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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镰刀到机械
芝麻收获迈入
“铁牛”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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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字号大豆品种再创佳绩

阅读提示
种植面积第四、总产第三、单产
居世界首位，我国是名副其实的芝麻
生产大国。2017 年我国芝麻进出
口 数 据 显 示 ，当 年 我 国 芝 麻 进 口
71.29 万吨，出口 3.60 万吨。巨大
的市场缺口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供
需不平衡带来了芝麻种植的巨大潜
力。
我省作为传统的芝麻生产大省，
却面临着品种、技术、机械等多项种
植难题。作为芝麻种植的最大难题，
机械化成为制约芝麻产业发展的关
键。
10 月 17 日，在郑州召开的芝麻
标准化生产机械化收获现场观摩鉴
定会上，由省农科院与青岛农业大学
联合研制的国内首台芝麻专用联合
收获机试机成功，实现了农机农艺融
合的芝麻联合收获关键技术创新，填
补了国内芝麻收获装备的空白，为芝
麻规模化生产提供了保障。

首台芝麻专用联合收获机

参观者在现场观摩芝麻专用联合收获机一次性完成芝麻的收割、脱粒、分离、清选、集粒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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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倍！机械收获效率远高于人工

位于原阳县的河南现代农业研究开
发基地里，芝麻成熟，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该地块采用机械化收获。一阵轰鸣
过后，一片芝麻已收割完毕，收获机后方
“吐出”脱粒的芝麻，秸秆则粉碎成小于 5
厘米的小段还田。
省去割倒、晾晒、脱粒等复杂环节，
采用机械直接实现籽粒收获，这是国内
首台芝麻专用联合收获机试机现场，集
收割、脱粒、分离清选、集粒于一体，收获
效率大大提高。来自驻马店的参观者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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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白 回 收 率 高 达 80.1%（一 般 品 种 在
75%），每公斤“郑 1307”大豆籽粒可加
工豆腐 3.82 公斤，可以作为豆腐、豆浆加
工专用品种。在机械化管理方面，
“郑
1307”抗倒伏、抗裂荚、底荚高度适中，
这些特性非常适合机械化收获。
“从产量表现来看，获嘉县和原阳县
基地，属小面积高产典型，充分表明了该
品种的增产潜力，而该品种在山东济宁
61.27 亩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 289.24
公斤，远超国内平均亩产 120 公斤水平，
充分体现了郑 1307 大面积推广的巨大
潜力。”卢为国说，郑 1307 的成功选育及
推广有助于提高黄淮海地区大豆单产水
平，推进大豆的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对于
提高国产大豆自给率、降低对外依存度、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汝阳 专家下基层 服务暖民心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
所、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省农机鉴定
站、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等单位的有关
专家，对该机械装备及配套种植模式进行
了现场观摩和鉴定，
经过现场测试，
在籽粒
含水率 16.0%的情况下,使用该机械收获
芝麻，含杂率 16.7%，夹带与清选损失率
0.3%，籽粒破损率 2.9%。经核算，机械收
获效率为人工作业的60倍，
显著降低了生
产成本，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种植面积提升难 三大难题亟须解决

芝麻种植效益高，但种植面积提升
难。省农科院芝麻研究中心卫双玲研
究员解释说，就目前来看，芝麻种植面
临三大难题：从品种来说，目前普通芝
麻品种抗逆能力差，易造成产量和品质
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无保障，挫伤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种植技术上，缺
乏机械装备与适应机械化的品种，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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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道：
“如果是人工，光割倒，就需要花费
巨大的人工和时间，再加上其他环节，想
得到芝麻，可不容易。”
作为国内首台芝麻专用联合收获
机，多项创新填补了我国芝麻专用收获
机械的空白：发明了高速往复切割与长
路径茎秆和落粒收集输送装置，解决了
芝麻割送损失大的突出问题；研制出全
喂入式芝麻脱粒分离机构，降低了籽粒
破损率；一次性完成芝麻的收割、脱粒、
分离、清选、集粒。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秋收时节传
喜讯，近日记者从省农科院获悉，由省农
科院经作所卢为国团队选育的大豆品种
“郑 1307”再获佳绩：在获嘉县城关镇大
西关村实收亩产 304.15 公斤、在原阳县
河南现代农业研究基地实收亩产 334.73
公斤。
郑 1307 是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黄
淮海大豆优质高产广适新品种培育”项
目支持下，由该院选育的适用于黄淮海
地区加工专用大豆新品种，具有高产稳
产、品质优良、早熟抗病和适合机械化管
理的特点。该品种 2017 年最高亩产为
328.3 公斤，今年在同一地块又创造了亩
产 334.73 公斤的好成绩。
省农科院经作所大豆研究室主任卢
为国研究员介绍说，
“郑 1307”加工豆浆

机农艺不配套，导致种植粗放，生产成
本高、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难以提高；
更关键的是，对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份
生 产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芝 麻 种 植 成 本 较
高，仅人工一项，就占到总成本的 40%以
上。
国家芝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省农科院芝麻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洋

研究员分析说，随着芝麻保健价值的进
一 步 挖 掘 ，芝 麻 越 来 越 受 到 市 场 的 青
睐。河南芝麻种植面积历史最高年份达
到 600 万亩，而目前在 300 万亩左右，且
随着玉米等秋作物效益下降，芝麻成为
许多农户的新选择，但对于种植户尤其
是种植大户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
机械化难题。

浓情重阳节 国元送温情

全程机械化激活芝麻增产潜力

在收获后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就芝麻生产机械化进行了讨论。卫双玲研
究员认为，芝麻生产机械化不能等同于芝
麻收获机械化，
而应是从芝麻播种、
管理到
收获的一整套标准化生产模式。从麦茬芝
麻机械化种植模式上，应采用 6 行一带种
植模式，
带间宽60厘米，
行距28厘米；
采用
机械条播方式，
深度为3厘米，
最深不宜超
过5厘米；
芝麻的机械收获标准，
应为茎秆

基本干枯，
全株叶片全部脱落，
中下部蒴果
种子成熟，种皮均呈现品种固有色泽，且
蒴果与种子干燥，
上部蒴果基本干燥。
“过去是先从品种再到种植模式，而
现在，要从田间实际需求出发，先有种植
模式、再有机械，继而选择品种，才能实
现全程机械化。”张海洋说，在种植模式
确定后，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品种，从株
型、株高、叶片大小、秆径粗度、耐压值、

10 月 18 日，汝阳县林业局的专家到刘店镇二郎村种植户袁小学果园进行技术指
导。深秋时节，汝阳县组织畜牧局、农业局、林业局等单位专家陆续到全县 14 个乡镇、工
业区的贫困村开展服务活动，专家通过深入田间地头，与贫困村群众手把手、面对面地开
展支农服务，
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康红军 师娟 摄

蒴果开裂程度、蒴果茎秆夹角等标准确
定适宜的品种。
针对全程机械化与产量之间的联系，
张海洋介绍说，全程机械化不仅不会影响
芝麻产量，相反会进一步激活芝麻的增产
潜力，实现产量与效率的双提升。下一
步，在进一步完善芝麻收获机械的同时，
省农科院也将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开展技
术攻关，
选育适宜的芝麻新品种。

本报讯 （记者肖列 通讯员展亚楠）
“帮老人做家务、陪老人聊天、和老人进
行友谊小比赛……”10 月 17 日，扶沟县
康复养老院的老人，在“孩子们”陪伴下
度过了一个温馨的重阳节。
当日，在国元农业保险扶沟营销服
务部经理肖玉廷和扶沟县民政局副局长
姜春峰的带领下，国元农业保险扶沟营
销服务部员工和扶沟县民政局职工一同

来到扶沟县康复养老院，在为老人送去
关爱和陪伴的同时，还为老人送去了大
米、面粉、牛奶、水果等节日礼物。
据了解，在此次活动中，国元保险公
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配合当地民政部
门，发动员工主动为老人送温暖、办实
事、献爱心，营造敬老爱老社会氛围，更
好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传递了尊老、敬
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