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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远高 文/图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是采用

高性能插秧机代替人工栽插秧苗的

水稻移栽方式，主要包括高性能插秧

机的操作使用、适宜机械栽插要求的

秧苗的培育、大田农艺管理措施等配

套内容。

一、技术要点

（一）技术内容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包括适

合机械栽插要求的秧苗培育、插秧机

的操作使用、大田管理农艺配套措施

等。

（二）实施要点

1.育秧技术

（1）床土选择。要求土质肥沃、

无残茬、石块、杂草、无污染的壤土，

床土颗粒直径不宜太大。对床土还

要进行药肥混拌处理。

（2）种子的处理。首先确定播

期，豫南稻区温光资源丰富、茬口类

型多样，各地可根据品种特性和当地

稻农育秧习惯确定适宜播期，但最晚

不能晚于5月中下旬。豫北沿黄麦

茬稻区小麦收获晚，水稻播种期可调

余地小，一般应在5月中下旬播种、6

月20号左右插秧完毕，保证安全齐

穗。播期确定后，进行晒种、脱芒、选

种、消毒、浸种、催芽、脱水等工序，要

注意做出芽率测试，保证稻种发芽率

在90%以上。

（3）播种。包括铺放软盘、装底

土、浇水、播种、覆土等工序。要注意

严格控制播量（精确到克/盘）和播种

均匀度，床土厚度控制在 2.5 ±

0.5cm。

（4）育苗管理。沿黄稻区育秧期

间若气温较高，雨水偏多，苗量生长

较快，特别是不能适期移栽的秧苗，

每亩秧池田用15%多效唑可湿性粉

剂50克，2000倍液兑水喷雾（切忌用

量过大，喷雾不匀，如果床土培肥时已

使用过“旱秧壮秧剂”的不必使用），以

延缓植株生长速度，同时促进横向生

长，增加秧苗的干物质含量。豫南春

稻育秧期间，遇低温寒潮时，灌深水至

秧叉处护苗，注意不要淹没秧心。寒

潮过后3～4天再开展追肥。苗期管

理还应控制水、肥、气、热等环境条件，

促进秧苗盘根，形成毯状秧苗。

2.机插秧技术

（1）大田机械整地要求

水稻大田栽前耕整，一般包括耕

翻、灭茬、晒垡、施肥、碎土、耙地、平

整等作业环节。

旋耕深度10～15cm，犁耕深度

12～15cm，不重不漏；田块平整无残

茬，高低差不超过3cm，表土硬软度

适中，泥脚深度小于30cm；泥浆沉实

达到泥水分清，泥浆深度5～8cm，水

深1～3cm。在3cm的水层条件下，

高不露墩，低不淹苗，以利于秧苗返

青活棵，生长整齐。

（2）水稻机械化插秧要求

机械插秧农艺要求。插秧深度

1.5～2cm，每穴3～4株，相对均匀度

≥85%；漏插率≤5%，伤秧率≤4%，保

持行距和株距的一致性。操作要注

意对行，行要直，不漏插，不钩秧。

机插秧苗要求：苗壮、茎粗、叶

挺，叶色深绿，秧根盘结不散。盘育

秧苗要求四边整齐，运送不挤伤、压

伤秧苗。

插秧质量检查。插秧过程中要经

常进行插秧质量的检查，检查项目主

要有：插秧深度、每穴株数、漏插率、勾

伤秧率等，检查结果都应在规定范围

内，超过范围应及时找出原因，进行调

整和处理，以保证插秧质量。

（三）作业机具

1.耕整机械

耕整机械主要包括：旋耕机、犁

等。中型拖拉机及配套作业机具适

用于田块较大、泥脚深度较浅的连片

种植地区；手扶拖拉机、小型耕整机

适用于田块较小的丘陵山区或小田

块作业。

2.插秧机械

插秧机械主要选用高速乘坐式，

作业前，应注意进行试运转和试插，保

证整机技术状态良好；作业中，应根据

农艺要求对株距、穴株数、栽插深度等

进行必要调整，保证插秧质量。

二、适宜区域

全省水稻种植区。

三、注意事项

保证插秧前的整地质量。稻田

通过耕整后高低差不超过3cm；田面

整洁，土壤细而不糊，上烂下实；田块

必须适度沉实，达到泥水分清、沉淀

不板结、水清不浑浊。

加大技术推广力度 努力提高全省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机新技术新装备有效供给不足，是当

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最大“短板”和“瓶颈”。

目前我国农机产品中高端产品不多、产能过

剩与缺门断档并存、机具适应性可靠性有待

提高以及农机农艺融合不够、技术集成配套

不足等结构性矛盾突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省农机

部门要聚焦科技创新，以农机农艺融合、良种

良法配套、增产增效并重、生产生态协调为基

本要求，瞄准农业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

规模经营和全程机械化需求，以推进作物品

种、栽培技术与机械装备集成配套和生产全

过程各环节机械化技术配套，构建标准化、区

域化、规模化的全程机械化生产体系为牵引，

解决“有没有”与解决“好不好”并重，以短板

机具、高端产品、智能装备为主攻方向，自主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

全力推进农机化科技创新，大力增加高效、节

本、绿色、智能机械的有效供给，提升技术集

成配套和推广应用水平。

为加快农业机械化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

用，提高我省农机化综合水平，结合我省实

际，我省农机部门确定了5项农机化主推技

术。

机械化深松整地技术是不翻土的

耕作作业，是在不打乱原有土层结构

的情况下，利用机械松动土壤，打破犁

底层，加深耕作层，创造虚实并存土壤结构的一

项先进实用的耕作技术。

一、技术要点

1.适耕条件。土壤含水量在15%～25%。

2.深松时间。深松作业主要适用于旱田整

地，秋季深松有利于蓄纳秋冬雨雪，周期一般

2～3年进行一次。

3.深松深度。深度的确定要因地制宜，以

打破犁底层为原则，一般为25～35cm。对于

土壤比阻较大及犁底层较厚的地块，应采用浅

松铲与深松铲相结合的深松机进行复式深松作

业，分层打破犁底层，以保持耕层土壤适宜的松

紧度和创造合理的耕层。土层薄或沙土地不宜

深松。

4.深松方式。分为全方位深松和间隔深

松。全方位深松用于全面松动土壤，深松的深

度为25～30cm。间隔深松用于创造虚实并存

的耕层构造。一般采用凿式深松铲，破碎犁底

层效果好。在深松机的应用上还要注意与轮作

制相适应，选好深松的年份和茬口。

5.深松质量。深松作业要求耕深一致，各

行深度误差为±2 cm，要求行距一致，对于有

垄地块按垄距要求确定行距。全面深松地块深

松行距一般为35 cm，间隔深松一般为60cm，

深松后的裂沟要合墒弥平。

6.作业机具。深松机具从类型上分为单机

和联合作业机，从方式上分为全方位深松机和

间隔深松机，可按照农艺要求选用。提倡采用

深松联合整地机一次进地完成深松作业，并达

到待播状态。

7.作业模式

（1）深松→旋耕整地→播种。

（2）深松→免耕播种。

二、适宜区域

土壤性质影响着机械化深松整地效果的发

挥。砂质土壤由于犁底层薄且较软，深松效果

不明显，不宜深松。黏土和壤土土壤由于犁底

层厚且较硬，深松后能有效打破犁底层，贯通

水、肥、气、热的输送通道，蓄水保墒效果得到改

善，容重下降较为明显，作物稳产、高产能力显

著提高，应大力提倡推广应用。

三、注意事项

1.拖拉机功率应根据不同耕深、幅宽、土壤

比阻与深松机相匹配。

2.作业中遇到障碍物时，应将深松机升起，

绕过障碍物；当作业地面坚硬，或者有树根、砖

石等杂物时，应降低作业速度；地头转弯时应将

深松机升起后再转弯，以免造成机具损坏变形。

3.土壤过于干旱时，应进行造墒；深松后表

层土块较大时，播种前需要进行一次旋耕或耙

地作业。

花生机械化起垄播种技术是指按照

农艺要求，采用机械作业，集起垄、开沟、

施肥、播种、覆膜等多道工序于一体的机

械化种植技术。

一、技术要点

1.播期选择。春播花生播种前5天

日平均地温达15℃以上，一般在4月20

日以后为适宜播期；夏播花生应在小麦

收获后抢时早播，坚持足墒播种，墒情不

足，应提前浇水造墒。

2.播种深度。机械播种深度以5cm

左右为宜，沙壤土、墒情好的地块可适当

浅播，但不能浅于3cm。

3.播种密度。花生机械播种为穴播，

大粒花生每亩8000～10000穴，小粒花

生每亩 10000～12000 穴为宜，每穴 2

粒。一般情况下，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宜

大。

4.种植模式。 起垄种植，一垄双行

垄距控制在 75～85cm，垄上小行距

25～30cm,垄高10～12cm之间，穴距

14～20cm。同一区域垄距、垄面宽、播

种行距应尽可能规范一致。覆膜播种苗

带覆土厚度应达到4～5cm，利于花生幼

苗自动破膜出土。

易涝地宜采用一垄双行（覆膜）高垄

模式播种，垄高15～20cm，以便机械化

标准种植和配套收获。

5.播种机选择。根据当地的种植模

式和农艺要求，选择相匹配的花生施肥

（覆膜）起垄播种机进行作业。

6.播种作业质量要求。机播要求双

粒率75%以上，穴粒合格率在95%以上，

空穴率不大于2%,破碎率小于1.5%；覆

膜播种作业时尽量将膜拉直、拉紧，覆土

应完全，并同时放下镇压轮进行镇压，使

膜尽量贴紧地面。

二、适宜区域

适用于我省花生种植区域。

三、注意事项

拖拉机功率应与播种机相匹配，

拖拉机的轮距要和播种机的播幅相

适应。

作业中遇到障碍物时，应将播种机

升起，绕过障碍物。当作业地面坚硬，或

有砖石等杂物时，应降低作业速度，地头

转弯时应将播种机升起后再转弯，以免

造成机具损坏变形。

花生机械化收获技术主要包括花生

机械化分段收获技术和联合收获技术。

花生分段收获技术采用花生挖掘收获机

和捡拾摘果机分段完成花生收获作业；花

生联合收获技术采用花生联合收获机一

次性完成花生收获作业。目前，我省主推

花生机械化收获技术为分段收获技术。

一、技术要点

1.收获期。一般当花生植株表现衰

老，顶端停止生长，上部叶和茎秆变黄，大

部分荚果果壳硬化，网纹清晰，种皮变薄，

种仁呈现品种特征时即可收获。收获期

要避开雨季。

2.收获条件。土壤含水率在10%～

18%时，适宜花生收获机械作业。土壤含

水率过高，无法进行机械化收获；含水率

过低且土壤板结时，可适度灌溉补墒，调

节土壤含水率后再机械化收获。

3.收获方式。应根据当地土壤条件、

经济条件和种植模式，选择适宜的机械化

收获方式和相应的收获机械。

（1）分段收获。采用花生挖掘收获机

挖掘、抖土和铺放，经晾晒3～5天后，使

用捡拾摘果机完成花生捡拾、摘果、清选

和荚果收集等作业环节，或人工收集、机

械摘果。

花生挖掘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

失率5%以下，含土率2%以下，无漏油污

染，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

作物碾压、无荚果撒漏。

（2）联合收获。采用花生联合收获机

一次性完成花生挖掘、输送、清土、摘果、

清选、集果作业。半喂入式花生联合收获

机收获后的荚果要及时进行晾晒，以免引

起花生霉变。

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机作业质量要

求：总损失率3.5%以下，破损率1%以下，

未摘净率1%以下，裂荚率1.5%以下，含

杂率3%以下，无漏油污染，作业后地表较

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

撒漏。

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机收获后的花

生秧蔓，应规则铺放在一定的尺寸范围

内，便于机械化捡拾回收。

二、适宜区域

适用于我省花生种植区域。

三、注意事项

收获作业前做好收获机的运转、调

试，并根据机具幅宽，人工提前将地头收

获2～3米，以避免机具在首行收获或地

头转弯时造成花生损失。

小麦机械化免耕覆盖播种技术是

指在小麦、玉米两茬轮作地区，玉米收

获后不进行耕整土地，直接使用小麦免

耕施肥播种机一次完成带状旋耕、小麦

播种、施肥、镇压等复式作业的小麦栽

培技术。

小麦机械化免耕覆盖播种技术作为

保护性耕作四大关键技术之一，具有减少

机具进地次数，降低机具对土地的碾压程

度，省工、省时，降低生产成本等优势，为

上下茬作物有效衔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技术要点

1.浇底墒水。小麦适宜播种的土壤

耕层含水率为18%～20%，若预测播种

时土壤墒情不足，应在玉米收获前15天

左右灌水造墒，一般是黏土地提前造墒，

沙土地晚造墒。

2.使用玉米联合收获机收获玉米的

同时进行秸秆粉碎还田。

3.合理施肥。免耕播种无法施底肥，

播种时肥料要用氮、磷、钾有效含量在

40%以上的粒状复合肥或复混肥。施用

量一般每公顷600～750千克，施肥位置

应在种子侧下方2.5～4cm处，肥带宽度

宜在3厘米以上。

4.播种量。小麦免耕覆盖播种机播

种小麦播种量比传统常规播种增加

10%。

5.播种深度。播深一般为2～4cm。

6.小麦免耕覆盖播种机性能要求。

播种机应具有很好的防堵、入土、覆土镇

压功能，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40%（按

10cm分段）。

7.配套技术。秸秆覆盖技术、机械化

植保技术、机械化深松技术。

二、适宜区域

小麦、玉米两茬轮作区。

三、注意事项

1.拖拉机功率应与播种机相匹配，拖

拉机的轮距要和播种机的播幅相适应。

2.播种作业前应调整好拖拉机左右

悬挂点的高度，使播种机保持前后左右水

平。

3.更换开沟器、旋耕刀等零件时，要

注意左、右对称，以免破坏机器的平衡，导

致工作中左右偏摆，影响作业质量。

4.播种机进地开始作业时，应做到边

起步边入土，严禁直接入土作业。

5.作业中应经常观察开沟器、旋耕

刀是否有壅土、缠草现象。经常检查旋

耕部分罩壳内、镇压轮是否粘泥土过

多，如有应停车清理，严禁作业中用手

清理。

6.作业中应经常观察排种器、排肥

器、传动装置、开沟器、输种管、输肥管工

作是否正常，如发生故障应立即停车排

除。

7.作业中遇到障碍物时，应将播种机

升起，绕过障碍物。当作业地面坚硬，或

有砖石等杂物时，应降低作业速度，地头

转弯时应将播种机升起后再转弯，以免造

成机具损坏变形。

核心提示

机械化深松整地技术

AA

BB 花生机械化起垄播种技术

CC 花生机械化收获技术

DD 小麦机械化免耕覆盖播种技术

EE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玉米喜获丰收的场景

花生起垄播种机田间作业

花生收获

免耕施肥播种机田间作业机械化深松整地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