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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

一体化轮作方法，本发明的方法采用同一移栽

机，在一年两熟地区的特定茬口衔接轮作旱栽水

稻钵苗与洋葱，在旱栽水稻与洋葱轮作过程中，

育苗钵盘、移栽机可周年用同一种设备、场地和

机械进行育苗和栽植，实现机械一体化，节约投

资成本，改变了传统的稻麦轮作茬口转换期短，

以及泡田秸秆漂浮等问题，既提高了水稻产量，

又提高了洋葱产值，同时节约大量用水，大大降

低了水稻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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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该方法的旱栽水稻育苗、洋葱育苗

采用同一播种机、育苗盘先后育苗，旱栽水稻、洋葱的栽植时采用同一移栽机进行栽植，包

括步骤如下：

（1）旱栽水稻育苗：于5月15-20号，采用育苗盘进行水稻育苗，育秧期为25-35天，所述

的育苗盘包括盘体、钵体和支撑体，钵体为倒圆台体，钵体位于盘体中；育苗盘的盘体设有

3-6个凹槽，支撑体位于凹槽中，所述钵体上口直径为2.5cm，钵体下底面直径为  2.4cm，钵

体高度为  2cm  ；钵体下底面设有直径  4mm的透水圆孔，育苗盘规格为32*14=448穴/盘，每

穴播3-5粒水稻种；

（2）旱栽水稻育苗管理：在小苗初期浇透水，同时进行喷雾保湿浇水，在苗中后期进行

湿润管理，不干不浇水，后期完全控水，进行旱训练；得到健壮秧苗；

（3）水稻旱栽秧：a、整地，旱栽水稻育苗期间进行整地，撒施基肥后进行旋耕土地，打畦

埂，畦面平整；b、旱栽，整地后于6月中下旬进行水稻旱栽秧，水稻旱栽秧时采用移栽机进

行，调整移栽机的行距、株距以及移栽深度进行旱载水稻；移栽机为全自动洋葱钵苗移栽

机，育苗盘由全自动洋葱钵苗移栽机的送苗机构送到取苗机构，取苗机构将从穴盘中取下

来的秧苗铺放在横向输送带上，然后，投苗机构将输送带上的秧苗投入到鸭嘴式秧苗栽插

机构，由鸭嘴式秧苗栽插机构将秧苗栽入土壤中，随后，由一对倾斜式压实轮将栽入土壤中

的秧苗压实，从而完成水稻的旱田移栽；旱栽水稻的行距为25-30cm，株距为7cm～20cm，深

度为2.5cm～4cm，定植水稻植穴墩数为1.6万～1.7万/亩；

（4）水稻旱栽后6-8小时内灌水后，苗期不进行淹水，干旱后再灌水，灌水的外观指标

为：水稻苗叶片晴天中午卷曲，傍晚时能自动伸展进行灌水，间歇灌溉，干湿交替，以湿润为

主，水稻收获前，于9月上旬，采用步骤（1）的育苗盘进行洋葱育苗，育苗期40～50天；洋葱的

育苗步骤与水稻育苗步骤相同，采用相同的育苗盘进行洋葱育苗，不同的是采用洋葱育苗

的营养土，洋葱每穴的播种粒数为1-2粒；

（5）洋葱育苗管理：当洋葱幼苗达到叶片3～5片，株高15～25厘米，假茎粗0.5～0.7厘

米，为洋葱健壮苗；

（6）整地：水稻于10月中上旬到10月中下旬收获后，水稻秸秆粉碎后全还田，撒施基肥，

然后进行旋耕；水稻秸秆粉碎还田2遍，撒施基肥，然后进行旋耕，旋耕1-3次，旋耕程度：使

洋葱钵苗轻松插到土壤中；

（7）洋葱栽植：整地后于10月中下旬～11月上旬进行洋葱栽植，洋葱栽植时采用步骤

（3）的移栽机进行，采用步骤（1）调整的行距和移栽深度，只调整移栽机株距为8cm～10cm

后，直接应用于洋葱旱栽，旱栽步骤程序按水稻的进行；

（8）洋葱栽植后进行田间管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稻种育苗前经过精选，去芒，置于浸种液中浸种48-72小时，浸种后置于通气性好的器具

上，上盖稻草或者毛巾，控制温度在30-35℃，进行催芽，种子破胸露白即催芽结束；采用粉

粹、过筛、消毒、调配营养后的土作为水稻育苗土，育苗土为壤土或砂壤土，育苗土填装至育

苗盘中，播种、覆土，施水，进行育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得到的健壮秧苗秧苗：叶色翠绿，苗基部扁宽，秧苗均匀；苗高15-25cm，根12-16条，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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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茎叶干重2.0-2.5g；根部盘结牢固，提起不散，盘根带土厚度2.0-2.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水稻旱栽秧时整地，对于粘性土旋耕土地2遍，沙质土壤旋耕1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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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属于农业作物栽培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水稻种植均为水田插秧，插秧方式有人工插秧、人工抛秧、机械插秧和机械

抛秧等。水稻的灌水量比其它旱作物都多,但稻田水分消耗多用在移栽前的水耕整田和水

稻生长期间的棵间蒸发和田间渗透上，其实，它的生理需水并不多，约有1/3至2/3是耕作用

水和生态用水，节水潜力大(肖玉江,1985；巫伯舜等,1985)。旱作水稻生育期灌溉定额在每

公顷3000m3左右即可获得较高产量(朱庭芸,1986)，可以节省大量用水。

[0003] 水稻钵盘机械移栽机为一种旱田水稻栽培机械，与水稻水作栽培模式相比优点表

现在：①水稻机械化旱栽秧的栽培方式适合缺水和习惯旱作的北方地区，节能省水，节约劳

动力，能稳定和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是水稻产业绿色节能发展的需要。②水稻钵苗机插是

以钵体秧盘为载体创新出的新型机械化育插秧模式，该模式与现在水稻机插为主体的毯状

苗机插相比优势表现在：可有效解决毯状插秧机插存在播种量大、毯状苗在极大的播种密

度下，整个毯状育苗盘中的根系缠绕在一起，机插伤苗伤根重，影响大田的活苗率，缓苗期

长、立苗慢返青迟，生育期较短及漏秧率高、插苗不均匀等问题；钵苗育秧采用精确定量播

种，每盘种子用量为35～50克，传统毯状秧盘为100～180克，种子节省明显，节省种子量达

50～60％；秧苗带营养体块一起移栽、无缓苗期、成活率高。③水稻钵苗机械水栽模式，对水

田整地要求较高，必须要求土地尽量平，对土质黏重的田地，需在水耙后泥浆下沉2-3天再

栽秧，而水稻钵苗旱栽秧，可提早水稻栽秧时间3-5天，对一年两熟地区的茬口衔接适应面

广。④对于稻麦轮作地区，水稻水栽模式，还存在泡田后，秸秆易漂浮，影响机械插秧问题，

而水稻钵苗旱栽秧，不需要泡田，在旱地进行移栽，可有效规避秸秆漂浮问题。⑤在我国“双

减”行动和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的大背景下，粪肥等有机肥的应用会明显增加，但稻田内以水

覆盖，粪肥施用会有更大的操作难度和时间限制，而水稻旱栽秧旱作能克服水作有机肥施

用难的问题。水稻机械化旱栽可行，并且与水稻毯状苗机械水插秧相比优势明显。在山东等

一年两熟地区，最常见的是水稻与冬小麦轮作，这种稻麦轮作模式常年栽植，模式单一，使

得小麦的根腐病、赤霉病等越来越严重。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

法。该方法采用同一移栽机，在一年两熟地区的特定茬口衔接轮作旱栽水稻钵苗与洋葱，在

旱栽水稻与洋葱轮作过程中，从育苗盘、育苗场地、育苗用播种机、移栽机均可周年用同一

种设备、场地和机械，节约成本、减少投资，尤其适合现在的农村合作社、大型农场等种植；

既提高了水稻产量，又提高了洋葱产值，同时节约大量用水，节约机械投入，节约投资，防止

了水稻疫病，为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水稻-洋葱轮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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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该方法的旱栽水稻育苗、洋葱育

苗采用同一播种机、育苗盘先后育苗，旱栽水稻、洋葱的栽植时采用同一移栽机进行栽植，

包括步骤如下：

[0007] (1)旱栽水稻育苗：于5月中下旬，采用育苗盘进行水稻育苗，育秧期为25-35天，所

述的育苗盘包括盘体、钵体和支撑体，钵体为倒圆台体，钵体位于盘体中；

[0008] (2)旱栽水稻育苗管理：在小苗初期浇透水，同时进行喷雾保湿浇水，在苗中后期

进行湿润管理，不干不浇水，后期完全控水，进行旱训练；得到健壮秧苗；

[0009] (3)水稻旱栽秧：a、整地，旱栽水稻育苗期间进行整地，撒施基肥后进行旋耕土地，

打畦埂，畦面平整；b、旱栽，整地后于6月中下旬进行水稻旱栽秧，水稻旱栽秧时采用移栽机

进行，调整移栽机的行距、株距以及移栽深度进行旱载水稻；

[0010] (4)水稻旱栽后6-8小时内进行灌水，肥、病虫害、杂草的管理按常规技术进行，水

稻收获前，于9月上旬，采用步骤(1)的育苗盘进行洋葱育苗，育苗期40～50天；

[0011] (5)洋葱育苗管理：当洋葱幼苗达到叶片3～5片，株高15～25厘米，假茎粗0.5～

0.7厘米，为洋葱健壮苗；

[0012] (6)整地：水稻于10月中上旬到10月中下旬收获后，水稻秸秆粉碎后全还田，撒施

基肥，然后进行旋耕；

[0013] (7)洋葱栽植：整地后于10月中下旬～11月上旬进行洋葱栽植，洋葱栽植时采用步

骤(3)的移栽机进行，采用步骤(1)调整的行距和移栽深度，只调整移栽机株距为8cm～10cm

后，直接应用于洋葱旱栽，旱栽步骤程序按水稻的进行；

[0014] (8)洋葱栽植后按常规技术进行田间管理。

[0015]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1)水稻育苗于5月15-20号进行，育苗盘的盘体设有3-6

个凹槽，支撑体位于凹槽中，所述钵体上口直径为2.5cm，钵体下底面直径为2.4cm，钵体高

度为2cm；钵体下底面设有直径4mm的透水圆孔，育苗盘规格为32*14＝448穴/盘，每穴播3-5

粒水稻种。

[0016]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1)稻种育苗前经过精选，去芒，置于浸种液中浸种48-72

小时，浸种后置于通气性好的器具上，上盖稻草或者毛巾，控制温度在30-35℃，进行催芽，

种子破胸露白即催芽结束；采用粉粹、过筛、消毒、调配营养后的土作为水稻育苗土，育苗土

为壤土或砂壤土，育苗土填装至育苗盘中，播种、覆土，施水，进行育苗。

[0017]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2)，得到的健壮秧苗秧苗：叶色翠绿，苗基部扁宽，秧苗

均匀；苗高15-25cm，根12-16条，百株茎叶干重2.0-2.5g；根部盘结牢固，提起不散，盘根带

土厚度2.0-2.5cm。

[0018] 常规水插秧的育苗是出苗后大多数时间育苗盘处于淹水状态，只是移栽前进行控

水，水插秧的育苗的水稻苗根系长期处于水分饱和状态；而旱栽水稻的水根系很难适应旱

栽，致使旱栽后缓苗期长，甚至造成死亡，本发明的水稻育苗管理特定时期供水、控水进行

旱训练，使旱栽水稻的根系得到驯化，促使苗根系扎深，毛细根增多，旱根系为粗壮，毛根较

多使根系快速适应旱栽环境，提高旱栽水稻的产量及品质。

[0019]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3)水稻旱栽秧时整地，对于粘性土旋耕土地2遍，沙质土

壤旋耕1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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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3)中的移栽机为全自动洋葱钵苗移栽机，育苗盘由全自

动洋葱钵苗移栽机的送苗机构送到取苗机构，取苗机构将从穴盘中取下来的秧苗铺放在横

向输送带上，然后，投苗机构将输送带上的秧苗投入到鸭嘴式秧苗栽插机构，由鸭嘴式秧苗

栽插机构将秧苗栽入土壤中，随后，由一对倾斜式压实轮将栽入土壤中的秧苗压实，从而完

成水稻的旱田移栽。全自动洋葱钵苗移栽机采用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全自动洋

葱钵苗移栽机。

[0021]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3)中，旱栽水稻的行距为25-30cm，株距为7cm～20cm，深

度为2.5cm～4cm，定植水稻植穴墩数为1.6万～1.7万/亩。

[0022]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4)中，水稻旱栽后6-8小时内灌水后，苗期不进行淹水，

干旱后再灌水，灌水的外观指标为：水稻苗叶片晴天中午卷曲，但傍晚时能自动伸展进行灌

水，间歇灌溉，干湿交替，以湿润为主。

[0023]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4)中，洋葱的育苗步骤与水稻育苗步骤相同，采用相同

的育苗盘进行洋葱育苗，不同的是采用洋葱育苗的营养土，洋葱每穴的播种粒数为1-2粒。

洋葱育苗的营养土按现有技术进行。

[0024]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步骤(6)中，水稻秸秆粉碎还田2遍，撒施基肥，然后进行旋耕，

旋耕1-3次，旋耕程度：使洋葱钵苗轻松插到土壤中。

[0025] 本发明的轮作方法，分别采用钵苗育秧水稻、洋葱，能够确保秧苗素质，秧龄弹性

大，可实现更宽松的插秧时间，水稻旱栽不用泡田沉浆，能节省时间提早插秧3-5天，有效解

决山东、安徽等水稻与洋葱轮作茬口衔接问题；水稻洋葱机栽苗要求规格相近；水稻洋葱大

田栽植深度一致；大田栽植密度在机械可调范围；水稻洋葱可以用同一育苗钵盘、移栽机，

实现一机周年轮用，节约投资成本。

[0026] 本发明的水稻育苗和洋葱育苗采用播种机将种子播种至育苗盘中。

[0027] 本发明的方法中没有特别限定的，按本领域常规技术选择即可。

[0028] 本发明的方法适用于山东、安徽地区的旱栽水稻、洋葱的轮作。

[0029] 本发明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优良效果如下：

[0030] 1、本发明的方法采用同一移栽机，在一年两熟地区的特定茬口衔接轮作旱栽水稻

钵苗与洋葱，在旱栽水稻与洋葱轮作过程中，育苗钵盘、移栽机可周年用同一种设备、场地

和机械进行育苗和栽植，实现机械一体化，节约投资成本，尤其适合现在的农村合作社、大

型农场等种植。

[0031] 2、本发明的的方法采用水稻钵苗旱栽和洋葱旱地轮作，是一种新型的粮食与蔬菜

轮作模式，稻菜轮作改变了传统的稻麦轮作茬口转换期短，以及泡田秸秆漂浮等问题，既提

高了水稻产量，又提高了洋葱产值，同时节约大量用水，大大降低了水稻疫病。

[0032] 3、本发明的的方法采用水稻钵苗旱栽和洋葱旱地轮作，改变了传统的稻麦轮作模

式，使得水稻旱栽单季投入的机械设备、育苗设施等能在下一茬再利用，洋葱与水稻移栽机

插苗标准一致、大田栽植行株距相近、栽植深度一致，因此可以统一化种植，统一化管理，高

单位土地产出效益，达到增收、节支和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实施例中未详加说明的均按本领域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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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0034] 实施例中的移栽机购自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全自动洋葱钵苗移栽机。

[0035] 播种机为现有技术。

[0036] 实施例1：

[0037] 在山东水稻主产区临沂粘质土上进行的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模式下水稻旱栽秧与

洋葱轮作

[0038] 该方法的旱栽水稻育苗、洋葱育苗采用同一育苗盘及同一播种机先后育苗，旱栽

水稻、洋葱的栽植时采用同一移栽机进行栽植，包括步骤如下：

[0039] (1)旱栽水稻育苗：在山东地区5月15-20号采用育苗盘进行水稻育苗，育秧期为30

天，所述的育苗盘包括盘体、钵体和支撑体，钵体为倒圆台体，钵体位于盘体中，苗盘的盘体

设有5个凹槽，支撑体位于凹槽中，所述钵体上口直径为2.5cm，钵体下底面直径为2.4cm，钵

体高度为2cm；钵体下底面设有直径4mm的透水圆孔，育苗盘规格为32*14＝448穴/盘，常规

粳稻每穴播3-5粒水稻种，中穗型品种平均每穴4-5粒，大穗型品种每穴3-4粒，杂交稻每穴

2-3粒，每盘常规粳稻用干种量为35克～58克(浸好的湿种量为45克～70克)，种植1亩水稻

需要育苗钵盘40盘，育苗场地8平方米；

[0040] 稻种育苗前经过精选，去芒，置于浸种液中浸种60小时，浸种后置于通气性好的器

具上，上盖稻草或者毛巾，控制温度在32℃，进行催芽，种子破胸露白即催芽结束；采用粉

粹、过筛、消毒、调配营养后的土作为水稻育苗土，育苗土为壤土或砂壤土，育苗土填装至育

苗盘中，播种、覆土，覆土厚度为1-2cm，施水，调节洒水量，使育苗土湿润饱和没有淹水即

可，进行育苗。

[0041] (2)旱栽水稻育苗管理：在小苗初期浇透水，但不淹水，同时进行喷雾保湿浇水，在

苗中后期进行湿润管理，不干不浇水，后期完全控水，进行旱训练；得到健壮秧苗；健壮秧苗

秧苗：叶色翠绿，苗基部扁宽，秧苗均匀；苗高15-25cm，根12-16条，百株茎叶干重2.0-2.5g；

根部盘结牢固，提起不散，盘根带土厚度2.0-2.5cm，厚薄一致的健壮苗。其他的病虫害等管

理同常规技术。

[0042] (3)水稻旱栽秧：a、整地，旱栽水稻育苗期间进行整地，粘性土旋耕土地2遍，沙质

土壤旋耕1遍，撒施基肥后进行旋耕土地，打畦埂，畦面平整；b、旱栽，整地后于6月中下旬进

行水稻旱栽秧，水稻旱栽秧时采用移栽机进行；旱栽水稻的行距为26cm，株距为12cm，深度

为2.8cm，定植水稻数为1.6万/亩。

[0043] (4)水稻旱栽后8小时内进行灌水，苗期不进行淹水，干旱后再灌水，灌水的外观指

标为：水稻苗叶片晴天中午卷曲，但傍晚时能自动伸展进行灌水，间歇灌溉，干湿交替，以湿

润为主；肥、病虫害、杂草的管理按现有技术进行，水稻收获前，于9月上旬，洋葱的育苗步骤

与水稻育苗步骤相同，采用相同的育苗盘进行洋葱育苗，不同的是采用洋葱育苗的营养土，

洋葱每穴的播种粒数为1粒，育苗期40～50天；

[0044] (5)洋葱育苗管理：当洋葱幼苗达到叶片3～5片，株高15～25厘米，假茎粗0.5～

0.7厘米，为洋葱健壮苗；

[0045] (6)整地：水稻于10月中上旬到10月中下旬收获后，水稻秸秆粉碎后全还田，撒施

基肥，然后进行旋耕；

[0046] (7)洋葱栽植：整地后于10月中下旬进行洋葱栽植，洋葱栽植时采用步骤(3)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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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机进行，移栽机调整株距为8cm后直接应用于洋葱旱栽，旱栽步骤程序按水稻的进行。

[0047] (8)洋葱栽植按常规技术进行田间管理。

[0048] 应用实验例：

[0049] 2015～2017年进行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的田间效果试验。

[0050] 试验地点：临沂市兰山区

[0051] 供试土壤：粘质土

[0052] 在同一区域分别设置处理组和对照组；

[0053] 处理组：按本发明的水稻秸秆全量还田模式下水稻旱栽秧与洋葱轮方式进行

[0054] 对照组：传统的稻麦轮作。

[0055] 1、不同处理模式对水稻产量、洋葱产量及收益的影响大田试验结果见下表1所示：

[0056] 表1不同处理模式对水稻产量、洋葱产量及收益的影响

[0057]

[0058] 通过上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的轮作模式既提高了水稻产量，又提高了洋葱产值，

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同时大大降低了水稻疫病的发生。

[0059] 2、不同处理模式对投资成本、种植效率、节水量的影响大田试验结果见下表2所

示：

[0060] 表2不同处理模式对投资成本、种植效率、节水量的影响

[0061]

[0062]

[0063] 通过上表2可以看出，本发明的轮作模式采用同一移栽机，在一年两熟地区的特定

茬口衔接轮作旱栽水稻钵苗与洋葱，在旱栽水稻与洋葱轮作过程中，育苗钵盘、移栽机可周

年用同一种设备、场地和机械进行育苗和栽植，实现机械一体化，节约投资成本，节水量达

到15-25％。

[0064] 综上，本发明的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既提高了水稻产量，又

提高了洋葱产值，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同时大大降低了水稻疫病的发生，轮作模式采用同

一移栽机育苗钵盘、移栽机可周年用同一种设备、场地和机械进行育苗和栽植，实现机械一

体化，节约投资成本，节水量达到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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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实施例2：

[0066] 同实施例1所述的水稻与洋葱同一机械旱田一体化轮作方法，按实施例1的方法及

步骤进行，不同之处在于：

[0067] 步骤(3)，水稻旱栽秧时采用移栽机进行；旱栽水稻的行距为30cm，株距为18cm，深

度为3.0cm，定植水稻数为1.7万/亩。

[0068] 步骤(4)，整地后于11月上旬进行洋葱栽植，洋葱栽植时采用步骤(3)的移栽机进

行，移栽机调整株距为10cm后，直接应用于洋葱旱栽，旱栽步骤程序按水稻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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