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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轮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

产量构成的绿色轮作方法，采用小麦-水稻-花生

两年三熟制轮作模式：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水

稻收获后，来年种植花生，花生生长期间不施用

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花生收获后种植小麦，小

麦收获后再种植水稻，如此轮回种植，两年为一

个周期。本发明通过种植水稻，给土壤创造一种

厌氧环境，物理方法杀死病菌和害虫，在花生生

长期间不必施用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不仅能够

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且该方法防控地下病虫效果

十分显著。还可显著提高花生株饱果数、百仁重

和经济产量，显著提升花生经济价值。综合效益

显著。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06069017 B

2019.05.31

CN
 1
06
06
90
17
 B



1.一种防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产量构成的绿色轮作方法，其特征是，采用小麦-水

稻-花生两年三熟制轮作模式：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水稻收获后，来年种植花生，花生生长

期间不施用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花生收获后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再种植水稻，来年再种

植花生，如此轮回种植，两年为一个周期；

所述的轮作方法，其特征是，主要步骤如下：

(1)种植小麦：

小麦按照常规种植模式进行；小麦收获后用旋耕机及时旋耕灭茬；前茬作物收获后，每

亩施有机肥1500-2000公斤，磷酸二铵15-18公斤，尿素10公斤；在浇头水前每亩追尿素10-

12公斤，对生长较旺的麦田每亩追尿素8-10公斤，小麦扬花后灌浆初期，亩用磷酸二氢钾

100-150克加尿素100克兑水30公斤进行叶面喷施；

(2)种植水稻：

水稻采用直播或移栽插秧方式；

直播：

结合耕地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500公斤、磷酸二铵15-20公斤或复合肥30公斤，所述复合

肥的N:P2O5:K2O＝15:15:15；  旋耕至没有大的坷垃即可播种，采用撒播或条播，播种深度不

超过2cm，播种后上水，保水2天；三叶期前保持土壤湿润，3叶期至孕穗期，采取间歇灌水法；

3叶期前后，亩施分蘖肥尿素7.5公斤，10天后再施分蘖肥尿素12.5公斤，施穗肥尿素10公

斤，孕穗期施花粒肥尿素4-5公斤；

移栽插秧：

基肥施用同直播，旋耕灭茬后，上水耙平插秧；栽后7-10天亩施7.5公斤尿素作为返青

肥，栽后14天亩施12.5-17.5公斤尿素作分蘖肥，抽穗前30天，亩施10公斤尿素作为幼穗分

化肥；

(3)种植花生：

水稻收获后，冬前翻耕晒垡，来年4月下旬，整地种植花生；结合旋耕每亩施有机肥

1000-1500公斤，撒施复合肥30公斤，所述复合肥N:P2O5:K2O＝15:15:1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作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移栽插秧时，多年未种植过水稻的旱

田，用水耙多耙几遍，建立保水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作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移栽插秧或直播时，多年未种植水稻

的旱田，初次种植采用小水勤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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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产量构成的绿色轮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防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产量构成的绿色

轮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与经济作物，是人民生活重要的优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来

源，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花生种植面积500万公顷左右，居世界第

二位，山东是我国花生主产省之一，种植面积及产量均居我国首位。但花生的连作障碍较

重，连年种植易造成地下病虫害加剧，根瘤数量减少、固氮能力下降，产量降低、品质变差，

降低其经济价值。当前的防治方法主要有选用耐连作品种、向土壤中撒施农药等，但防治效

果均不理想。

[0003] 目前黄淮海花生主产区采用传统的小麦套种花生种植方式，或小麦-花生轮作，但

尚未有通过改进耕作种植制度，改善花生品质、减轻花生地下病虫害的绿色种植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小麦-花生-水稻轮作的方式，可以有效防

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产量构成。

[0005] 为此，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是，一种防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产量构成的绿色轮

作方法，采用小麦-水稻-花生两年三熟制轮作模式：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水稻收获后，来

年种植花生，花生生长期间不施用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花生收获后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

再种植水稻，如此轮回种植，两年为一个周期。

[0006] 主要步骤如下：

[0007] (1)种植小麦：小麦按照常规种植模式进行；6月中上旬，小麦收获后用旋耕机及时

旋耕灭茬。

[0008] (2)种植水稻：水稻采用移栽插秧或直播方式；

[0009] 移栽插秧：旋耕灭茬后，上水耙平插秧；多年未种植过水稻的旱田，宜用水耙多耙

几遍，以建立保水层，根据土质沉实泥浆，适时插秧。插秧后常规管理即可。根据当地的气候

特点，选择生育期适中的水稻品种，确保冬前正常成熟。

[0010] 直播：旋耕至没有大的坷垃即可播种。可采用撒播或条播，播种深度不超过2cm，播

种后上水，保水2天。三叶期前保持土壤湿润，三叶期后常规管理即可。

[0011] 多年未种植水稻的旱田，由于没有保水层，初次种植应小水勤灌，以满足水稻各生

育期正常需水，种植水稻多年后正常管理即可。

[0012] (3)种植花生：水稻收获后，冬前翻耕晒垡，来年4月下旬，气温稳定后整地种植花

生。花生生长期间不必施用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其他按常规管理进行。

[0013] 花生收获后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再种植水稻，如此轮回种植，两年为一个周期。

本发明方法适用于黄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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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方法的优点：

[0015] 1、绿色环保效果好：通过种植水稻，给土壤创造一种厌氧环境，物理方法杀死病菌

和害虫，在花生生长期间不必施用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且该

方法防控地下病虫效果十分显著。

[0016] 2、产量构成改善效益高：该绿色栽培方法可显著提高花生株饱果数、百仁重和经

济产量，显著提升花生经济价值。

[0017] 3、综合效益显著：该绿色栽培方法采用水稻-花生-小麦两年三熟制种植模式，在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达到用地养地统筹兼顾，综合效益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法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所产生的技术效果做进一步的

阐述，下述说明仅是为了解释本发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限制，基于本发明教导

所作的任何变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9] 实施例1.本发明防控地下病虫害改善花生产量构成的绿色轮作方法，具体步骤

是，

[0020] 1、小麦栽培种植

[0021] (1)整地：前茬作物收获后，每亩施有机肥1500-2000公斤，磷酸二铵15-18公斤，尿

素10公斤，均匀撒到地里。对土壤水分不足的地块浇足底墒水，适墒期内进行耕翻，耕深达

到25厘米，整平地块，整地质量达到“齐、平、松、碎、净、墒”六字标准，整好待播。

[0022] (2)播种：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小麦良种，播种时间一般在9月底10月初，播种量

18-20公斤/亩，采用24行播种机机械条播，行距为15厘米等行距播种，播种深度4-6厘米。

[0023] (3)田间管理：当麦田土壤含水量降到15％以下时，应及时冬灌。一般麦田冬灌在

日平均气温2-3℃时进行。小麦起身后，一般主茎叶龄为春二叶期，及时浇头水，灌水量为60

方/亩，头水后，二水间隔10-15天后。要灌匀、灌透，灌水量50-60方。小麦抽穗后，麦田不能

缺水，要保证麦田湿润。间隔15天左右灌一次水，灌水量为60方/亩，轻灌麦黄水。

[0024] 在浇头水前每亩追尿素10-12公斤，对生长较旺的麦田每亩追尿素8-10公斤。小麦

扬花后灌浆初期，亩用磷酸二氢钾100-150克加尿素100克兑水30公斤进行叶面喷施，可有

效提高小麦的千粒重和产量。

[0025] 小麦籽粒全部变黄，含水量在18％以下，即可收获。

[0026] 病虫草害防治及其他农艺措施按常规进行。

[0027] 2、水稻栽培种植

[0028] 6月中上旬，小麦收获后用旋耕机及时耕地整平，为种植水稻做准备。可采用直播

或移栽插秧方式，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选择生育期适中的水稻品种，确保冬前正常成熟。

[0029] (1)直播

[0030] 结合耕地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500公斤、磷酸二铵15-20公斤或复合肥(N:P2O5:K2O

＝15:15:15)30公斤。也可在播种时用种肥一体播种机将化肥施入。应于小麦收获后尽早整

地播种，亩播量8-9公斤干种子。采用人工撒播和机械条播均可。播种深度不超过2厘米。

[0031] 播种后灌水3-5厘米，保水2-3天。出苗至3叶期前保持土壤湿润，3叶期至孕穗期，

采取间歇灌水法；抽穗期至扬花期保持浅水层；灌浆期采用间歇灌水法；收割前一周停止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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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0032] 3叶期前后，亩施分蘖肥尿素7.5公斤左右，10天后再施分蘖肥尿素12.5公斤左右，

施穗肥尿素10公斤左右，孕穗期酌情施花粒肥尿素4-5公斤或叶面喷肥1-2遍。

[0033] (2)机械插秧

[0034] 旋耕灭茬后即可上水耙平，多年未种植过水稻的旱田，宜用水耙多耙几遍，以建立

保水层，根据土质沉实泥浆，适时插秧。

[0035] 基肥施用方法同直播。

[0036] 机插时间为6月15-25日，水层深度宜控制在1-1 .5厘米，既防止水深漂秧，又防止

无水粘秧。机插深度：控制在1.5-2厘米。移栽密度：行距30厘米，穴距12-14厘米，基本苗控

制在8-9万/亩。

[0037] 插秧完成后要灌大水护苗(切忌没顶)，防止被太阳晒伤。返青后采用间歇灌水法，

即灌水3-5厘米，在其自然落干后，再灌水。看苗搁田，够苗即搁，一般于7月中旬多次轻搁，

减少无效分蘖，然后复水，建立浅水层，保证每穴成穗数12穗以上，亩成穗22万以上。扬花期

切忌脱水，以建立浅水层为主，灌浆期采用间歇灌溉法，直到收获。

[0038] 栽后7-10天亩施7.5公斤尿素作为返青肥，栽后14天亩施12.5-17.5公斤尿素作分

蘖肥，使水稻快发、多发、稳发。抽穗前30天，亩施10公斤尿素作为幼穗分化肥。

[0039] 多年未种植水稻的旱田，由于没有保水层，初次种植应小水勤灌，以满足水稻各生

育期正常需水，种植水稻多年后正常管理即可。

[0040] 育秧方法及水稻生长期间病虫草害防治按常规进行。

[0041] 3、花生栽培种植

[0042] 水稻收获后，冬前翻耕晒垡，来年4月中下旬，气温稳定后整地种植花生。

[0043] 对土壤水分不足的地块浇足底墒水，适墒期内进行耕翻，整平地块，整好待播。结

合旋耕每亩施有机肥1000-1500公斤，撒施复合肥(N:P2O5:K2O＝15:15:15)30公斤。做到地

平、土细、肥匀、墒足。

[0044] 选用农艺性状优良的花生联合播种机，将花生播种、起垄、喷洒除草剂、覆膜、膜上

压土一次完成。花生播种密度为9500-10000穴/亩。

[0045] 花生出苗后及时将膜上土撤回垄沟内，4叶期至开花前及时理出地膜下的侧枝。花

生花针期和结荚期对水分比较敏感，叶片在中午前后出现萎焉时，应及时适量浇水。饱果期

遇旱小水润浇，结荚后如果雨水较多，应及时排水防涝。

[0046] 花生生长期间不必施用防控地下害虫的农药，其他病虫草害防控按常规管理进

行。

[0047] 花生收获后种植小麦，小麦收获后再种植水稻，如此轮回种植，两年为一个周期。

[0048] 对比例1.本发明轮作方法与常规小麦-花生轮作方法比较

[0049] 2013年-2015年，选取肥力相当的两块田，一块田采用本发明小麦-花生-水稻轮作

方法，另一块田采用常规小麦-花生轮作方法。对花生产量构成及地下病虫害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005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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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研究表明，与小麦-花生轮作相比，本发明小麦-花生-水稻轮作可显著提高花生产

量及其构成，有效防控地下病虫害的发生。这说明，小麦-花生-水稻轮作是解除花生连作障

碍的有效措施，也是保证粮油持续增产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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