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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玉米种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步骤一、施加底肥并整地，步骤二、挑选玉

米种子，并进行包衣处理；步骤三、打孔播种，且

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待种子发芽后，对

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步骤四、玉米

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

长到6～8叶时，进行筛苗，筛苗后4～6天，使用开

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并使泥土覆盖复

合肥，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

在玉米的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喷洒

叶面肥后6～8天喷洒杀虫剂；步骤五、在玉米成

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本发明的玉米种植方法

具有种子发芽率高，减小玉米的患病率，提高肥

料利用率，避免肥料流失，产量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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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00～600kg/亩，再使用

深耕机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并将种子放入超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

度为24～28℃，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20分钟，处理完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65cm，相邻孔间距为

25～30cm，播种深度为4～6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

子发芽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6cm；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叶时，进行筛苗，

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的玉米

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6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并使泥

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25～30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米

的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15～30kg水混合液，叶

面肥喷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8天喷洒杀虫剂；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步骤一中底肥以重量份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280～300份，草木灰15～

20份，碳酸氢铵6～8份，凹凸棒粘土粉12～15份，硅藻土10～15份，保水剂6～10份，生根粉4

～6份，吲哚丁酸钾3～5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

步骤二中种子的包衣处理包括以下步骤：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将

玉米种子放入恒温超声种子处理机中，处理完成后，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0～25分钟，

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束后风干；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2～4分，吲哚乙酸1～3份，啶菌恶唑2～5份，硫

酸锌6～8份，硼酸6～8份，微生物菌剂3～5份，纯净水35～40份，颜料1～2份；

所述开沟机包括：

支撑板，其两端部设置有高度可调节的滚轮，所述支撑板下端面上依次设置旋耕机构

和覆土机构，所述旋耕机构外侧设置有档罩，所述支撑板上端面设置有减震垫，所述减震垫

上依次设置有柴油机，减速器，放肥机构，用于存储复合肥的存储腔，所述柴油机输出轴上

固定连接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与旋耕机构连接，所述皮带轮还通过第二皮

带与减速器连接，所述减速器通过第三皮带与放肥机构连接，所述存储腔上设置有导管，所

述导管与放肥机构相接触，所述导管包括与存储腔连接的橡胶软管和与橡胶软管连接有的

波纹管，所述减震垫包括与支撑板固定连接的橡胶垫和位于橡胶垫上端面的固定铁板，所

述柴油机，减速器，放肥机构上方还设置有保护外壳，所述保护外壳上开设有散热孔；

所述覆土机构包括两块相互对称焊接的导向板，两块导向板之间设置有加强筋，所述

加强筋上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端部与支撑板的下端面固定焊接，所述

导向板后端的顶部为突出的弧形面，所述导向板上倾斜焊接有导向片，所述导向片一端位

于导向板前端的底部，所述导向片另一端位于弧形面的底部，所述导向板顶端还设置有挡

片；

所述放肥机构包括：固定焊接在减震垫上的第一固定杆，其上可转动连接有凸轮，所述

凸轮通过第三皮带与减速器连接，转动杆，其通过销轴可转动连接在减震垫上，所述转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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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通过弹簧与第一固定杆连接，所述转动杆上连接有轴承，所述轴承与凸轮相互接触，所

述转动杆一端的端部连接有挤压块，所述挤压块相对的位置上设置有顶块，所述橡胶软管

位于挤压块与顶块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

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

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

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

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5～30kg

的水溶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杀虫剂为0.5％甲维盐微乳剂、杀菌

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25％吡唑醚菌酯和水的混合液，

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40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40～50ml的25％吡唑醚菌酯和25～

30kg水溶液。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包括第一滚轮和第二滚

轮，所述第一滚轮上焊接有第一支撑柱，所述第一支撑柱上开设有定位孔，所述第二滚轮上

焊接有第二支撑柱，所述第二支撑柱外通过轴承可转动套设有支撑筒，所述支撑筒上设置

有定位孔，所述第二支撑柱上连接有转向杆，所述转向杆上对称设置有握把，所述第一滚轮

和第二滚轮的高度调节方式为：所述支撑板两端部固定焊接有带定位孔的第一套筒和第二

套筒，所述第一滚轮的第一支撑柱位于第一套筒内，且可以通过螺钉穿过定位孔相互固定，

所述第二滚轮的支撑筒位于第二套筒内，且可以通过螺钉穿过定位孔相互固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耕机构包括“L”型支撑柱，其

端部固定焊接在支撑板的下端面，所述“L”型支撑柱上通过轴承可转动连接有耕地刀盘，所

述耕地刀盘上固定设置有耕地齿，所述耕地刀盘上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一皮

带与柴油机输出轴上的皮带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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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玉米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玉米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玉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占粮食产量的20％，我国的玉米播种面积稳

定在3亿亩，位居世界第二位。玉米在我国农作物生产中位列第二位，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

近年来种植面积也在不断增长，玉米种子的需求量逐年递增。种植所用的种子一部分是上

年自家留做种用的，或者直接从市场上购买，不管是农民上年自家留种用的，还是从市场上

直接购买的种子，都存在发芽率低，发芽后幼苗生长不够健壮的现象，并且，现有技术中的

玉米种植过程中，通常对整块地进行施肥，造成肥料的浪费，采用这种方式，玉米对肥料的

利用率较低，造成肥料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亟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和/或缺陷，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

点。

[0004]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玉米种植方法，包括：

[0005]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00～600kg/  亩，再

使用深耕机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06]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并将种子放入超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

的温度为24～28℃，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20分钟，处理完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

[0007]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65cm，相邻孔间

距为25～30cm，播种深度为4～6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

待种子发芽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6cm；

[0008]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6  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

并使泥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25～30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

在玉米的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15～30kg水混合

液，叶面肥喷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8天喷洒杀虫剂；

[0009]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10] 优选的是，步骤一中底肥以重量份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280～300

份，草木灰15～20份，碳酸氢铵6～8份，凹凸棒粘土粉12～15份，硅藻土10～15份，保水剂6

～10份，生根粉4～6份，吲哚丁酸钾3～5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

[0011] 优选的是，种子的包衣处理包括以下步骤：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

后，将玉米种子放入恒温超声种子处理机中，处理完成后，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0～25

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束后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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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2～4分，吲哚乙酸1～3份，啶菌恶唑2～5

份，硫酸锌6～8份，硼酸6～8份，微生物菌剂3～5份，纯净水35～40  份，颜料1～2份。

[0013] 优选的是，步骤四中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的方式进行

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过喷药器喷

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除草剂为5％

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

液包含200ml的  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5～30kg的水溶液。

[0014] 优选的是，杀虫剂为0.5％甲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

洒0.5％甲维盐微乳剂、25％吡唑醚菌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40ml的

0.5％甲维盐微乳剂、40～50ml的25％吡唑醚菌酯和  25～30kg水溶液。

[0015] 优选的是，所述开沟机包括：

[0016] 支撑板，其两端部设置有高度可调节的滚轮，所述支撑板下端面上依次设置旋耕

机构和覆土机构，所述旋耕机构外侧设置有档罩，所述支撑板上端面设置有有减震垫，所述

减震垫上依次设置有柴油机，减速器，放肥机构，用于存储复合肥的存储腔，所述柴油机输

出轴上固定连接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与旋耕机构连接，所述皮带轮还通过

第二皮带与减速器连接，所述减速器通过第三皮带与放肥机构连接，所述存储腔上设置有

导管，所述导管与放肥机构相接触，所述导管包括与存储腔连接的橡胶软管和与橡胶软管

连接有的波纹管，所述减震垫包括与支撑板固定连接的橡胶垫和位于橡胶垫上端面的固定

铁板，所述柴油机，减速器，放肥机构上方还设置有保护外壳，所述保护外壳上开设有散热

孔。

[0017] 优选的是，所述滚轮包括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所述第一滚轮上焊接有第一支撑

柱，所述第一支撑柱上开设有定位孔，所述第二滚轮上焊接有第二支撑柱，所述第二支撑柱

外通过轴承可转动套设有支撑筒，所述支撑筒上设置有定位孔，所述第二支撑柱上连接有

转向杆，所述转向杆上对称设置有握把，所述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的高度调节方式为：所述

支撑板两端部固定焊接有带定位孔的第一套筒和第二套筒，所述第一滚轮的第一支撑柱位

于第一套筒内，且可以通过螺钉穿过定位孔相互固定，所述第二滚轮的支撑筒位于第二套

筒内，且可以通过螺钉穿过定位孔相互固定。

[0018] 优选的是，所述旋耕机构包括“L”型支撑柱，其端部固定焊接在支撑板的下端面，

所述“L”型支撑柱上通过轴承可转动连接有耕地刀盘，所述耕地刀盘上固定设置有耕地齿，

所述耕地刀盘上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与柴油机输出轴上的皮带轮连

接。

[0019] 优选的是，所述覆土机构包括两块相互对称焊接的导向板，两块导向板之间设置

有加强筋，所述加强筋上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端部与支撑板的下端面

固定焊接，所述导向板后端的顶部为突出的弧形面，所述导向板上倾斜焊接有导向片，所述

导向片一端位于导向板前端的底部，所述导向片另一端位于弧形面的底部，所述导向板顶

端还设置有挡片。

[0020] 优选的是，所述放肥机构包括：固定焊接在减震垫上的第一固定杆，其上可转动连

接有凸轮，所述凸轮通过第三皮带与减速器连接，转动杆，其通过销轴可转动连接在减震垫

上，所述转动杆顶端通过弹簧与第一固定杆连接，所述转动杆上连接有轴承，所述轴承与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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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相互接触，所述转动杆一端的端部连接有挤压块，所述挤压块相对的位置上设置有顶块，

所述橡胶软管位于挤压块与顶块之间。

[0021]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对种子进行筛选、包衣处理，保证种子的质量，促进种子的发芽率，并通过在整

地前施加底肥，并通过深耕机将底肥翻盖到地面以下，在进行玉米种植，保证玉米发芽后，

在汲取玩种子自身的养分后，玉米根系能够从土地中吸收到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促

进根系生长，增强自身的成活率，并减小玉米的患病率。

[0023] 2、在玉米的生长过程中，位于土地表面上的地上茎节会生长出节根，节根会向下

生长并插入到土中汲取养分，因此，在节根插入到土中的前期，将肥了施放在玉米苗旁，并

利用开沟机覆土盖住肥料，避免肥料流失，方便玉米苗吸收，有利于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同

时，通过开沟机形成的沟能够便于在雨季排水，避免积水造成玉米减产，能够保证玉米的产

量，并且能够减少种植人员弯腰的频率。

[0024]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使用开沟机前后对照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装置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装置俯视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第一滚轮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放肥机构局部放大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覆土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33]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诸如“具有”、“包含”以及“包括”术语并不配出一个或多

个其它元件或其组合的存在或添加。

[0034] 本发明提供的玉米种植方法，包括：

[0035]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00～600kg/  亩，再

使用深耕机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36]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并将种子放入超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

的温度为24～28℃，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20分钟，处理完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

[0037]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65cm，相邻孔间

距为25～30cm，播种深度为4～6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

待种子发芽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6cm；

[0038]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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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6  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

并使泥土覆盖复合肥，如图1所示，每亩施复合肥25～30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

玉米浇水，在玉米的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  15～

30kg水混合液，叶面肥喷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8天喷洒杀虫剂；

[0039]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4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一中底肥以重量份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

280～300份，草木灰15～20份，碳酸氢铵6～8份，凹凸棒粘土粉  12～15份，硅藻土10～15

份，保水剂6～10份，生根粉4～6份，吲哚丁酸钾3～5  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

[004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种子的包衣处理包括以下步骤：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

玉米种子后，将玉米种子放入恒温超声种子处理机中，处理完成后，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

泡20～25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束后风干；

[0042]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2～4分，吲哚乙酸1～3份，啶菌恶唑2～5

份，硫酸锌6～8份，硼酸6～8份，微生物菌剂3～5份，纯净水35～40  份，颜料1～2份。

[004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四中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的

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过

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除

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液，

其中，混合液包含  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5～30kg的水溶液。

[004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杀虫剂为0.5％甲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

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25％吡唑醚菌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

40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40～50ml的25％吡唑醚菌酯和25～30kg水溶液。

[004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如图2‑7所示，所述开沟机包括：

[0046] 支撑板1，其两端部设置有高度可调节的滚轮2，所述支撑板1下端面上依次设置旋

耕机构3和覆土机构4，所述旋耕机构3外侧设置有档罩5，所述支撑板1上端面设置有有减震

垫11，所述减震垫11上依次设置有柴油机6，减速器7，放肥机构8，用于存储复合肥的存储腔

9，所述柴油机6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皮带轮61，所述皮带轮61通过第一皮带611与旋耕机构

3连接，所述皮带轮61还通过第二皮带612与减速器7连接，所述减速器7通过第三皮带71与

放肥机构8连接，所述存储腔9上设置有导管91，所述导管91与放肥机构8相接触，所述导管

91包括与存储腔9连接的橡胶软管911和与橡胶软管911连接有的波纹管912，所述减震垫11

包括与支撑板1固定连接的橡胶垫111和位于橡胶垫111上端面的固定铁板112，所述柴油机

6，减速器  7，放肥机构8上方还设置有保护外壳12，所述保护外壳12上开设有散热孔  121。

[0047] 工作原理：需要进行施肥和耕地开沟时，将开沟机推到预定的位置，在存储腔内倒

入复合肥，通过调节滚轮的高度，使得旋耕机构接触土面，打开柴油机，使得柴油机开始工

作，柴油机工作时，带动皮带轮转动，使得旋耕机构在第一皮带的带动下旋转，旋耕机构旋

转，将土面刨松，并且会产生向前的推力，同时，在人工的配合下，使得开沟机向前运动，并

且柴油机工作带动第二皮带旋转，使得减速器工作，减速器上的第三皮带带动放肥机构工

作，进行间歇式放肥，使得复合肥通过导管被施放在玉米苗旁，并且覆土装置随开沟机向前

运动的过程中，挤压经过旋耕机构刨松的泥土，使得泥土随覆土机构运动到土面以上，将肥

料盖住，减少复合肥的挥发，同时保证玉米插根后能够较好的吸收复合肥内的养分。其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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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减震垫能够减少柴油机，减速器，放肥机构的震动，对装置起到保护作用；设置的档罩

为弧形，能够罩住旋耕机构，避免松土过程中泥土飞溅，设置的保护外壳能够将柴油机，减

速器，放肥机构罩住，避免灰尘的污染，散热孔能够散发柴油机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将导管

设置为橡胶软管和波纹管，方便在施肥过程中，通过改变波纹管的形状，实现更加精准的施

肥。

[004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滚轮2包括第一滚轮21和第二滚轮22，所述第一滚轮21上

焊接有第一支撑柱211，所述第一支撑柱211上开设有定位孔  201，所述第二滚轮22上焊接

有第二支撑柱221，所述第二支撑柱221外通过轴承可转动套设有支撑筒222，所述支撑筒上

设置有定位孔(未示出)，所述第二支撑柱221上连接有转向杆23，所述转向杆23上对称设置

有握把  231，所述第一滚轮21和第二滚轮22的高度调节方式为：所述支撑板1两端部固定焊

接有带定位孔的第一套筒13和第二套筒14，所述第一滚轮21的第一支撑柱211位于第一套

筒13内，且可以通过螺钉131穿过定位孔201相互固定，所述第二滚轮22的支撑筒222位于第

二套筒14内，且可以通过螺钉穿过定位孔相互固定。采用这种方式，滚轮的高度设置为可以

调节，方便在公路上移动时，调高装置与地面的高度，避免旋耕机构和覆土机构接触地面，

造成损坏；并且通过第二支撑柱上设置的转向杆，实现装置的转向，方便及时调整行进的角

度。

[004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旋耕机构3包括“L”型支撑柱31，其端部固定焊接在支撑

板1的下端面，所述“L”型支撑柱31上通过轴承可转动连接有耕地刀盘32，所述耕地刀盘32

上固定设置有耕地齿321，所述耕地刀盘  32上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一皮带611

与柴油机6输出轴上的皮带轮连接。采用这种方式，通过“L”型支撑柱支撑旋耕机构，能够提

供较好的支撑力，且方便旋耕机构与第一皮带相连接。

[005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覆土机构4包括两块相互对称焊接的导向板41，两块导向

板41之间设置有加强筋401，所述加强筋401上通过螺钉(未示出)  固定连接有连接杆402，

所述连接杆402端部与支撑板1的下端面固定焊接，所述导向板41后端的顶部为突出的弧形

面411，所述导向板41上倾斜焊接有导向片412，所述导向片412一端位于导向板41前端的底

部，所述导向片  412另一端位于弧形面411的底部，所述导向板41顶端还设置有挡片413。采

用这种方式，设置的覆土机构用于将旋耕机构刨松的泥土运输到土面以上，因此，将采用两

块相互对称焊接的导向板，并且在两块导向板之间设置加强筋，增强导向板得结构强度，同

时，在导向板上倾斜焊接导向片，使得倾斜设置的导向片将泥土抬高，经过弧形面后，被输

送到土面上，设置在导向板顶端的挡片能够避免泥土被抬高后，从导向板上滚落，保证覆土

机构的效率，提升覆土的效果。

[005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放肥机构8包括：固定焊接在减震垫11上的第一固定杆

81，其上可转动连接有凸轮811，所述凸轮811通过第三皮带71与减速器7连接；转动杆82，其

通过销轴(未示出)可转动连接在减震垫11  上，所述转动杆82顶端通过弹簧801与第一固定

杆81连接，所述转动杆82  上连接有轴承821，所述轴承821与凸轮811相互接触，所述转动杆

82一端的端部连接有挤压块822，所述挤压块822相对的位置上设置有顶块83，所述橡胶软

管911位于挤压块822与顶块83之间。采用这种方式，顶块固定在减震垫上，在旋耕机构运动

的过程中，放肥机构同步工作，减速器进行减速后，通过第三皮带将动力传输给凸轮，使得

凸轮旋转，并且，转动杆上的弹簧的拉力使得轴承与凸轮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轴承随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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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在凸轮旋转的过程中，凸轮的凸起面将转动杆向靠近顶块的方向挤压，使得挤压块靠

近顶块，从而挤压位于挤压块和顶块之间的橡胶软管，使得橡胶软管封闭，阻断复合肥的流

动路径，当凸轮继续旋转，凹面与轴承相接触时，在弹簧的拉力作用下，挤压块随转动杆运

动，远离顶块，从而打开复合肥的移动路径，使得复合肥通过自身的重力和开沟机工作时产

生的振动，能够从橡胶软管内流出，经过波纹管后掉落在土面上，并被覆土机构翻起的泥土

进行覆盖，保证复合肥不会蒸发流失。

[0052] 实施例1：

[0053] 一种利用上述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00kg/亩，以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280份，草木灰15份，碳酸氢铵6份，凹凸棒粘土粉12

份，硅藻土10份，保水剂6份，生根粉4份，吲哚丁酸钾3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再使用深耕机

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55]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并将种子放入超

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度为24℃，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分钟，处理完

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0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

束后风干；

[0056]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2分，吲哚乙酸1份，啶菌恶唑2份，硫酸锌6

份，硼酸6份，微生物菌剂3份，纯净水35份，颜料1份；

[0057]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cm，相邻孔间距为

25cm，播种深度为4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子发芽

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cm；

[0058]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并使

泥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  25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米的

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15kg水混合液，叶面肥喷

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天喷洒杀虫剂，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

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

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

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

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5kg的水溶液，杀虫剂为0.5％甲

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  25％吡唑醚菌

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40ml的25％吡唑醚菌酯

和25kg水溶液；

[0059]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60] 实施例2：

[0061] 一种利用上述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50kg/亩，以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290份，草木灰18份，碳酸氢铵7份，凹凸棒粘土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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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硅藻土13份，保水剂8份，生根粉5份，吲哚丁酸钾4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再使用深耕机

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63]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并将种子放入超

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度为26℃，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8分钟，处理完

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3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

束后风干；

[0064]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3分，吲哚乙酸2份，啶菌恶唑4份，硫酸锌7

份，硼酸7份，微生物菌剂4份，纯净水37份，颜料1份；

[0065]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60cm，相邻孔间距为

27cm，播种深度为5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子发芽

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5cm；

[0066]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5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并使

泥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  28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米的

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22kg水混合液，叶面肥喷

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7天喷洒杀虫剂，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

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

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

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

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8kg的水溶液，杀虫剂为0.5％甲

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  25％吡唑醚菌

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5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45ml的25％吡唑醚菌酯

和28kg水溶液；

[0067]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68] 实施例3：

[0069] 一种利用上述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0]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600kg/亩，以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300份，草木灰20份，碳酸氢铵8份，凹凸棒粘土粉15

份，硅藻土15份，保水剂10份，生根粉6份，吲哚丁酸钾5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再使用深耕

机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71]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并将种子放入超

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度为28℃，超声处理的时间为20分钟，处理完

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5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

束后风干；

[0072]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4分，吲哚乙酸3份，啶菌恶唑5份，硫酸锌8

份，硼酸8份，微生物菌剂5份，纯净水40份，颜料2份；

[0073]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65cm，相邻孔间距为

30cm，播种深度为6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子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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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6cm；

[0074]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6  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

并使泥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30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

米的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30kg水混合液，叶面

肥喷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8天喷洒杀虫剂，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

工拔草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

后，通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

其中，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  +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

混合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30kg的水溶液，杀虫剂为 

0.5％甲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25％吡

唑醚菌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40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50ml的25％吡唑

醚菌酯和30kg水溶液；

[0075]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76] 对比例1：

[0077] 一种利用上述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8]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使用深耕机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79]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并将种子放入超

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度为24℃，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分钟，处理完

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0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

束后风干；

[0080]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2分，吲哚乙酸1份，啶菌恶唑2份，硫酸锌6

份，硼酸6份，微生物菌剂3份，纯净水35份，颜料1份；

[0081]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cm，相邻孔间距为

25cm，播种深度为4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子发芽

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cm；

[0082]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并使

泥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  25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米的

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15kg水混合液，叶面肥喷

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天喷洒杀虫剂，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

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

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

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

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5kg的水溶液，杀虫剂为0.5％甲

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  25％吡唑醚菌

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40ml的25％吡唑醚菌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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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5kg水溶液；

[0083]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84] 对比例2：

[0085] 一种利用上述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6]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00kg/亩，以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280份，草木灰15份，碳酸氢铵6份，凹凸棒粘土粉12

份，硅藻土10份，保水剂6份，生根粉4份，吲哚丁酸钾3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再使用深耕机

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87]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并将种子放入超

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度为24℃，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分钟；

[0088]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cm，相邻孔间距为

25cm，播种深度为4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子发芽

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cm；

[0089]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天，使用开沟机对玉米苗施复合肥并开沟，并使

泥土覆盖复合肥，每亩施复合肥  25kg，在玉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米的

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氨基酸叶面肥50ml和15kg水混合液，叶面肥喷

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天喷洒杀虫剂，除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

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

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

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

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25kg的水溶液，杀虫剂为0.5％甲

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  25％吡唑醚菌

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ml的0.5％甲维盐微乳剂、40ml的25％吡唑醚菌酯

和25kg水溶液；

[0090]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91] 对比例3：

[0092] 一种利用上述玉米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3] 步骤一、在玉米种植地的土地表面均匀底肥，底肥的施肥量为500kg/亩，以重量份

计，包括以下原料：经过发酵的沼气渣280份，草木灰15份，碳酸氢铵6份，凹凸棒粘土粉12

份，硅藻土10份，保水剂6份，生根粉4份，吲哚丁酸钾3份，搅拌均匀得到底肥，再使用深耕机

整地，耕地深度为25cm；

[0094] 步骤二、挑选玉米种子，通过风机筛选出质量较高的玉米种子后，并将种子放入超

声波种子处理机进行超声处理，超声处理的温度为24℃，超声处理的时间为15分钟，处理完

成后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将种子放入包衣剂内浸泡20分钟，浸泡过程中搅拌三次，包衣结

束后风干；

[0095] 其中，按重量份计，包衣剂包括：苦参碱2分，吲哚乙酸1份，啶菌恶唑2份，硫酸锌6

份，硼酸6份，微生物菌剂3份，纯净水35份，颜料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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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步骤三、将经过处理的玉米种子进行打孔播种，播种的行距为55cm，相邻孔间距为

25cm，播种深度为4cm，且每一个孔中放置3粒玉米种子，并且在孔上覆盖松土，待种子发芽

后，对未发芽的孔补种2～3粒玉米种子，播种深度为4cm；

[0097] 步骤四、玉米种子发芽后，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当玉米苗生长到6～8 叶时，进行

筛苗，即孔内的玉米苗大于三株，则拔除长势最弱的玉米苗，使得玉米苗保持在两株，孔内

的玉米苗为一株或两株，则不筛苗，筛苗后4天，在土地表面施肥，每亩施复合肥25kg，在玉

米苗生长到12～14叶时，对玉米浇水，在玉米的灌浆期喷洒氨基酸叶面肥并浇水，每亩喷洒

氨基酸叶面肥50ml  和15kg水混合液，叶面肥喷洒的量为喷洒叶面肥后6天喷洒杀虫剂，除

草的过程为：玉米处在幼苗期时，采用人工拔草的方式进行除草，避免使用除草剂，对玉米

幼苗造成损伤；在玉米株干生长较为强壮后，通过喷药器喷洒除草剂，且在喷洒的过程中，

应避免直接喷洒在玉米杆和玉米叶面上，其中，除草剂为5％硝磺草酮+20％莠去津，且每一

亩喷洒5％硝磺草酮+20％莠去津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包含200ml的5％硝磺草酮+

20％莠去津和25kg 的水溶液，杀虫剂为0.5％甲维盐微乳剂、杀菌剂为25％吡唑醚菌酯，且

每一亩喷洒0.5％甲维盐微乳剂、25％吡唑醚菌酯和水的混合液，其中，混合液中包含30ml

的0.5％甲维盐微乳剂、40ml的25％吡唑醚菌酯和25kg水溶液；

[0098] 步骤五、在玉米成熟后，对玉米进行采收。

[0099] 在种植过程中，记录玉米的出芽率，各个时期的发病率，并且采收后对玉米进行称

重，得到产量，如表1的数据：

[0100] 表1

[0101]   发芽率(％) 发病率(％) 产量(kg/亩) 

实施例1 97.8 9.8 814 

实施例2 98.1 9.4 827 

实施例3 97.7 9.7 819 

对比例1 97.4 9.6 784 

对比例2 94.7 9.6 726 

对比例3 97.8 10.7 709 

[0102] 其中，发病率为玉米各生长期病虫率和植物病率的总和，统计时，进行抽样统计，

[0103] 根据表1的数据，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1可以得出，在玉米种植前喷洒底肥，能够

提升玉米的发芽率和玉米的产量，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2可以得出，在种植玉米前，对玉米

种子进行包衣处理，能够提升玉米的发芽率；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3可以得出，在种植玉米

时，通过开沟机施加复合肥并开沟，能够能够减少玉米的发病率同时提升玉米产量。

[0104] 这里说明的设备数量和处理规模是用来简化本发明的说明的。对本发明的一种玉

米种植方法的应用、修改和变化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0105]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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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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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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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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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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