时间，延长再生稻营养生长时间(从65d延长至90d)，有

效提升了再生稻产量(约400kg/亩)，相较于普通双季稻平均每亩增产100kg，综合经济效益

显著提升。

附图说明

[003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2] 图1附图为本发明提供的双季稻植株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其中，1‑头季稻的留桩高度，2‑节间，3‑留桩高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35] 实施例1

[0036] 双季稻栽培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双季稻品种选择

[0038] 选择生育期为120d、米质二级，头季高产、再生能力强，且头季苗期耐低温、花期耐

高温、再生稻抽穗期耐低温的早熟中籼品种；

[0039] (2)头季稻栽培管理

[0040] 于3月中旬进行大棚钵盘育秧播种，播种量为3粒/钵，然后育秧；4月15日前移栽头

季稻秧苗，控制秧龄为25d，然后机插，机插的行距为25cm，株距为12cm，秧苗密度为4万株/

亩；

[0041] 在栽培过程中，以N重量计，施用氮肥13kg/亩；以P2O5重量计，施用磷肥6kg/亩；以

K2O重量计，施用钾肥8kg/亩；其中，氮肥包括氮素基蘖肥和氮素穗肥，氮素基蘖肥和氮素穗

肥的重量比例为55:45，氮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氮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磷

肥于移栽前基施；钾肥包括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的重量比例为

60：40，钾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钾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0042] 并进行日常田间管理：移栽前平整田地，浅水栽插，晾田控苗，够苗前烤田，拔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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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浅水灌溉，抽穗后足水灌溉，收获前排水；病虫草害以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

防治为辅，重点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稻瘟病；

[0043] (3)头季稻低桩收获

[0044] 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当头季稻的稻米成熟度达到90％以上时，用中小型窄轮收

割机进行留桩收割，留桩高度以倒一节或倒二节为主(10cm)，将稻草覆盖于稻桩行间，保持

田间湿度，促进再生芽的生长，同时增加土壤肥力；

[0045] (4)再生稻栽培管理

[0046] 头季稻收割后1d灌跑马水，保持田间湿润，灌浆结实期干湿交替灌溉，直至成熟；

在头季稻收割后第3d施尿素5.0kg/亩，氯化钾5.0kg/亩；再生稻长苗15d后施尿素3.0kg/

亩；再生稻抽穗达20％时用赤霉素1g/亩和磷酸二氢钾150g/亩兑水50kg喷施一次；病虫害

重点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

[0047] 实施例2

[0048] 双季稻栽培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双季稻品种选择

[0050] 选择生育期为125d、米质二级，头季高产、再生能力强，且头季苗期耐低温、花期耐

高温、再生稻抽穗期耐低温的早熟中籼品种；

[0051] (2)头季稻栽培管理

[0052] 于3月中旬进行大棚机械穴直播，播量为3.0粒/穴，然后育秧；4月15日前移栽头季

稻秧苗，控制秧龄为28d，然后机插，机插的行距为28cm，株距为13cm，秧苗密度为5万株/亩；

[0053] 在栽培过程中，以N重量计，施用氮肥14kg/亩；以P2O5重量计，施用磷肥7kg/亩；以

K2O重量计，施用钾肥10kg/亩；其中，氮肥包括氮素基蘖肥和氮素穗肥，氮素基蘖肥和氮素

穗肥的重量比例为58:42，氮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氮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磷肥于移栽前基施；钾肥包括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的重量比例

为60：40，钾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钾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0054] 并进行日常田间管理：移栽前平整田地，浅水栽插，晾田控苗，够苗前烤田，拔节期

保持浅水灌溉，抽穗后足水灌溉，收获前排水；病虫草害以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

防治为辅，重点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稻瘟病；

[0055] (3)头季稻低桩收获

[0056] 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当头季稻的稻米成熟度达到90％以上时，用中小型窄轮收

割机进行留桩收割，留桩高度以倒一节或倒二节为主(12cm)，将稻草覆盖于稻桩行间，保持

田间湿度，促进再生芽的生长，同时增加土壤肥力；

[0057] (4)再生稻栽培管理

[0058] 头季稻收割后2d灌跑马水，保持田间湿润，灌浆结实期干湿交替灌溉，直至成熟；

在头季稻收割后第3d施尿素6.0kg/亩，氯化钾5.5kg/亩；再生稻长苗15d后施尿素4.0kg/

亩；再生稻抽穗达20％时用赤霉素1.5g/亩和磷酸二氢钾200g/亩兑水50kg喷施一次；病虫

害重点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

[0059] 实施例3

[0060] 双季稻栽培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1] (1)双季稻品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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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选择生育期为130d、米质二级，头季高产、再生能力强，且头季苗期耐低温、花期耐

高温、再生稻抽穗期耐低温的早熟中籼品种；

[0063] (2)头季稻栽培管理

[0064] 于3月中旬进行大棚机械条直播，播种量为2.5‑3.5kg/亩，然后育秧；4月15日前移

栽头季稻秧苗，控制秧龄为30d，然后机插，机插的行距为30cm，株距为15cm，秧苗密度为6万

株/亩；

[0065] 在栽培过程中，以N重量计，施用氮肥14kg/亩；以P2O5重量计，施用磷肥8kg/亩；以

K2O重量计，施用钾肥12kg/亩；其中，氮肥包括氮素基蘖肥和氮素穗肥，氮素基蘖肥和氮素

穗肥的重量比例为60:40，氮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氮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磷肥于移栽前基施；钾肥包括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钾素基蘖肥和钾素穗肥的重量比例

为60：40，钾素基蘖肥于移栽前基施，钾素穗肥于倒2.5叶期一次全部施用；

[0066] 并进行日常田间管理：移栽前平整田地，浅水栽插，晾田控苗，够苗前烤田，拔节期

保持浅水灌溉，抽穗后足水灌溉，收获前排水；病虫草害以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

防治为辅，重点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稻瘟病；

[0067] (3)头季稻低桩收获

[0068] 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当头季稻的稻米成熟度达到90％以上时，用中小型窄轮收

割机进行留桩收割，留桩高度以倒一节或倒二节为主(15cm)，将稻草覆盖于稻桩行间，保持

田间湿度，促进再生芽的生长，同时增加土壤肥力；

[0069] (4)再生稻栽培管理

[0070] 头季稻收割后2d灌跑马水，保持田间湿润，灌浆结实期干湿交替灌溉，直至成熟；

在头季稻收割后第3d施尿素7.0kg/亩，氯化钾6.0kg/亩；再生稻长苗15d后施尿素5.0kg/

亩；再生稻抽穗达20％时用赤霉素2g/亩和磷酸二氢钾250g/亩兑水50kg喷施一次；病虫害

重点防治稻瘟病和稻飞虱。

[0071] 性能测试

[0072] 选取安徽省合肥市郊区一处试验田，平均分为三块，分别按照本发明实施例1‑3栽

培方法种植早熟中籼品种双季稻，并以目前生产主推的中稻‑高留桩(35‑40cm)再生种植模

式作为对比例，分别统计温光资源利用、头季稻生长时间、再生稻营养生长时间、头季稻产

量和再生稻产量。

[0073] 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0074] 表1实施例1‑3统计结果

[0075] 统计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

温光资源利用 59:41 62:38 55:45 70:30

头季稻生长时间(d) 120 122 123 152

再生稻营养生长时间(d) 95 86 90 65

头季稻产量(kg/亩) 591.7 561.4 598.6 502.4

再生稻产量(kg/亩) 409.3 418.3 410.2 318.7

[0076] 由表1可知，与目前生产主推的中稻‑高留桩(35‑40cm)再生种植模式相比，温光资

源利用由头季：再生稻的7:3优化到6:4甚至5.5:4.5，缩短头季稻生长时间，延长再生稻营

养生长时间(从65d延长至90d)，有效提升了再生稻产量(约400kg/亩)，相较于普通双季稻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2868480 A

8



平均每亩增产100kg，综合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07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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