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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覆盖是一项省工的栽培技术，具有明显的
增产、促进成熟、控制杂草生长、抑制土壤病原引起
病害等作用，具体到白色地膜或黑色地膜，作用又略
有不同。

科技讲堂

丰产基础好 谨防倒春寒

4 月 11 日，宝丰
县气象局工作人员
在肖旗乡岭湾村小
气候气象站维护。
宝丰县在全县 13 个
乡镇建成的 13 个小
气候观测站投入使
用，可对农田环境温
度、湿度、雨量、风
向、风速和水温等气
象要素进行实时自
动监测，同时根据监
测信息，科学指导种
田大户和农户及时
对农田实施追肥、灌
溉和加强气象灾害
防御，受到农民的称
赞。 王双正 摄

早稻旱育秧的施肥量
要比水育秧高得多。由于
一些农民掌握不好苗床期
的施肥技术，每年都有肥
害死苗的现象发生。

旱育秧肥害主要出现
在3叶期前后、晴天气温
高时。施肥类型、时机、方
式不当都会造成肥害。秧
苗施用的农家肥未经充分
腐熟，有机物质在土壤半
腐熟的过程中与幼苗争夺
水分，局部高温产生高浓
度的氨或有毒物质，造成
对幼苗的毒害、灼伤甚至
死苗；整地施肥不均，秧苗
一叶一心后，秧根下扎触
及肥团或肥塘，很容易被
高浓度的肥液“烧”伤，导
致秧苗地上部分生理失水
死苗；播种前将化肥施于
苗床土表面，造成种子萌
芽后胚根灼伤，幼苗有芽
无根，出现成片枯死；化肥
作基肥施用过晚、用量大，
施入秧苗的铵态氮未能转
化为硝态氮供秧苗根系吸
收，引起氨中毒烧苗；沿袭

水育秧的方法，在秧苗齐
苗后一次性追肥过多或肥
料施得不匀，或采用撒施
后又不及时喷洒清水淋
洗，导致秧苗成片或呈带
状死苗，受害轻的也会因
生长受阻而成僵苗或病
苗，难以培育出壮苗。

要防止旱育秧肥害死
苗，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

选好苗床。选择靠近
水源、地势高爽、土质肥沃、
土壤通透性好的菜园或其
他旱地作苗床。一般每插1
亩大田需苗床10～15平方
米，苗床土壤要达到肥、松、
厚、软、细的要求。如用水
田作苗床地，需要提早翻耕
并铺垫大量的旱地肥土，加
拌农家肥，土肥要拌和均
匀，厚度要求在5厘米以上，
不能出现肥团、肥塘。一般
每平方米施充分发酵的农
家肥 10 千克、氮磷钾各
15%的复合肥100克、硫酸
锌10～20克。

控制追肥。苗床培肥
好的，一般不需要追肥。

见秧苗发黄，必须查找原
因，不能见黄苗就追施氮
肥，因为缺肥不是发黄的
唯一原因，苗床湿度过高、
水分过多、土壤板结等都
可造成秧苗发黄。当秧苗
生长偏弱瘦时，可在秧苗
1.5～2叶期，施用少量“断
奶肥”；在移栽起苗前3～
5天，追施“送嫁肥”，或用
0.5%～1%的尿素液在起
苗前1天均匀喷施。

浇足底水。苗床整平
后喷洒清水，使整个耕作
层处于水分饱和状态。有
的农户用干火土灰、干陈
砖灰、干草木灰作营养土，
容易出现营养土盐分过大
而造成秧苗反渗透失水。
因此播种、盖种和浇底水
应连续作业，防止以后出
现秧苗生理性立枯病，诱
发大量死苗、烧苗。秧床
播种后要轻轻压种，再用
细土盖种，厚度1厘米左
右。这样既有利于种子萌
发出苗，又有利于防止肥
害死苗。 （曹涤环）

覆膜效果

保肥能力强。用黑色地膜
覆盖的泥土，因土温变化安稳，
有机质也就位于正常轮回静态
中。

保水能力好。试验证明，覆
盖后两天和覆盖后35天，黑色
地膜都比白色地膜的保水能力
高4%～10%。

防不良影响。黑色地膜透
光率低，辐射热透过少，从而能
使被覆盖泥土的土温日变化辐
度小。

抑制杂草生长。和白色地
膜相比，黑色地膜的独特作用是
不透光，地面杂草因光照不足而
难以发育，自然死亡。

有效防治病害。如白腐病
是葡萄果粒进入着色和成熟期

发生的晚期病害，主要为害果
穗，对葡萄的品质和产量影响较
大，发病盛期一般都在采收前的
7～8月份，一旦发作常常会导
致葡萄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
多地的试验表明，露地栽培葡萄
实行早春地膜覆盖，可有效防止
白腐病的发生，特别是在雨水多
的年份。

促进成熟。经地膜覆盖，
早熟品种提前7～8天成熟，中
熟品种提前4～5天成熟，每亩
均增产5％～10％。因为早春
覆盖地膜后提高了地温，根系
生长提前而且加快，肥料得到
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了果
粒细胞的增多及糖分的提前积
累，提高了单穗重并促进了早
熟。特别对早熟品种，提前7～

8天成熟可增加20％～30％的
经济效益。

操作方法

在年前施足基肥、发芽前按
标准施足催芽肥、及时浇水、喷
打芽前除草剂、喷5波美度石硫
合剂杀菌的基础上，于4月中下
旬开始，顺葡萄行起垄，中间高，
两旁低，用铁耙耥平，在树体两
侧各倾斜覆盖 80 厘米宽的地
膜，并用土压实防风。土壤黏重
的还要在垄面上撒一层细沙，防
止板结。在葡萄成熟和销售结
束后，要及时把地膜揭去以利于
地面阳光杀菌，并带出果园深埋
或焚烧。

（鹿邑县现理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李现理）

2014年秋季的连续
降雨使得土壤墒情较好，
小麦播种和出苗质量优
于往年，同时暖冬也让小
麦的叶龄普遍较大，但近
期的低温和降雨也提醒,
要预防倒春寒。

1.浇水。低温来临之
前或是发生之后迅速灌
水，提高地温，缓解短时

冷害给麦苗带来的损伤。
2.喷施调节剂。喷

施赤霉素或海绿素来调
节自身的抗逆能力，抵御
低温损伤。

3.喷施磷酸二氢钾，
保证小麦在较短时间内
养分吸收均衡。

上述办法综合使用
效果最好。（白红波）

植物生长调节剂主
要是灌浆期抗干热风专
用的小麦抗逆增产剂如
萘乙酸、芸苔素等；杀菌
剂主要是多菌灵、三唑酮
（粉锈宁）、戊唑醇等；杀
虫剂主要是吡虫啉、抗蚜
威、氯氟氰菊酯等；营养
液肥主要是磷酸二氢钾、
尿素、硼肥、锌肥等。

“一喷三防”在小麦

抽穗—灌浆期进行，用
0.3%～0.4%的磷酸二氢
钾、0.1%～0.2%的硼肥
和 2% ～3% 的 尿 素 +
4.5%氯氰菊酯+10%吡
虫啉+戊唑醇 25ml 或
50%的多菌灵 50 克 +
12.5% 稀 矬 醇 50 克 或
15%的粉锈宁 50克，进
行叶面喷施。

（白红波）

禹州市康城村禹州
科技小院，张小涛院长

2015年3月18日，星
期三，小雨

今天中央电视台第
七频道科技苑栏目的季
记者再一次来到禹州科
技小院，对小麦返青期管
理进行记录采访。

叶优良老师首先对
当下小麦纹枯病的发生
和预防进行了讲解，接
着针对小麦如何追肥、
追多少肥进行了现场指
导，然后又就不同苗情
的麦田后期如何管理、
争取高产进行了指导说
明。

科技小院的宣传平
台越来越多，通过近三年
的努力，我们确实帮助了
一部分农户及一部分地
区实现了农业的高产高
效，希望越来越多的宣传
途径能把该影响进一步
扩大，那样河南的农业生
产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

变。

2015年3月29日，星
期日，晴

今年春天这种忽冷
忽热的天气，带来了很多
麦田问题，例如除草剂药
害、麦苗叶片斑点状焦黄
等，所以我们近期一直开
着科技小车在田间转悠，
以期为农户解决出现的
各种问题。

下午，我们来到了村
子北坡的大面积桃园，立
马被眼前花的海洋所包
围。

去年我们的努力被
村民认可，还吃到了果农
送的桃子，希望今年还
有，呵呵呵。走进桃园，
见到一位正在忙碌的大
叔，交谈中大叔告诉我们
这些桃树都是他自己修
剪的，并承诺今年冬天愿
意教我们如何给果树修
剪。到处是课堂，这可真
让我们喜出望外。

受去年暖冬现象的影
响，小麦返青后蚜虫来势
汹汹，主要有以下特点需
要注意，1.发生早，为害
快：从3月份开始就有多
地发生，这在我省是极其
罕见的（通常我省蚜虫发
生都在5月份）。2.虫口
数量多，繁殖迅速：进入
小麦返青期持续的适宜
温度为蚜虫的大量繁殖

提供了温床。3.防治任务
艰巨：农民缺少防范意识，
多数没有春季防范蚜虫的
意识，导致错失良机。

防治建议：1.使用吡
虫啉类作为拌种剂，可以
有效预防春蚜的发生。
2.根据田间观察，发现蚜
虫为害及时使用氯氟氰
菊酯+吡虫啉或是啶虫
脒进行喷雾。（白红波）

今春蚜虫多 防治需尽早

早春种葡萄 最好覆地膜

大学生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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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喷三防”用啥药？

马上又要到了小麦“一喷三防”的关键时
期，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在农村走访时接到了这
样的咨询——

当前正值棉花育苗期。棉农应及时动手、
翻耕苗床、备足养分，提高营养钵苗床的质量。

选好床址，留足面积。床址要避风向
阳，能排能灌，便于田间管理。避用老苗床，
苗床面积要按一定比例留足。采用小钵育
苗的，苗床与大田比例为1∶20，中钵育苗的
比例为1∶15，大钵育苗的比例为1∶10。

翻整苗床，彻底晾晒。棉花苗床一般要
求土层松软、充分熟化，耕层深度要达20～
30厘米。耕翻越早，晾晒时间越长，可铲除
深根杂草、冻死一部分越冬害虫、杀灭部分
病菌。苗床晾晒一段时间后，用齿耙整细，
再翻整一次。要开好沟路，便于排泄灌溉。

配足养分，及时供肥。一可施用沤制腐
熟的农家肥，施前要剔除未彻底腐烂的杂质，
每亩施用量2000～2500公斤；二可施用生
物有机复合肥75～100公斤，配施适量的磷
钾肥。要在棉花播种之前半月至一月施肥。

净化床土，预防病害。苗床整好播种
后，要及时喷施杀菌剂。一可用绿芬（12.5
腈菌·咪鲜胺乳油）＋保靓（0.01%芸苔素内
脂）喷施；二可用50%多菌灵或70%甲基托
布津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喷施；三
可用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600～800倍
液喷施；四可用2.5%适乐时种衣剂泼浇苗
床，以10平方米的苗床计算，可用适乐时10
毫升兑水5公斤施用。 （余宏章）

苗床翻整更要净化
棉花

宝丰

气象服气象服务农业务农业
丰收上了丰收上了““保险保险””

旱育秧亟须防肥害水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