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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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494708.5

(22)申请日 2018.05.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66881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0.19

(73)专利权人 湖南农业大学

地址 410128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农大路1

号

(72)发明人 陈佳娜　邹应斌　郑华斌　施婉菊　

黄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南兆弘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43008

代理人 江巨鳌

(51)Int.Cl.

A01G 22/22(2018.01)

A01G 9/28(2018.01)

A01G 24/10(2018.01)

A01G 24/15(2018.01)

A01G 24/27(2018.01)

审查员 吴艳艳

 

(54)发明名称

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

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

机插水稻育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育秧场地

选择；2)水肥载体构建；3)秧床铺设；4)播种及后

期管理。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利用粒状、条状或

块状的水肥载体实现水稻育秧过程中调节秧床

的含水量，实现秧床水量充足时控水保水、不足

时及时供水；2)可自由选择育秧场地、育秧方式，

克服传统育秧方式，包括机插育秧对育秧地点、

秧床操作标准的限制；3)利用水肥载体实现了水

肥同步供给水稻秧苗，结合疏松、透气的盘根层，

有利于秧苗快速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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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秧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保水材料作

为水肥载体构建固定的秧床，在保水材料上覆盖隔离层，在隔离层上铺设作为苗床的基质

层进行播种，隔离层将苗床与秧床分离隔开，阻隔后期秧苗根系向底床生长，并用木条或塑

料条在苗床分隔出所需大小的小秧厢；在基质层上进行播种和后期管理；所述的水肥栽体

构建的秧床是将保水材料与营养复配剂按比例进行配比，浇水使营养复配剂完全溶解，并

被锁定在保水材料中；所述的隔离层是无纺布或有孔的塑料或薄膜；按重量比，所述的苗床

的基质层为干细土20-30份，生物炭20-30份，珍珠岩20-30份，发酵的菜籽饼20-3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秧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保水材料为粒状、条状或块状的吸水性树脂、或岩棉、或海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秧方法，其特征在

于：每平方米保水材料施用60～90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秧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播种为：播种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张上，再将已播种

的纸张贴紧在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并在种子上盖0.5cm厚的基质，最后用喷壶洒水，

直至基质和种子全部湿透；所述后期管理为早稻育秧时期气温低，播完种后覆盖薄膜保温，

中稻、晚稻育秧播种后覆盖无纺布，防止暴雨冲刷移动种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秧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营养复配剂，按重量比，NH4H2PO4  16-20份，

(NH4)2SO4  10-14份，KCl  10-14份，CaCl2  5-7份，MgSO4  5-7份，MnSO4  1-2份，ZnSO4  1-2

份，硼砂2-3份，硫磺粉6-10份，有机肥30-3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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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盘育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稻栽培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无

盘育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适龄劳动力的大幅度外出，直接导致农村生产

力的下降，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因此，水稻生产急需引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专业设

施，机械化已成为了现代水稻生产的重要选择。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机

械插秧技术，

[0003] 而育秧是机插秧的第一步。规范化的育秧技术是实现水稻机插秧的关键，塑盘（软

盘或者硬盘）育秧和双膜育秧因其操作简单、可行性好成为目前比较常见的两种机插育秧

方式。但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塑盘（软盘或者硬盘）育秧播种前需要人工摆盘，机插后需要

将专用秧床回收和清洗，需要专用秧床的储藏场地。另外，专用秧床一年仅用1-2次，利用率

低、成本高。与塑盘育秧相比，双膜育秧前期所需材料和投资的成本均较少，但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双膜育秧需要将带土秧苗切割成长方形的秧块，使其能放入插秧机的秧托中，这样

的切割对秧苗有严重的损伤，而且整个过程很耗费时间和劳力。

[0004] 我国基质育秧的载体主要有干细土和淤泥、商品基质、秸秆碎末等。干细土和泥浆

同样作为水稻的育秧床土，是根据其含水量的不同而进行区分的，因此便有了干细土育秧

和泥浆育秧两种不同的育苗方式，干细土和泥浆育秧方法所育的秧苗水稻根系与土壤融合

较好，秧苗机插大田后返青快，育秧效果好，但泥浆育秧需要人工或机器在稻田制作泥浆装

盘，且泥浆制作时要清除石块、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禾蔸、杂草等杂物，清除工作的劳动强度

大，劳力成本高。而干细土育秧，需冬前取稻田耕作层土壤，晾干后将土壤粉碎，筛去石头、

杂草，拌肥料储存，整个取土、晾干、粉碎、筛土、拌肥等过程工序多，劳力成本高，同时需要

专门的储存场所。另外，干细土和泥浆育成的秧块干湿度很难控制，机插前如遇到雨天，则

秧块易烂，如遇高温，则秧块易散，运秧难度增大，栽植后田间空穴率增加。使用商品基质育

秧则较泥浆和干细土方法轻便，能在育秧工厂进行流水线作业，操作比较简便，但育秧基质

的物化成本较高。另外，基质育秧时基质中包含肥料、农药等化学物质，对秧田水分的管理

要求严格，水分过多或者过少均容易造成死苗，而适宜的水分多少又受到温度高低变化的

影响，育秧中常因掌握不好常发生烂秧死苗。秸秆碎末克服了商品基质育秧成本高的缺点，

但配肥、调酸以及病虫害防治难度较大，容易造成伤苗烂秧。

[0005] 不管是塑盘（软盘或者硬盘）育秧还是双膜无盘育秧，也不管是用基质还是泥浆，

上述所有的育秧方法在整个育秧过程均需严格管理水分和肥料，耗时耗力，而且还存在着

因管理不当秧苗出苗不整齐、死苗等的风险。因此，设计一种能自动提供水肥，又不需要秧

床的育秧方法，对于水稻生产节省劳力、降低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0006]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已有机插水稻育秧方法的不足，发明一种基

于水肥一体化的无秧床场地育秧新方法，该育秧方法以保水材料作为水肥的载体，为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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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生长期间提供肥料和水分，可以实现化肥和水资源持续提供。同时用自制的质地适

中、结构疏松、透气性好的无肥基质为苗床。用塑料条在苗床中隔出所需大小的小秧厢。具

有显著的省工、省时、节本、高效、安全的特点。本方法也为机械化工厂化育秧提供技术支

撑。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利用水肥载体构建秧床的机插水稻育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育秧场地选择；2)水肥载体构建；3)秧床铺设；4)播种及后期管理

[0010] 本发明所述的育秧方法需要以下材料：用保水材料作为秧床（盘），保水材料，如岩

棉、吸水性树脂、或海绵等。丙烯酰胺-丙烯酸钾共聚交联物，即交联聚丙烯酰胺、编织布、有

孔薄膜、无纺布、干细土、珍珠岩、生物炭、发酵的菜籽饼作为育秧材料。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育秧场地准备。选择表面硬化的平面作为育秧地，如将秧田整平，排干水使其

硬化，或者直接找平整的水泥地；也可以是工厂化生产中的床架等

[0012] （2）底床准备。在育秧场地上根据需要铺设垫层。如在平整的水稻干秧田面或水泥

地上铺一张宽约100-150  cm的编织布，然后铺上宽约90-140  cm的水肥载体。或者根据工厂

化生产的床架宽度与长度铺设。此底床可反复使用3年以上。

[0013] （3）苗床准备。在底床上铺放保水材料与营养复配剂混合物。如在底床上均匀铺放

营养复配剂60-90克/m2，然后放水，使底床中的岩棉、交联聚丙烯酰胺等吸足水分，此时，水

肥均被锁在底床中的水肥载体上。之后在保水材料上铺一层有孔薄膜＋无纺布，并用塑料

条将苗床分为宽度为22.5或28.0  cm的小秧厢，然后在无纺布上撒2cm厚度左右的基质层。

[0014] （4）播种。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张上，再将已播种的

纸张贴紧在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之后在种子上盖0.5cm的自制基质，最后用喷壶洒

水，直至基质和种子全部湿透。早稻育秧时期气温低，播完种后覆盖薄膜，中稻、晚稻育秧则

无需薄膜。

[0015] 所述水肥栽体构建为将保水材料与营养复配剂按一定比例进行配比，浇水使营养

复配剂完全溶解，并被锁定在保水材料中，优选为每平方保水材料施用60~90g，所述水肥载

体为保水材料；所述保水材料为粒状、条状或块状的吸水性树脂、岩棉、海绵等；

[0016] 所述育秧场地选择，以最少能满足本田所需秧苗的育秧面积即可，优选育秧面积

为20~100m
2。所述育秧场地为以平整、方便搬运秧苗至本田为准，优选为平整的稻田、草地、

水泥地；

[0017] 所述秧床铺设为四层，第一层（底层）为在平整的育秧场地上宽50-200  cm的编织

布层，第二层为宽40-190  cm的水肥载体层，第三层为宽50-200  cm的有孔薄膜＋无纺布层，

第四层为宽40-190  cm的基质层、泥土层、或二者混合物层。所述第四层为用塑料条将苗床

分为宽度为22.5或28.0  cm的小秧厢或根据工厂化生产的要求进行铺设。

[0018] 所述播种及后期管理为播种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

张上，再将已播种的纸张贴紧在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并在种子上盖0.5cm的基质、泥

土、或二者混合物，最后用喷壶洒水，直至基质、泥土、或二者混合物和种子全部湿透。所述

后期管理为早稻育秧时期气温低，播完种后覆盖薄膜，中稻、晚稻育秧则无需薄膜。

[0019] 所述的营养复配剂为，按重量比，NH4H2PO4  16-20份，(NH4)2SO4  10-14份，  KCl  10-

14份，CaCl2  5-7份，MgSO4  5-7份，MnSO4  1-2份，ZnSO4  1-2份，硼砂  2-3份，硫磺粉6-10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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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  30-35份。

[0020] 所述的苗床基质为，按重量比，干细土20-30份，生物炭20-30份，珍珠岩20-30份，

发酵的菜籽饼20-30份。

[0021] 本育秧方法底床中的水肥载体具有极强放吸水性，为整个育秧体系提供了一个水

肥一体化的隐形水库，整个育秧期间无需再往秧田中供水和施肥，而且底床可重复使用，无

需回收，利用率高。在底床上铺一层无纺布，这样，苗床与底床分离隔开，阻隔了后期秧苗根

系向底床生长，用木条或塑料条分隔苗床基质取代塑料软盘或秧床，实现了机插水稻的无

盘育秧，而且自制的基质中含有珍珠岩和生物炭等，结构疏松，透气性好，有利于根系生长。

采用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育秧，不用专用秧床，在育秧时不需要摆盘，插秧后不需要洗盘、

回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成本。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本育秧方法底床中的水肥载体具有极

强放吸水性，为整个育秧体系提供了一个水肥一体化的隐形水肥库，整个育秧期间无需管

水管肥。而且可反复使用，节约成本。（2）苗床中用塑料条将不同小秧厢分开，插秧时只需横

向切割，减少了对秧苗的损害，整个过程较传统的无盘育秧省时省力。

[0023] 本育秧方法对场地没有严格要求，水泥地、草地等平整地块均可育秧。

[00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下述实施例仅用于对本发明的说明，并

不得本发明进行限制。

[0026] 实施例1、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水泥地）育秧试验。

[0027] 2018年在浏阳市永安镇进行了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水泥地）育秧试验。

[0028] 试验于4月20日进行，在一块闲置的水泥地上准备好育秧需要的底床和苗床，然后

直接播种，步骤如下：①在水泥地上铺一张宽约100cm的编织布，然后铺上宽约90cm的水肥

载体。②底床上均匀施自制的营养复配剂75克/m2，然后放水，使底床中的岩棉吸足水分，此

时，水肥均被锁在底床中的水肥载体上。③在吸足水肥的水肥载体上铺一层无纺布，并用塑

料条将苗床隔为宽度为22.5  cm的四等份宽。④在有孔薄膜＋无纺布上撒2cm左右的自制基

质。⑤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张上，再将已播种的纸张贴紧在

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之后盖0.5cm的自制基质，最后用喷壶洒水，直至基质和种子全

部湿透。

[0029] 4月25日调查出苗率为90%，5月5日秧苗已盘根结块，秧苗2.5-2.7叶，苗高15.6厘

米。

[0030] 实施例2、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干田块）育秧试验。

[0031] 2018年在浏阳市永安镇进行了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干田块）育秧试验。

[0032] 试验于4月25日进行，在一块闲置平整的水稻干秧田里准备好育秧需要的底床和

苗床，然后直接播种，步骤如下：①在平整的水稻干秧田面上铺一张宽约100cm的编织布，然

后铺上宽约90cm的水肥载体。②底床上均匀施自制的营养复配剂75克/m2，然后放水，使底

床中的水肥载体吸足水分，此时，水肥均被锁在底床中的水肥载体上。③在吸足水肥的水肥

载体上铺一层无纺布，并用塑料条将苗床隔为宽度为22.5  cm的四等份宽。④在有孔薄膜＋

无纺布上撒2cm左右的自制基质。⑤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张

上，再将已播种的纸张贴紧在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之后盖0.5cm的自制基质，最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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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壶洒水，直至基质和种子全部湿透。

[0033] 5月1日调查出苗率为90%，5月13日秧苗已盘根结块，秧苗2.9-3.1叶，苗高15.9厘

米。

[0034] 实施例3、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水泥地）育秧试验。

[0035] 2018年在湖南省常宁市进行了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水泥地）育秧试验。

[0036] 试验于4月26日进行，在一块闲置的水泥地上准备好育秧需要的底床和苗床，然后

直接播种，步骤如下：①在水泥地上铺一张宽约100cm的编织布，然后铺上宽约90cm的水肥

载体。②底床上均匀施自制的营养复配剂75克/m2，然后放水，使底床中的水肥载体吸足水

分，此时，水肥均被锁在底床中的水肥载体上。③在吸足水肥的岩棉上铺一层无纺布，并用

塑料条将苗床隔为宽度为22.5  cm的四等份宽。④在有孔薄膜＋无纺布上撒2cm左右的自制

基质。⑤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张上，再将已播种的纸张贴紧

在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之后盖0.5cm的自制基质，最后用喷壶洒水，直至基质和种子

全部湿透。

[0037] 4月30日调查出苗率为91%，5月9日秧苗已盘根结块，秧苗2.9-3.1叶，苗高15.8厘

米。

[0038] 实施例4、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干田块）育秧试验。

[0039] 2018年湖南省安仁县进行了机插水稻水肥一体化无盘场地（干田块）育秧试验。

[0040] 试验于4月21日进行，在一块闲置平整的水稻干秧田里准备好育秧需要的底床和

苗床，然后直接播种，步骤如下：①在平整的水稻干秧田面上铺一张宽约100cm的编织布，然

后铺上宽约90cm的水肥载体。②底床上均匀施自制的营养复配剂75克/m2，然后放水，使底

床中的水肥载体吸足水分，此时，水肥均被锁在底床中的水肥载体上。③在吸足水肥的水肥

载体上铺一层无纺布，并用塑料条将苗床隔为宽度为22.5  cm的四等份宽。④在有孔薄膜＋

无纺布上撒2cm左右的自制基质。⑤用水稻印刷播种器将种子用淀粉乳胶固定在芦苇纸张

上，再将已播种的纸张贴紧在苗床，印有种子的一面朝上，之后盖0.5cm的自制基质，最后用

喷壶洒水，直至基质和种子全部湿透。

[0041] 4月26日调查出苗率为90.5%，5月6日秧苗已盘根结块，秧苗2.5-3.1叶，苗高14.9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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