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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作物轮作栽培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选择满足烤

烟种植要求，兼顾水稻、绿肥、鲜食玉米的基本生

长要求的种植区域；选择符合技术要求的作物品

种，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

次种植鲜食玉米‑水稻，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

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耕作周期；绿肥紫云英在春

播鲜食玉米播种前7～10天翻耕掩青；鲜食玉米

秸秆原地还田以培肥改良土壤。本发明在1个耕

作周期内分三个阶段向土壤投入大量绿肥物料，

有效解决皖南植烟土壤复种连作和有机物补充

不足导致的土壤适耕性退化问题，具有良好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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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

法在烤烟种植区域内，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水稻，

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耕作周期；具体包括：

第一年在水稻生长末期进行紫云英绿肥套种种植，第二年以高生物量的绿肥还田并掩

青腐解，作为第一年第一阶段绿肥还田；

第二年待紫云英绿肥腐烂一周后，大田开沟成小高畦，在畦面种植鲜食玉米，7月中旬

成熟采收，鲜玉米秸秆旋耕粉碎后原地还田，完成第二年第二阶段绿肥还田培肥土壤；

第三年在烤烟结束后，以鲜食玉米替代一季晚稻，在原烟垄的两坡面点播玉米，秋收后

玉米秸秆再次碎粉还田，完成第三年第三阶段绿肥还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

原位施用方法具体包括：

在烤烟种植区域，兼顾水稻、绿肥、鲜食玉米的基本生长要求；种植区地形为低山丘陵

或河流冲积区，排灌方便，土壤耕作层大于20cm；

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

轮作模式为：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水稻，第三

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轮作周期；各作物按照各自优化的种植方法依次

接茬种植；

春季播种的鲜食玉米成熟采摘后，秸秆部分用于畜牲业、渔业饲用，剩余适量鲜杆原位

还田培肥土壤，高温水腐数周后于七月中旬开始抛秧种植晚稻；

绿肥与两年的鲜食玉米秸秆以鲜料形式分三个阶段进行旋耕破碎，原位还田培肥土

壤。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烤烟种植区域，土

层疏松、排水通气良好，土壤pH5.5～6.5。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水稻选择早熟晚稻品

种，用于缩短水稻田间存留期。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绿肥紫云英在晚稻收

获前20天套种，于次年春季盛花期进行第一年第一阶段绿肥原位掩青。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以4月下旬播种春播

鲜食玉米替代烤烟作为春茬作物，玉米鲜秸秆原位旋耕还田，作为第二年第二阶段绿肥使

用；

以秋播鲜食玉米替代晚稻作为秋茬作物，玉米鲜秸秆原位旋耕还田，作为第三年第三

阶段绿肥使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923984 B

2



一种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作物轮作栽培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绿肥是指所有能翻耕到土壤中作为肥料的绿色植物全株或某部分组织。绿肥还田

显著培肥地力、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有效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为了打破制约烟叶产量和

品质提升的瓶颈，大量烟区研究指出利用轮作换茬、种植使用绿肥、使用有机肥等办法改良

土壤可产生显著效果。安徽烟稻区以紫云英为稻田常规绿肥，全生育期跨度为当年10月中

旬至次年4月中旬，而本烟区烤烟种植模式要求冬耕晒垡(每年12月至次年1月)和早春移栽

烟苗(每月3月中旬)，此耕作模式下无法实现紫云英种植还田肥土的意义。由于普遍施行

烟‑稻连作的耕作模式，造成土壤过度使用，引发多种土传病害，影响各阶段农作物产量和

价值的提升。如何有效利用绿肥成为安徽烟区提升烟叶品质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问题。

[0003] 不同烟叶产区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的绿肥利用技术，专利CN201710071564.8指出，

山东烟区采用绿肥为冬牧70或大麦，此方法通过加大播种量弥补绿肥有效生长时间不足，

虽然相对生物总量有所提高，但是绿肥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内在品质元素差异大，可能会限

制绿肥应用效果，进而影响土壤养分提升水平。专利CN201210459188.7公开了一种湖北烟

区土壤提前种植和翻压绿肥的方法，在8月至9月上旬的中部叶采烤时期将早熟高产的绿肥

套种于烟田中，此方法选择绿肥套种是为缩短绿肥生育期跨度，冬季前完成生育期能实现

土壤冬翻晒垡，但是绿肥在烤烟生长中期套种，发生与烤烟争肥现象，可能直接影响上部叶

发育进程，出现上部叶开片不足和成熟度进度慢等问题。采烟作业必然会践踏垄沟中的绿

肥幼苗，直接影响绿肥产量。专利CN201510196591.9公开了一种湖南烟区烟茬绿肥种植及

其翻耕起垄方法，第一年的7～10月份直接在垄沟内免耕播种2/3用种量的绿肥，第二年绿

肥始花期时在原垄体上直接掩埋绿肥和化肥形成垄体移栽烤烟。此方法采用绿肥直接还田

接茬烤烟，绿肥腐解时间有限，容易出现绿肥腐解前期与烤烟苗期生长争肥的问题，尤其是

绿肥腐解使C/N比例失衡，影响烟苗伸根还苗的进程，后期腐解物释放养分造成烤烟营养过

剩，烟株贪青不落黄，直接影响烟叶成熟进程。这三个专利方法除了本身的局限性，还有共

性表现为，种植模式上烟后无秋粮作物的茬口压力，利用绿肥的方式单一，只把原位种植的

绿肥作物当作唯一绿肥来源，忽视了高品质作物秸秆作为补充绿肥的可行性。

[0004] 安徽作为两熟制烟粮产区，利用绿肥尚需解决以下问题：一、绿肥生长时间不足。

长江中下游烟区一年两熟制耕作模式，春季烤烟收获结束后，秋季必须种植晚稻以保证全

年两季农作物收益。在首年晚稻收获后和次年烤烟种植起垄之前的时段种植绿肥，其有效

生育期(日平均积温大于10℃的生长时间)不足，年平均在35～40天。二、由于生育时间不

足，绿肥原位生长的生物量不足。相对于完整生育期的绿肥产量，稻后烟前的绿肥生物量严

重不足，仅为完整生育期的30％以下。绿肥的投入量不足直接导致土壤各方面性状的改良

效果不明显，浪费劳动力及成本投入。第三，当季绿肥翻压腐解于烟垄中，一般会出现烟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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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绿肥腐解的氮素大量消耗问题，影响苗期烤烟的氮素营养吸收，造成弱苗而影响后期烟

叶产量。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鉴

于上述问题，安徽烟区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通过科学调整茬口农作物种类及次序，

为绿肥的原位种植争取有效生育期。茬口农作物需要满足两季种植并保证成熟，年度总收

益上不低于烤烟‑水稻耕作模式水平。二、保证绿肥物料的多年稳定连续性投入烟田。由于

土壤缓冲能力较强，绿肥投入应该保证连续性和多样性，绿肥物料应满足获取方便、成本低

廉的特点，如营养丰富且易于腐解的鲜食玉米秸秆等。

[0006] 本发明提出的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其突出意义在于：有效提高不同耕作年

份和阶段的绿肥物料投入量，施入土壤的新鲜绿肥能补充土壤有机物质，有利于土壤有机

质的积累，而且能促进土壤原有有机质的矿化与更新。在烟稻连作模式中引入绿肥茬口，利

用绿肥丰富的营养成分，提升土壤营养水平，尤其是中微量营养元素的补充，有利于烟叶品

质提升。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可以大幅减少烤烟因连作障碍造成病害减产。种养结合的耕

作模式可以优化土壤有益微生物种群结构，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适耕性和宜烟性。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

原位施用方法在烤烟种植区域内，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

玉米‑水稻；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耕作周期；具体包括：

[0008] 第一年在水稻生长末期进行紫云英绿肥套种种植；第二年绿肥以高生物量还田并

掩青腐解，作为第一年第一阶段绿肥还田；

[0009] 第二年待紫云英绿肥腐烂一周后，大田开沟成小高畦，畦面种植鲜食玉米，7月中

旬成熟采收，鲜玉米秸秆旋耕粉碎后原地还田，完成第二年第二阶段绿肥还田培肥土壤；

[0010] 第三年在烤烟结束后，以鲜食玉米替代一季晚稻，在原烟垄的两坡面点播鲜食玉

米，秋收后玉米秸秆再次碎粉还田，完成第三年第三阶段绿肥还田。

[0011] 进一步，所述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具体包括：

[0012] 在烤烟种植区域，兼顾水稻、绿肥、鲜食玉米的基本生长要求；种植区地形为低山

丘陵或河流冲积区，排灌方便，土壤耕作层大于20cm；

[0013] 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

[0014] 轮作模式为：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水稻，

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轮作周期；各作物按照各自优化的种植方法

依次接茬种植；

[0015] 春季播种的鲜食玉米成熟采摘后，秸秆部分用于畜牲业、渔业饲用，剩余适量鲜杆

原位还田培肥土壤，高温水腐数周后于七月中旬开始抛秧种植晚稻；

[0016] 绿肥与两年的鲜食玉米秸秆以鲜料形式分三个阶段进行旋耕破碎，原位还田培肥

土壤。

[0017] 进一步，在烤烟种植区域，土层疏松、排水通气良好，土壤pH5.5～6.5。

[0018] 进一步，水稻选择早熟晚稻品种，用于缩短水稻田间存留期。

[0019] 进一步，绿肥紫云英在晚稻收获前20天套种，于次年春季盛花期进行第一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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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绿肥原位掩青。

[0020] 进一步，以4月下旬播种春播鲜食玉米替代烤烟作为春茬作物，鲜秸秆原位旋耕还

田，作为第二年第二阶段绿肥使用；

[0021] 以秋播鲜食玉米替代晚稻作为秋茬作物，玉米鲜秸秆原位旋耕还田，作为第三年

第三阶段绿肥。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

[0023] 为了克服安徽烟区绿肥生育期和还田总量不足的问题，本发明针对安徽烟区绿肥

有效生育期短，绿肥物料还田总量不足的现实问题，通过三年‑周期的耕作模式来为绿肥争

取有效生育期，即在次年晚播春季鲜食玉米替代当季烤烟，使紫云英绿肥获得充足还田生

物量，同时大量鲜食玉米秸秆还田，两次有效补充绿肥烟田投入量，避免了烟稻复种连作模

式造成土壤消耗过度的负担。鲜食玉米市场需求量大，秸秆用途广泛，附加值高，经济效益

也远高于水稻产值。三年种两季烤烟、两季鲜食玉米、两季水稻，本发明可稳步提高烟农的

收益，绿肥及鲜秸秆还田保证了烟田的有机质补充，水旱轮作的种植模式也降低了土传病

害的发生，养用结合的耕作制度解决安徽烟区种植制度困境，保证安徽烟区现代化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还在于：

[0025] 本发明种植鲜食玉米替代早稻的主要优势在于生长周期短，生育期80天，是时间

紧凑型的茬口作物，春播鲜食玉米相比烤烟，可以为绿肥生长提供额外40天左右的大于20

℃的有效生育期，使其获得足够盛花期的生物量，本耕作方式获得春播鲜食玉米获得秸秆

干重达610～670kg/667m2(表1)，秋播获得秸秆干重达710～730kg/667m2。

[0026] 本发明的鲜食玉米与水稻相比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秋播玉米的贴茬直播技术平均

产量达800～830kg/667m2，糯玉米鲜穗平均产值可达到2500元/667m2左右，高于水稻产值，

保证烟农收益和种植信心。同时安徽地处江浙沪皖交界，鲜食玉米市场需求量大，附加值

高，冷链运输、蒸空加工、秸秆粗饲料或青储饲料制备等方面都有较好收益，产业潜力巨大，

因此种植鲜食玉米是多方面受益的粮食茬口选择。

[0027] 表1不同春播期鲜食玉米农艺性状比较(2014，宣城)

[0028]

[0029] 本发明鲜食玉米相比普通玉米的主要优势在于：(1)生长周期短，全生育期80天左

右(春、秋季由于生育期有效积温不同有差异)，春播鲜食玉米通过春季晚播操作，既为前茬

绿肥生长腾出有效生育期至4月中旬，又不影响晚稻生育期7月中旬至11月底。(2)鲜食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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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畅销食品，市场需求量大，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可观。(3)鲜食玉米秸秆含水量高，营养丰

富，鲜重高且易于还田腐解。因此选择鲜食玉米作为茬口，普通玉米无以上优势。

[0030] 本发明的紫云英绿肥和鲜食玉米均不接茬烤烟，其秸秆腐解过程均不直接影响烤

烟生长。种植烤烟前可以正常测土配方，精准施肥，符合烤烟标准化种植。

[0031] 本发明通过实施三年轮作模式对土壤理化性质起到积极改善，显著降低了土壤容

重，提升了单位质量土壤的有机质和速效钾含量(表2)。

[0032] 表2轮作模式下土壤理化性质变化(2015，宣城)

[0033]

[0034]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5％显著水平

[0035] 安徽烟田“三段式”绿肥种植施用技术提高整个耕作周期的烟田土壤有机质补充

量和复种指数，解决了烤烟‑晚稻复种连作模式下土壤养分过分消耗，烟田有机质补充不足

的问题，达到土壤养用结合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流程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成熟期秸秆性状比较图。

[0038] 图中：A：鲜食玉米正常采收期的秸秆皆为鲜活状态；B：普通玉米正常采收期的秸

秆为失水的枯焦状态。普通玉米的秸秆不利于快速腐解还田。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40] 原位利用：在烟田中种植绿肥作物或鲜食玉米，将植物整体或部分残体直接在原

种植田中旋耕翻压利用，这种方法不需要外源引入其他有机物或污染物，有效控制外源病

害。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详细描述。

[004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在符合烤烟种植条件的种植

区域内，采用新的轮作模式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水

稻，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耕作周期。

[0043] 第一年进行烤烟‑水稻生产，在水稻生长末期进行紫云英绿肥套种种植，次年以大

生物量还田并掩青腐解，以此作为第一阶段绿肥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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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第二年待紫云英绿肥腐烂一周后，大田开沟成小高畦，畦面种植鲜食玉米，7月中

旬成熟采收，鲜玉米秸秆旋耕粉碎后原地还田，完成第二阶段绿肥还田培肥土壤。

[0045] 第三年在烤烟结束后，以鲜食玉米替代一季晚稻，在原烟垄的两坡面点播玉米，秋

收后玉米秸秆再次碎粉还田，完成第三阶段绿肥还田。

[0046] 整个轮作技术是连续三年的“三段式”绿肥还田，提高整个轮作周期烟田的绿肥还

田总量。

[004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烟田三段式绿肥原位施用方法，包括：

[0048] S101：以烤烟种植为主的种植区域，兼顾水稻、绿肥、鲜食玉米的基本生长要求。种

植区地形为低山丘陵或河流冲积区，排灌方便，土壤要求耕作层20cm以上，土层疏松、排水

通气良好，土壤酸碱度5.5～6.5。

[0049] S102：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烤烟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云烟97。水稻品种为早熟高

产量的皖稻199。鲜食玉米应选用适应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季气候条件的糯玉米品种苏玉糯5

号。绿肥品种选择标准为适应安徽越冬气候条件，适应性强、生物量大的肥饲兼用的绿肥紫

云英品种弋江籽。

[0050] S103：轮作模式为：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

水稻，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轮作周期。各作物按照各自优化的种植

技术依次接茬种植。

[0051] S104：春季播种的鲜食玉米成熟采摘后，秸秆部分可用于畜牲业、渔业饲用，剩余

适量鲜秸秆原位还田培肥土壤，利用高温水腐数周后于七月中旬开始抛秧种植晚稻；绿肥

与两年的鲜食玉米秸秆以鲜物料状态分三个阶段进行旋耕破碎，原位还田培肥土壤。

[0052] 选择早熟晚稻品种结合育秧移栽技术，缩短水稻田间存留期。

[0053] 绿肥紫云英在晚稻收获前20天套种，于次年春季“盛花期”进行第一阶段绿肥原位

掩青。

[0054] 以4月下旬播种春播鲜食玉米替代烤烟作为春茬作物，鲜秸秆原位旋耕还田，作为

第二阶段绿肥使用。

[0055] 以秋播鲜食玉米替代晚稻作为秋茬作物，玉米鲜秸秆原位旋耕还田，作为第三阶

段绿肥使用。

[005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进一步描述。

[0057] 1.选择满足轮作各作物生长条件的种植区域，种植区选择要适应烤烟、绿肥、鲜食

玉米、水稻几种作物的基本生长要求。选择生态条件良好、引水排灌方便、交通运输便利、远

离城区(一般要求相距10km以上)、远离垃圾场等污染源(周边至少5km以内无污染源)和交

通主干线，尤其注意避开普通玉米种植区，以免普通玉米花粉影响鲜食玉米品质。

[0058] 2.选择适宜的作物品种：烤烟品种选择为抗逆性好、抗黑胫病、青枯病的品种云烟

97。秋季水稻品种为高产高品质的品种皖稻199。鲜食玉米选用适应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条

件的糯玉米品种苏玉糯5号。绿肥品种选择传统绿肥紫云英品种弋江籽。

[0059] 3.轮作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

[0060] 3.1春季烤烟种植：

[0061] 严格按照《安徽焦甜香烤烟生产技术规程》进行，参考安徽省地方标准DB34/

T2583‑2016。每年12月下旬开始烤烟的播种，需经育苗、施肥、整地起垄、移栽、田间管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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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烘烤和保管等环节。

[0062] 3.2烟后茬口单季晚稻种植：

[0063] 3.2.1晚稻种植。为避免烤烟与水稻争时争地，安徽烟稻耕作区在烤烟田间生长末

期，在育秧田中进行晚稻育秧，一般是秧龄控制在20～25天左右。在烟叶采收结束后，引水

漫灌烟田浸透后立即翻耕，适时移栽秧苗。

[0064] 3 .2 .2肥料管理。利用烟垄中的余肥作为晚稻底肥，生育期内施分孽肥(尿素

12.5kg/667m2，氯化钾7.5kg/667m2)，施孕穗肥(尿素10kg/667m2，氯化钾10kg/667m2)。接茬

水稻有效分蘖期较短，必须促进分蘖早发。栽后5～7天左右施用分蘖肥，争取在栽后15天左

右齐苗。

[0065] 3.2.3水分管理。根据水稻不同的生长期，采用浅水插秧，存水养胎，保证水稻生长

期的水分，避免水稻早衰，后期保持干湿交替直至水稻的成熟。

[0066] 3.2.4病虫草害防治。(1)防治稻飞虱应选用毒死蜱和吡蚜酮、烯啶虫胺、噻虫嗪混

合使用。防治水稻螟虫、稻纵卷叶螟应选用10％阿维·氟酰胺、40％氯虫·噻虫嗪、20％氯

虫苯甲酰胺等。(2)防治纹枯病和稻曲病选用己唑醇、井冈·己唑醇、20％苯甲·丙环唑、

75％肟菌·戊唑醇、24％噻呋酰胺、32.5％苯甲·嘧菌酯等。防治稻瘟病选用40％稻瘟灵、

2％春雷霉素、75％三环唑等。(3)防治稻田杂草：为避免除草剂残留影响烤烟生长，应选用

残留期短、不含二氯喹啉酸为主要成分的除草剂。各用途的药剂剂量不得超标出推荐标准。

[0067] 3.3冬种绿肥紫云英种植利用：

[0068] 3.3.1紫云英种子处理。处理程序包括晒种、擦种、盐水洗种、浸种等。在播种前1～

2天将紫云英种子在阳光下暴晒半天，以提高种子的活力。将种子和细沙按照2∶1的比例拌

匀后搓揉至种皮表面蜡质层擦去洗净粘质。初次种植紫云英的田块需要接种根瘤菌，首先

是将根瘤菌剂配成水溶液，使其能吸附在种子上。用温水浸过的种子要晾干后再接菌。紫云

英每667m2的用种量需200～300g根瘤菌菌剂。

[0069] 3.3.2紫云英播种。在水稻灌浆或稻穗勾头时，撒播种子用量为3～4kg/667m2，种

植新区用种量应高于种植老区。一般紫云英与晚稻共生期在20～25天。稻茬保留高度15～

20cm，有利于紫云英保墒和越冬。播种时应保持田面湿润或有1～2cm的薄水层。粘重土壤在

播种后应适当晒田，达到土软而不烂。

[0070] 3.3.3紫云英田间管理。(1)科学施肥。安徽紫云英施用过磷酸钙做磷肥，磷肥使用

量过磷酸钙20kg/667m2。在紫云英第一片真叶期施用尿素1～1.5kg/667m2促进根瘤的形成

和紫云英生长。2月中旬到3月上旬紫云英开始旺盛生长时用尿素2.5～5kg/667m2。还可以

在11月中旬及紫云英第‑片真叶出现时或割稻时使用少量钾肥(3～5kg/667m2)。在12月上

中旬，每667m2施土杂肥400～500kg，加过磷酸钙25～30kg，以增强抗寒能力，减轻冻害。(2)

覆草保苗。水稻收获后，进行稻草覆盖、抗旱、防渍、防冻等措施保苗。灌溉条件差的田块，在

割稻后趁田土湿润时撒下‑薄层稻秸秆(薄到能透光)遮盖幼苗。紫云英出现紫红色弱苗，应

迅速灌水，并追施磷肥。(3)抗旱防渍。视幼苗长势和土壤墒情及时灌排水。以地面无积水，

又不长期过白(土壤含水量18～25％)为原则。(4)病虫害防治。菌核病用0.1％多菌灵或托

布津喷雾防治。白粉病化学防治方法是用1000倍托布津进行喷雾。蚜虫防治方法是每667m2

用25％的抗蚜喷雾。蓟马的防治方法是每667m2用25％的抗蚜喷雾防治。

[0071] 3.3.4紫云英掩青利用。作基肥使用的紫云英适宜在盛花期原位翻压，在接茬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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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前7～10天掩青紫云英鲜草，用量不宜超过1500kg/667m2，采取深耕翻深干耕沤田方

式，翻压深度15cm左右。干耕可利用圆盘犁或反转旋耕机进行，耕深15cm左右，3～5天后待

犁垡晒白，即灌浅水耙田。播种前用石灰40～50kg/667m2调节土壤酸碱度。

[0072] 4.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水稻：

[0073] 4.1春播鲜食玉米种植：

[0074] 4.1.1选择种植区。鲜食玉米种植田块与其他类型玉米应做好时间或空间隔离。空

间隔离400m以上，可选取障碍物遮挡，如树林、建筑物等。

[0075] 4.1 .2施肥起垄。底肥以农家肥为主，重施底肥，提早追肥，氮、磷、钾配合使用。施

农家肥做底肥1000～1500kg/667m2、复合肥30～40kg/667m2或玉米专用肥30kg/667m2做基

肥。大田开沟成小高畦，沟深20～25cm，畦面宽2.0m。

[0076] 4.1 .3适时播种。播种时间以4月中、下旬为宜，最迟不超过5月1日。在在畦面上点

播鲜食玉米，行距60cm，株距25～30cm，每畦种4行，邻畦两行行距也为60cm。播种深度4～

5cm，每穴2～3粒饱满种子，用种量2kg/667m2。玉米定苗时每穴留单株，出现无苗空穴时，在

空穴两侧皆留双株，留株量约4000～4200株/667m2。

[0077] 4.1.4田间管理。注意浇好拔节水、孕穗水和灌浆水。苗期切忌水淹，提前做好开沟

排水工作。10～12叶片前每667m2追复合肥25kg和尿素10kg，并结合中耕除草。处理苗期杂

草使用除草剂苞卫(主要成分为苯吡唑草酮，5ml/袋，助剂60ml/瓶)处理，每次用量为1瓶/

667m2，防治田间害虫使用苦参碱(200ml/瓶)，每次用量为2瓶/667m2，使用克明特(100ml/

瓶)，每次用量为0.5瓶/667m2。4.1.5适时收获。授粉后20～23天，花丝变黑时应及时收获，

以指掐中部籽粒能出现少量白浆为适宜采收标准。

[0078] 4.1.6鲜秸秆绿肥利用。鲜食玉米采收结束后，将鲜玉米秸秆机械旋切成长度低于

10cm的碎段，按推荐剂量喷洒适量秸秆腐熟剂，再次翻耕后引水漫灌形成水田，利用高温促

进秸秆腐解还田。

[0079] 4.2玉米后茬单季晚稻(技术同3.2)。

[0080] 5.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

[0081] 5.1春季烤烟种植(技术同4.1)

[0082] 5.2烤烟后茬鲜食玉米：

[0083] 5.2.1种前准备。烤烟后茬鲜食玉米种植，田块选择应注意与普通玉米实现有效时

空隔离，普通隔离400m以上或错开扬花授粉时间。玉米播种前进行烟垄人工除草。

[0084] 5.2.2玉米播种。播种时间选择在烤烟上部叶最后一次采收前。在垄侧腰的中上部

的两侧播种玉米，用种量2kg/667m2，株距25～30cm，每穴2～3颗饱满种子。烤烟采收结束时

尽早拔除烟竿。玉米4叶期间苗、6叶期定苗，缺株穴的两侧各留双株，密度为4000～4200株/

667m2。

[0085] 5.2.3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注意浇好拔节水、孕穗水和灌浆水。台风季节雨水较多，

需做好烟田开沟排水工作。烟后鲜食玉米利用烟垄余肥为基肥，拔节前每667m2追复合肥

20kg和尿素15kg。

[0086] 5 .2 .4病虫草害防治。处理苗期杂草使用除草剂苞卫(主要成分为苯吡唑草酮，

5ml/袋，助剂60ml/瓶)，每次用量为1瓶/667m2，防治田间害虫使用苦参碱(200ml/瓶)每次

用量为2瓶/667m2、克明特(100ml/瓶)每次用量为0.5瓶/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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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5.2.5及时收获。授粉后20～23天，花丝变黑时应及时采收，以指掐中部籽粒能出

现少量白浆为适宜采收标准。此阶段气温较低，采收时应根据气温选择适合采收时间，采收

期较春播可适当延长。

[0088] 5.2.6鲜秸秆绿肥利用。鲜食玉米采收结束后，将鲜玉米秸秆机械旋切成长度低于

10cm的碎段，按推荐剂量喷洒适量秸秆腐熟剂，再次翻耕后引水漫灌形成水田。此时环境温

度较低，可放宽腐解时间至次年翻地晒垡。

[0089] 本发明公布的种植技术中，烤烟、水稻、玉米、绿肥各作物实现了合理的轮作种植，

利用紫云英和鲜玉米秸秆作为绿肥，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有效实现了植烟土壤的养用

结合，提高年度农业综合总产值。

[0090] 下面结合积极效果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91] 本发明提出了轮作种植模式，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肥，第二年依次种植

鲜食玉米‑水稻，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耕作周期。

[0092] 选择了早熟晚稻品种结合育秧移栽技术，缩短水稻大田存留期。

[0093] 晚播早熟型的鲜食玉米为前茬绿肥创造有效生育时间，积累绿肥生物总量。

[0094] 鲜食玉米秸秆作为绿肥连续多年还田增加烟田有机质投入。

[0095] 本发明提出了三年一周期的烟、粮、肥轮作模式以及衍生的轮作方法。轮作模式下

的“三段式”绿肥增量还田技术。紧凑型烟、粮、肥一体化种植方法。各作物按照最节省田间

生育期的种植技术依次接茬种植。

[0096] 安徽烟区的晚稻‑紫云英‑春季鲜食玉米接茬种植方法

[0097] 本发明为安徽烟区提供有效合理的轮作种植模式，第一年依次种植烤烟‑水稻‑绿

肥，第二年依次种植鲜食玉米‑水稻，第三年依次种植烤烟‑鲜食玉米。每三年为1个耕作周

期。

[0098] 本发明选择早熟晚稻品种结合育秧移栽技术，缩短水稻大田生育期，为绿肥秋季

生长提供时间，以便绿肥达到可以安全越冬的生长发育阶段。

[0099] 本发明选择晚播早熟型的鲜食玉米，为前茬绿肥创造有效生育时间，积累绿肥生

物总量。

[0100] 本发明鲜食玉米秸秆作为绿肥连续多年还田，持续改良土壤理化性质，也解决种

植水稻产的生秸秆利用率低，焚烧带来的环境问题。

[0101] 本发明鲜食玉米相比普通玉米的主要优势在于：(1)生长周期短，全生育期80天左

右(春、秋季由于生育期有效积温不同有差异)，春播鲜食玉米通过春季晚播操作，既为前茬

绿肥生长腾出有效生育期至4月中旬，又不影响晚稻生育期7月中旬至11月底。(2)鲜食玉米

是畅销食品，市场需求量大，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可观。(3)鲜食玉米秸秆含水量高，营养丰

富，鲜重高且易于还田腐解。因此选择鲜食玉米作为茬口，普通玉米无以上优势(图2，图中：

A：鲜食玉米正常采收期的秸秆皆为鲜活状态；B：普通玉米正常采收期的秸秆为失水的枯焦

状态。普通玉米的秸秆不利于快速腐解还田)。

[010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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