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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水稻种植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

种子用咪酰胺药液或恶苗灵浸种，洗净后再清水

浸种；秧田在翻耕前施腐熟有机肥和三元复合肥

做基肥，带水翻耕耙平；播前做畦，四周开围沟；

根据前茬油菜收获情况和适栽秧龄来确定播种

期进行播种；播后覆膜保温，三叶一心以后进行

炼苗；大田准备：油油菜成熟后，油菜及时联合机

收秸秆粉碎全量还田，浅水灌溉，次日施基肥后

旋耕；抛秧后施肥。本发明同时施用石灰改良田

间环境，不影响后期早稻的正常生长，减少了前

茬秸秆在田间的焚烧或遗弃，并优化了油菜秸秆

还田后施肥用量和方法，不仅省时省力，还具有

环保的优点，不污染环境，保护了人们的身体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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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熟制油菜

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浸种前晒种，清水选种，精选后的种子用咪酰胺药液或恶苗灵浸种，洗净后再

清水浸种；

步骤二，秧田在翻耕前施腐熟有机肥和三元复合肥做基肥，带水翻耕耙平；

步骤三，播前做畦，四周开围沟；

步骤四，采用软盘育秧；

步骤五，根据前茬油菜收获情况和适栽秧龄来确定播种期进行播种，播时用木板挡在

秧盘边上，先播三分之二种子，再将三分之一种子来回补缺；

步骤六，播后覆膜保温，注意秧田排水，保持棚内温度，三叶一心以后进行炼苗；

步骤七，抛秧前打送嫁药，施送嫁肥；

步骤八，大田准备：油油菜成熟后，油菜及时联合机收秸秆粉碎全量还田，每667m2施用

石灰75kg-100kg，浅水灌溉，次日施基肥后旋耕；

步骤九，秧龄在28d内进行抛秧，抛秧后施肥；抛秧密度为杂交稻1.9万蔸/666.7m2；氮肥

按基肥：分蘖肥：穗肥＝6:2:2施用，钾肥按基肥：分蘖肥：穗肥＝6:0:4施用，磷肥做基肥一

次性施用；

步骤十，施分蘖肥后田间保持浅水层，待其自然耗干，再灌水，直至够苗期保持浅水灌

溉，够苗开始搁田，在拔节孕穗时复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秧田选择地势平坦、灌溉方便、运秧便捷、土壤肥沃、背风向阳的稻田，所述稻田按秧大田

比1:15留足秧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软盘采用353孔塑料，塑料软盘规格为60cm×33cm，每666.7m2大田杂交稻准备75个、常规

稻准备90个，厢面每排平行摆放2个软盘，将盘孔压入泥中，软盘正面与厢面平齐，软盘与软

盘之间不留缝隙，用沟中糊泥将盘孔装满。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棚内膜下地表温度控制在35℃以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浅水层深度为3-4cm，浅水灌溉深度为2-3c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复水后，除抽穗扬花期间保有水层外，其他时间均采取浅水勤灌，收割前7d断水。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一浸种前晒种1-2d，清水选种，精选后的种子用25％咪酰胺2000-3000倍药液或35％

的恶苗灵浸种18-24h，洗净晾干后再清水浸种18-24h；

所述步骤二，秧田在翻耕前15d施腐熟有机肥800kg/666.7m2和45％的三元复合肥25kg/

666.7m2做基肥，带水翻耕耙平；45％氮磷钾各含15％；

所述步骤三，播前做畦，畦宽1.4m，沟宽50cm，沟深15cm，四周开围沟，深20c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五根据前茬油菜收获情况和控制秧苗期28d以内来确定播种期进行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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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步骤七，抛秧前2-3d打送嫁药，3-4d施送嫁肥；

所述步骤八，大田准备：油菜成熟后，油菜及时联合机收秸秆粉碎全量还田，每667m2施

用石灰75kg-100kg，浅水灌溉，次日施基肥后旋耕；

所述步骤九，施肥总量为纯氮10kg/666.7m2、氧化钾8kg/666.7m2、五氧化二磷4.5kg/

666.7m2；

所述步骤十，施分蘖肥后田间保持浅水层，待其自然耗干，隔2d再灌水，直至够苗期保

持浅水灌溉，够苗85％时开始搁田，在拔节孕穗时复水；

所述步骤十一，黄熟稻谷达到95％时，进行联合机收，水稻秸秆切碎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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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稻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

秧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秸秆是农作物生产系统中一项重要的生物资源，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同

时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及有机质，目前水稻秸秆还田研究已得到长足发展，而油菜秸秆还

田尚处起步阶段，特别是三熟制栽培模式下油菜秸秆还田鲜有研究。当前“油稻稻”秸秆全

量还田肥料化利用实践中往往出现双季稻秧苗黄化、瘦弱、分蘖力差的现象，最终造成有效

穗少、减产。其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油稻稻”系统中作物茬口紧，秧龄延长，造成秧苗素质

差；二是秸秆的碳氮比较大，腐解时存在微生物与作物争氮、病原菌数量剧增、消耗大量氧

气，氧气不足土壤还原性物质尤其是活性还原性物质的积累增加、作物环境进一步酸化，影

响水稻苗期的生长发育，造成僵苗、植株矮小、分蘖迟缓等现象；三是农民为了节省种子成

本和劳动力，在实际生产中基本苗少，且习惯于提高氮肥施用总量和增加生长前期的氮肥

投入，影响水稻产量和肥料利用率。秧苗秧龄延长、秸秆腐解产生大量有害还原物质、基本

苗少、氮肥施用不合理已成为“油稻稻”秸秆全量还田肥料化利用下双季稻种植面临的主要

问题，因此，急需油菜秸秆还田早稻壮秧、适时抛秧、控酸调氮等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

秧栽培方法。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5] 步骤一，浸种前晒种1-2d(增强种子酶活性和吸水能力，提高种子活力)，清水选

种，精选后的种子用25％咪酰胺2000-3000倍药液或35％的恶苗灵浸种18-24h(广谱杀菌，

防治病害)，洗净后再清水浸种18-24h(保证种子充分吸水，促使种子出芽快、齐)；

[0006] 步骤二，秧田在翻耕前15d施腐熟有机肥800kg/666.7m2和45％(氮磷钾各含15％)

的三元复合肥25kg/666.7m2做基肥，带水翻耕耙平；

[0007] 步骤三，播前做畦，畦宽1.4m，沟宽50cm(沟泥育秧)，沟深15cm，四周开围沟，深

20cm；

[0008] 步骤四，采用软盘育秧；

[0009] 步骤五，根据前茬油菜收获情况和控制秧苗期28d以内(秧龄过长，产量无法得到

保证)来确定播种期进行播种，播时用木板等挡在秧盘边上，先播三分之二种子，再将三分

之一种子来回补缺；

[0010] 步骤六，播后覆膜保温，注意秧田排水，保持棚内适宜温度，三叶一心以后进行炼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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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步骤七，抛秧前2-3d打送嫁药(集中管理，节本增效)，3-4d施送嫁肥；

[0012] 步骤八，大田准备：油菜成熟后，油菜及时联合机收秸秆粉碎全量还田，每667m2施

用石灰75kg-100kg(一般“油稻稻”种植模式保证高产稳产的石灰施用量)，浅水灌溉，次日

施基肥后旋耕；

[0013] 步骤九，秧龄在28d以内进行抛秧，抛秧后施肥，施肥总量为纯氮10kg/666.7m2左

右(即：尿素17.4kg/666.7m2)、氧化钾8kg/666.7m2左右(即：氯化钾13.3kg/666.7m2)、五氧

化二磷4.5kg/666.7m2左右(即：钙镁磷肥37.5kg/666.7m2)；

[0014] 步骤十，施分蘖肥后田间保持浅水层，待其自然耗干，隔2d再灌水，直至够苗期保

持浅水灌溉，够苗85％时开始搁田(保证足够有效分蘖，防止过多无效分蘖，避免浪费养分，

同时搁田改善田间环境，利于水稻根系生长，防止倒伏)，在拔节孕穗时复水；

[0015] 步骤十一，黄熟稻谷达到95％时，进行联合机收，水稻秸秆切碎还田。

[0016] 进一步，所述秧田选择地势平坦、灌溉方便、运秧便捷、土壤肥沃、背风向阳的稻

田，所述稻田按秧大田比1:15左右留足秧田。

[0017] 进一步，所述软盘采用353孔塑料，塑料软盘规格为60cm×33cm，每666.7m2大田杂

交稻准备75个左右、常规稻准备90个左右(保证大田基本苗)，厢面每排平行摆放2个软盘，

将盘孔压入泥中，软盘正面与厢面平齐，软盘与软盘之间不留缝隙，用沟中糊泥将盘孔装

满。

[0018] 进一步，所述棚内膜下地表温度控制在35℃以下。

[0019] 进一步，所述抛秧密度为杂交稻1.9万蔸/666.7m2左右，常规稻2.1万蔸/666.7m2左

右。

[0020] 进一步，所述氮肥按基肥：分蘖肥：穗肥＝6:2:2施用，钾肥按基肥：分蘖肥：穗肥＝

6:0:4施用，磷肥做基肥一次性施用。

[0021] 进一步，所述浅水层深度为3-4cm，浅水灌溉深度为2-3cm。

[0022] 进一步，所述复水后，除抽穗扬花期间保有水层外，其他时间均采取浅水勤灌，收

割前7d左右断水。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

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公开了三熟制油菜秸秆还田相关技术方法，本方法处理了油菜

秸秆，同时施用石灰改良田间环境，不影响后期早稻的正常生长，减少了前茬秸秆在田间的

焚烧或遗弃，并优化了油菜秸秆还田后施肥用量和方法，不仅省时省力，还具有环保的优

点，不污染环境，保护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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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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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

秧栽培方法，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描述。

[002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三熟制油菜秸秆全量还田后早稻抛秧栽培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28] S101：浸种前晒种1-2d，清水选种，精选后的种子用25％咪酰胺2000-3000倍药液

或35％的恶苗灵浸种18-24h，洗净晾干后再清水浸种18-24h；

[0029] S102：秧田在翻耕前15d施腐熟有机肥800kg/666.7m2和45％(氮磷钾各含15％)的

三元复合肥25kg/666.7m2做基肥，带水翻耕耙平；

[0030] S103：播前做畦，畦宽1.4m，沟宽50cm(沟泥育秧)，沟深15cm，四周开围沟，深20cm；

[0031] S104：采用软盘育秧；

[0032] S105：根据前茬油菜收获情况和控制秧苗期28d以内来确定播种期进行播种，播时

用木板等挡在秧盘边上，先播三分之二种子，再将三分之一种子来回补缺；

[0033] S106：播后覆膜保温，注意秧田排水，保持棚内适宜温度，三叶一心以后进行炼苗；

[0034] S107：抛秧前2-3d打送嫁药，3-4d施送嫁肥；

[0035] S108：大田准备：油菜成熟后，油菜及时联合机收秸秆粉碎全量还田，每667m2施用

石灰75kg-100kg，浅水灌溉，次日施基肥后旋耕；

[0036] S109：秧龄在28d以内进行抛秧，抛秧后施肥，施肥总量为纯氮10kg/666.7m2左右

(即：尿素17.4kg/666.7m2)、氧化钾8kg/666.7m2左右(即：氯化钾13.3kg/666.7m2)、五氧化

二磷4.5kg/666.7m2左右(即：钙镁磷肥37.5kg/666.7m2)；

[0037] S110：施分蘖肥后田间保持浅水层，待其自然耗干，隔2d再灌水，直至够苗期保持

浅水灌溉，够苗85％时开始搁田，在拔节孕穗时复水；

[0038] S111：黄熟稻谷达到95％时，进行联合机收，水稻秸秆切碎还田。

[0039] 优选的，秧田选择地势平坦、灌溉方便、运秧便捷、土壤肥沃、背风向阳的稻田，稻

田按秧大田比1:15左右留足秧田。

[0040] 优选的，软盘采用353孔塑料，塑料软盘规格为60cm×33cm，每666.7m2大田杂交稻

准备75个左右、常规稻准备90个左右，厢面每排平行摆放2个软盘，将盘孔压入泥中，软盘正

面与厢面平齐，软盘与软盘之间不留缝隙，用沟中糊泥将盘孔装满。

[0041] 优选的，棚内膜下地表温度控制在35℃以下。

[0042] 优选的，抛秧密度为杂交稻1.9万蔸/666.7m2左右，常规稻2.1万蔸/666.7m2左右。

[0043] 优选的，氮肥按基肥：分蘖肥：穗肥＝6:2:2施用，钾肥按基肥：分蘖肥：穗肥＝6:0:

4施用，磷肥做基肥一次性施用。

[0044] 优选的，浅水层深度为3-4cm，浅水灌溉深度为2-3cm。

[0045] 优选的，复水后，除抽穗扬花期间保有水层外，其他时间均采取浅水勤灌，收割前

7d左右断水。

[0046] (1)油菜秸秆还田施用石灰秸秆腐解规律和对早稻产量形成的影响

[0047] 单施石灰显著提高早稻产量6.36％，秸秆还田早稻产量提高0.77％，石灰与秸秆

还田下早稻产量提高12.65％，显著高于单施石灰和秸秆还田。从产量构成来看，石灰与秸

秆还田互作处理显著提高早稻有效穗数，相关分析表明，早稻有效穗数与产量呈极显著性

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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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秸秆还田后秸秆累计腐解量、氮累计释放量、磷累计释放量、钾累计释放量均在秸

秆还田14d已达较高水平，腐解速率和释放速率呈前期快后期慢的规律。增施石灰加快秸秆

前期秸秆累计腐解量和氮累计释放量，对磷累计释放量和钾累计释放量影响不大。

[0049] 增施石灰处理提高早稻各时期土壤pH值，秸秆还田增加土壤速效钾和土壤有效

磷，但施用石灰一定程度降低土壤速效钾和土壤有效磷，秸秆还田和增施石灰处理增加早

稻各时期土壤有机质、土壤碱解氮含量，同时促进早稻氮、磷、钾吸收。石灰(L)和稻草还田

(S)对早稻产量及其构成的影响

[0050]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0051] (2)油菜秸秆还田不同施氮量对早稻产量形成的影响

[0052] 油-稻-稻三熟制油菜秸秆还田条件下，适宜施氮量有利于早稻分蘖成穗，灌浆期

维持较高的叶面积指数、光合势和干物质积累量，同步增加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和保持较多

的每穗粒数，从而协同扩大总库容量。在施氮量为165kg/hm2时早稻即可达到较高产量，同

时维持较高的氮素吸收利用率。基于线性加平台模型拟合得出最佳施氮量为158kg/hm2，产

量潜力达8250kg/hm2。

[0053] 施氮量对早稻产量及其构成的影响

[0054]

[0055]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差异显著；*，**表示显著或极显著相关。下同。

[0056] (3)油稻稻秸秆还田下氮肥运筹对双季稻产量及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

[0057] 在油稻稻三熟秸秆还田条件下，秸秆还田和氮肥运筹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在早稻季

和晚稻季均存在显著的互作效应，而水稻基肥中增施20％氮肥对产量的影响不明显，氮肥2

次施用(即后氮前移)即可实现水稻高产和稳产。秸秆还田并配合氮肥2次施用(后氮前移)

可以满足水稻生育期氮素需求，从而保证水稻正常生长，氮素吸收量能够达到甚至优于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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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处理水平，并明显提高氮肥利用率，增加氮肥用量则不利于氮肥偏生产力的提高。总

之，在油稻稻三熟秸秆还田条件下，氮肥2次施用(后氮前移)即可保证水稻正常生长，实现

水稻高产和稳产，并明显提高氮肥利用率。

[0058] 油稻稻秸秆还田下氮肥运筹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0059]

[0060]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0.05水平差异显著；*，**表示显著或极显著相关。下同。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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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