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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

法，耕地准备、棉花机播、芽前除草、棉花管理、机

播油菜种子处理、油菜棉林机播、油菜管理以及

油菜机收腾地接茬。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实现了

长江流域油棉两熟区油菜、棉花生产轻简化、效

益化、适度规模化，与传统技术比较，在不降低油

菜棉花单产的前提下，能节省人工成本500元/亩

以上，减少化肥农药用量20%，劳力平均种植规模

可以提高2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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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耕地准备

①灭茬清障：油菜机收后，土壤含水量达60%时，及时用灭茬清障机械将油棉桔杆或杂

草轧入土壤内，形成平整畦面，不宜机作田块，在厢面用农具人工清理出宽15cm深1-2cm条

状播种行；

②清沟整厢：在灭茬清障完毕的田地，用开沟机清理厢沟内淤泥和杂草，形成沟宽

20cm、沟深15cm、厢面宽2.1m的标准厢；

步骤二：棉花机播：距沟中35cm处厢面上用手推便捷滚轮式播种器播种；

步骤三：芽前除草：在棉花播种后出苗前，选用33%二甲戊灵100毫升加20%草铵膦100毫

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沿播种行定向均匀喷雾进行芽前除草；

步骤四：棉花管理

①化学除草：6月中下旬直播棉苗已处6叶期，在土表干爽露白后，选微风或无风晴天，

用20%草铵膦100毫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压低带防罩喷头对准杂草定向均匀喷雾进

行化学除草一次，8月10日，用20%草铵膦100毫升加33%二甲戊灵100毫升兑水15kg，再进行

化学除草一次；

②虫害精准防治：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重点防治刺吸性害虫，7月中下旬重点防治鳞翅

目类害虫及巩固防治刺吸性害虫，8月中下旬巩固防治鳞翅目类害虫，9月上旬巩固防治鳞

翅目类及刺吸性害虫，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进行施药防治；

③轻简施肥：按每亩施纯N9～12kg，各要素配比为N︰P2O5︰K2O︰B︰Zn=1︰0.3～0.35︰0.6

～0.8︰0.01︰0.01配混肥料，于棉花见花时一次性施用；

④水分管理：棉花进入盛花结铃期，遇长时间干旱，连续20天以上无有效降雨，进行灌

溉抗旱1次；

⑤化学控型：结合四次化学防治病虫害，每次每亩加缩节安1.5-2g进行化学控型；

⑥脱叶催熟：10月20日，棉株吐絮率达40%以上，选晴天，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选用化学脱叶催熟剂进行化学脱叶催熟，促进棉花幼铃、花、蕾、叶脱落，棉铃集中吐絮；

⑦籽棉收摘：在下雨前分1～2次人工集中采收；

步骤五：机播油菜种子处理

①油菜品种选择：中早熟双低油菜品种；

②油菜种子拌剂准备：按一定配比称量好膨润土、硼砂，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

合肥；

③油菜种子拌剂处理：将选择的油菜品种种子及拌剂原料按特定配比放入特定搅拌装

置中充分拌匀，2kg一袋包装备用；

步骤六：油菜棉林机播：10中下旬，在畦面棉行间，装上拌剂处理好的油菜种子，用10咀

手推播种机播种；

步骤七：油菜管理：油菜不用间苗除草，让其自然生长，立冬前晴天下午，每亩均匀撒施

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

步骤八：油菜机收腾地接茬：5月上中旬，油菜90%成熟，抢晴天机割油菜，灭茬整地，雨

后抢墒直播棉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刺吸性害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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啶虫咪每亩用有效含量1.5～2g，加阿维菌素每亩用有效含量0.4～1g，并且鳞翅目类害虫

使用茚虫威每亩用有效含量3～5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轻简施肥每亩推

荐使用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50k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棉花机播每隔

70cm播1行，每隔16-28cm播1穴，每穴落子2-3粒，不补苗、不间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菜棉林机播每

隔18cm播1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菜管理每亩均

匀撒施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15～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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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业种植业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棉花和油菜都是我国七大传统作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原料，常年在我国种

植面积分别为500万亩和1000万亩，长江流域为我国油棉两熟优势产区。棉花是锦葵科棉属

植物的种籽纤维，原产于亚热带。植株灌木状，在热带地区栽培可长到6米高，一般为1到2

米。油菜又叫油白菜，苦菜，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原产我国，其茎颜色深绿，帮如白菜，属

十字花科白菜变种，花朵为黄色。农艺学上将植物中种子含油的多个物种统称油菜。目前油

菜主要栽培（品种）类型为：白菜型油菜、芥菜型油菜以及甘蓝型油菜。

[0003] 长江流域棉花生产主要采用营养钵育苗移栽技术，油菜生产主要采用油菜育苗棉

林套栽技术，此项技术费工、费力，不宜机械化，很难实现效益化，已不适应中国未来农业发

展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耕地准备

①灭茬清障：油菜机收后，土壤含水量达60%时，及时用灭茬清障机械将油棉桔杆或杂

草轧入土壤内，形成平整畦面，不宜机作田块，在厢面用农具人工清理出宽15cm深1-2cm条

状播种行；

②清沟整厢：在灭茬清障完毕的田地，用开沟机清理厢沟内淤泥和杂草，形成沟宽

20cm、沟深15cm、厢面宽2.1m的标准厢；

步骤二：棉花机播：距沟中35cm处厢面上用手推便捷滚轮式播种器播种；

步骤三：芽前除草：在棉花播种后出苗前，选用33%二甲戊灵100毫升加20%草铵膦100毫

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沿播种行定向均匀喷雾进行芽前除草；

步骤四：棉花管理

①化学除草：6月中下旬直播棉苗已处6叶期，在土表干爽露白后，选微风或无风晴天，

用20%草铵膦100毫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压低带防罩喷头对准杂草定向均匀喷雾进

行化学除草一次，8月10日，用20%草铵膦100毫升加33%二甲戊灵100毫升兑水15kg，再进行

化学除草一次；

②虫害精准防治：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重点防治刺吸性害虫，7月中下旬重点防治鳞翅

目类害虫及巩固防治刺吸性害虫，8月中下旬巩固防治鳞翅目类害虫，9月上旬巩固防治鳞

翅目类及刺吸性害虫，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进行施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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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轻简施肥：按每亩施纯N9～12kg，各要素配比为N︰P2O5︰K2O︰B︰Zn=1︰0.3～0.35︰0.6

～0.8︰0.01︰0.01配混肥料，于棉花见花时一次性施用；

④水分管理：棉花进入盛花结铃期，遇长时间干旱，连续20天以上无有效降雨，进行灌

溉抗旱1次；

⑤化学控型：结合四次化学防治病虫害，每次每亩加缩节安1.5-2g进行化学控型；

⑥脱叶催熟：10月20日，棉株吐絮率达40%以上，选晴天，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选用化学脱叶催熟剂进行化学脱叶催熟，促进棉花幼铃、花、蕾、叶脱落，棉铃集中吐絮；

⑦籽棉收摘：在下雨前分1～2次人工集中采收；

步骤五：机播油菜种子处理

①油菜品种选择：中早熟双低油菜品种；

②油菜种子拌剂准备：按一定配比称量好膨润土、硼砂，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

合肥；

③油菜种子拌剂处理：将选择的油菜品种种子及拌剂原料按特定配比放入特定搅拌装

置中充分拌匀，2kg一袋包装备用；

步骤六：油菜棉林机播：10中下旬，在畦面棉行间，装上拌剂处理好的油菜种子，用10咀

手推播种机播种；

步骤七：油菜管理：油菜不用间苗除草，让其自然生长，立冬前晴天下午，每亩均匀撒施

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

步骤八：油菜机收腾地接茬：5月上中旬，油菜90%成熟，抢晴天机割油菜，灭茬整地，雨

后抢墒直播棉花。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刺吸性害虫使用啶虫咪每亩用有效含量1.5～2g，

加阿维菌素每亩用有效含量0.4～1g，并且鳞翅目类害虫使用茚虫威每亩用有效含量3～

5g。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轻简施肥每亩推荐使用N︰P2O5︰K2O为25︰10︰16高

塔复合肥50kg。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棉花机播每隔70cm播1行，每隔16-28cm播1穴，每

穴落子2-3粒，不补苗、不间苗。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油菜棉林机播每隔18cm播1行。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油菜管理每亩均匀撒施N︰P2O5︰K2O为25︰10︰16

高塔复合肥15～20kg。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实现了长江流域油

棉两熟区油菜、棉花生产轻简化、效益化、适度规模化，与传统技术比较，在不降低油菜棉花

单产的前提下，能节省人工成本500元/亩以上，减少化肥农药用量20%，劳力平均种植规模

可以提高20倍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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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0013] 实施例一

一种油棉两熟双直播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耕地准备

①灭茬清障：油菜机收后，土壤含水量达60%时，及时用灭茬清障机械将油棉桔杆或杂

草轧入土壤内，形成平整畦面，不宜机作田块，在厢面用农具人工清理出宽15cm深1-2cm条

状播种行；

②清沟整厢：在灭茬清障完毕的田地，用开沟机清理厢沟内淤泥和杂草，形成沟宽

20cm、沟深15cm、厢面宽2.1m的标准厢；

步骤二：棉花机播：距沟中35cm处厢面上用手推便捷滚轮式播种器播种；

步骤三：芽前除草：在棉花播种后出苗前，选用33%二甲戊灵100毫升加20%草铵膦100毫

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沿播种行定向均匀喷雾进行芽前除草；

步骤四：棉花管理

①化学除草：6月中下旬直播棉苗已处6叶期，在土表干爽露白后，选微风或无风晴天，

用20%草铵膦100毫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压低带防罩喷头对准杂草定向均匀喷雾进

行化学除草一次，8月10日，用20%草铵膦100毫升加33%二甲戊灵100毫升兑水15kg，再进行

化学除草一次；

②虫害精准防治：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重点防治刺吸性害虫，7月中下旬重点防治鳞翅

目类害虫及巩固防治刺吸性害虫，8月中下旬巩固防治鳞翅目类害虫，9月上旬巩固防治鳞

翅目类及刺吸性害虫，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进行施药防治；

③轻简施肥：按每亩施纯N9～12kg，各要素配比为N︰P2O5︰K2O︰B︰Zn=1︰0.3～0.35︰0.6

～0.8︰0.01︰0.01配混肥料，于棉花见花时一次性施用；

④水分管理：棉花进入盛花结铃期，遇长时间干旱，连续20天以上无有效降雨，进行灌

溉抗旱1次；

⑤化学控型：结合四次化学防治病虫害，每次每亩加缩节安1.5-2g进行化学控型；

⑥脱叶催熟：10月20日，棉株吐絮率达40%以上，选晴天，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选用化学脱叶催熟剂进行化学脱叶催熟，促进棉花幼铃、花、蕾、叶脱落，棉铃集中吐絮；

⑦籽棉收摘：在下雨前分1～2次人工集中采收；

步骤五：机播油菜种子处理

①油菜品种选择：中早熟双低油菜品种；

②油菜种子拌剂准备：按一定配比称量好膨润土、硼砂，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

合肥；

③油菜种子拌剂处理：将选择的油菜品种种子及拌剂原料按特定配比放入特定搅拌装

置中充分拌匀，2kg一袋包装备用；

步骤六：油菜棉林机播：10中下旬，在畦面棉行间，装上拌剂处理好的油菜种子，用10咀

手推播种机播种；

步骤七：油菜管理：油菜不用间苗除草，让其自然生长，立冬前晴天下午，每亩均匀撒施

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

步骤八：油菜机收腾地接茬：5月上中旬，油菜90%成熟，抢晴天机割油菜，灭茬整地，雨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1657071 A

6



后抢墒直播棉花。

[0014] 具体的，所述刺吸性害虫使用啶虫咪每亩用有效含量1.5～2g，加阿维菌素每亩用

有效含量0.4～1g，并且鳞翅目类害虫使用茚虫威每亩用有效含量3～5g，所述轻简施肥每

亩推荐使用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50kg，所述油菜棉林机播每隔18cm播1行，所

述油菜管理每亩均匀撒施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15～20kg。

[0015] 实施例二

步骤一：耕地准备

①灭茬清障：油菜机收后，土壤含水量达60%时，及时用灭茬清障机械将油棉桔杆或杂

草轧入土壤内，形成平整畦面，不宜机作田块，在厢面用农具人工清理出宽15cm深1-2cm条

状播种行；

②清沟整厢：在灭茬清障完毕的田地，用开沟机清理厢沟内淤泥和杂草，形成沟宽

20cm、沟深15cm、厢面宽2.1m的标准厢；

步骤二：棉花机播：距沟中35cm处厢面上用手推便捷滚轮式播种器播种；

步骤三：芽前除草：在棉花播种后出苗前，选用33%二甲戊灵100毫升加20%草铵膦100毫

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沿播种行定向均匀喷雾进行芽前除草；

步骤四：棉花管理

①化学除草：6月中下旬直播棉苗已处6叶期，在土表干爽露白后，选微风或无风晴天，

用20%草铵膦100毫升兑水15kg，使用背包喷雾器压低带防罩喷头对准杂草定向均匀喷雾进

行化学除草一次，8月10日，用20%草铵膦100毫升加33%二甲戊灵100毫升兑水15kg，再进行

化学除草一次；

②虫害精准防治：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重点防治刺吸性害虫，7月中下旬重点防治鳞翅

目类害虫及巩固防治刺吸性害虫，8月中下旬巩固防治鳞翅目类害虫，9月上旬巩固防治鳞

翅目类及刺吸性害虫，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进行施药防治；

③轻简施肥：按每亩施纯N9～12kg，各要素配比为N︰P2O5︰K2O︰B︰Zn=1︰0.3～0.35︰0.6

～0.8︰0.01︰0.01配混肥料，于棉花见花时一次性施用；

④水分管理：棉花进入盛花结铃期，遇长时间干旱，连续20天以上无有效降雨，进行灌

溉抗旱1次；

⑤化学控型：结合四次化学防治病虫害，每次每亩加缩节安1.5-2g进行化学控型；

⑥脱叶催熟：10月20日，棉株吐絮率达40%以上，选晴天，根据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选用化学脱叶催熟剂进行化学脱叶催熟，促进棉花幼铃、花、蕾、叶脱落，棉铃集中吐絮；

⑦籽棉收摘：在下雨前分1～2次人工集中采收；

步骤五：机播油菜种子处理

①油菜品种选择：中早熟双低油菜品种；

②油菜种子拌剂准备：按一定配比称量好膨润土、硼砂，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

合肥；

③油菜种子拌剂处理：将选择的油菜品种种子及拌剂原料按特定配比放入特定搅拌装

置中充分拌匀，2kg一袋包装备用；

步骤六：油菜棉林机播：10中下旬，在畦面棉行间，装上拌剂处理好的油菜种子，用10咀

手推播种机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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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油菜管理：油菜不用间苗除草，让其自然生长，立冬前晴天下午，每亩均匀撒施

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

步骤八：油菜机收腾地接茬：5月上中旬，油菜90%成熟，抢晴天机割油菜，灭茬整地，雨

后抢墒直播棉花。

[0016] 具体的，所述刺吸性害虫使用啶虫咪每亩用有效含量1.5～2g，加阿维菌素每亩用

有效含量0.4～1g，并且鳞翅目类害虫使用茚虫威每亩用有效含量3～5g，所述轻简施肥每

亩推荐使用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50kg，所述油菜棉林机播每隔18cm播1行，所

述油菜管理每亩均匀撒施N︰P2O5︰K2O为25︰10︰16高塔复合肥15～20kg。

[0017] 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所述棉花机播每隔70cm播1行，每隔16-28cm播1

穴，每穴落子2-3粒，不补苗、不间苗，通过棉花机播每隔70cm播1行，每隔16-28cm播1穴，每

穴落子2-3粒，不补苗、不间苗有利于棉花的生长，大大提高棉花的产量。

[0018]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实现了长江流域油棉两熟区油菜、棉花生产轻简化、效益化、

适度规模化，与传统技术比较，在不降低油菜棉花单产的前提下，能节省人工成本500元/亩

以上，减少化肥农药用量20%，劳力平均种植规模可以提高20倍以上。

[0019]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002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

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

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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