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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1日~22日，在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由河南金苑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种子协会

寻找玉米高产品种”测产验收暨郑原玉

432籽粒机械化实收测产活动在鹤壁市

钜桥镇盛大举行，省农业农村厅、省农机

局、省科技厅、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中国种子协会等单位领

导和专家到场指导，共同见证了郑原玉

432田间测产验收和机械化收粒实打验

收，实收测产结果为郑原玉432田间干籽

亩产841.48公斤。业内专家和领导对郑

原玉432表现出的早熟、耐密、高产、宜机

收优势给予高度评价，众多种子经销商、

种粮大户现场掀起抢购高潮，在业内引

起轰动。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康广华介绍，金苑种业科研团队在郑州

市科技局长期支持下，从2008年就瞄

准耐密抗倒、早熟粒收玉米为育种目

标，利用新兴的单倍体育种手段，以国

内广适多抗育种材料为载体，成功将欧

系早熟密植、抗倒粒收材料与茎秆坚

韧、品质优良的美系材料充分融合，通

过大量的选材组配、对比测试、严格筛

选，历时10年成功培育出适宜机械化

粒收品种郑原玉 432。郑原玉 432 于

2018年通过国家审定，2019年全国推

广面积超过150万亩。郑原玉432在河

南省各地均有种植，在水肥条件好的地

块，产量水平非常高，又能机械化籽粒收

获，很受农户喜爱，种粮大户的种植积极

性更高。

9月20日，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试验点数据显示，

夏播的郑原玉432种植密度达到了每亩

7500株，果穗均匀一致、长势健壮，玉米

产量和品种在所有试验品种中表现突

出，亩产突破900公斤。

沁阳市惠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万金虎今年种植的 1000 多亩郑原玉

432玉米喜获丰收。“今年我种的郑原玉

432全部使用机械粒收，收获时不仅籽

粒水分低，破碎率还特别低，仅烘干成本

一项就较其他品种每斤最少节省2分

钱，以后种玉米，我就认准郑原玉432。”

万金虎高兴地说。

新乡县七里营镇是全国有名的农业

先进乡镇，中国农科院新乡基地也建在

七里营镇，当地农民科技意识强，接受农

业新科技能力强。从示范到推广短短两

年时间，郑原玉432以其产量高、适宜机

械化籽粒收获，在七里营镇已是家喻户

晓。七里营镇的种子经销商张凤标说：

“今年郑原玉432在我们七里营镇亩产

1500斤的田块比比皆是，种植面积已有

5000多亩，明年的种植面积肯定超过一

万亩，农民种玉米就是图个高产、省事、

多卖钱，郑原玉432全占了，面积翻一番，

理所当然。”

一粒一粒种子种子 一项一项技术技术 让玉米收获更简单让玉米收获更简单
□本报记者肖列通讯员张占光文/图

核心提示：国审玉米新品种郑原玉432，以其早熟脱水快、耐密产量高的品种优势备受农民青睐，籽粒机械直收，像收小麦
一样收玉米，成为行业发展风向标。推向市场当年，郑原玉432全国推广面积超过150万亩，带动广大农民朋友增产增收。

“时和岁稔，穰穰满家。”2019
年 9 月 28 日，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机械收粒沁阳市试验示范田
的玉米开始收获，刚从上一个试
验点赶到沁阳市的中国农业科学
院李少昆研究员、王克如研究员
及其研究团队又扎进玉米田里，
对参试的郑原玉432等13个玉米
品种进行机械化籽粒收获的品种
比较和筛选工作。经过科学有序
的数据对比和品种适应性比较，
郑原玉 432，以其早熟脱水快、耐
密产量高、机收效果好、综合效益
高等优势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
誉。

“玉米籽粒田间机械收获能
够减少果穗储运、晾晒、脱粒等作
业环节，不仅大大降低劳动强度，
节约成本，而且还会减轻晾晒、脱
粒过程中的籽粒霉烂与损失，促
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是我国玉米
机械收获的发展方向和今后玉米
生产方式转变的方向。”在接受新
闻媒体联合采访时，李少昆说，

“玉米机械粒收是一项涉及农机、
品种、栽培、收储、烘干、销售的系
统工程，当前关键的制约因素在
品种，这也是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团队在全国各地做试
验、筛选适宜机械化粒收品种的
价值所在。”

玉米破碎率高是当前机械粒
收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
水分偏高是造成当前我国玉米机
械粒收效率低、破碎率高的主要
原因之一。因此，收获时籽粒水
分含量是影响玉米机械粒收质
量、安全贮藏和经济效益的关键
因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
性状。降低玉米籽粒水分含量，
关键在于选择脱水快的品种，从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机械收粒
沁阳市试验示范田收获的13个品
种表现来看，郑原玉432的籽粒含
水量最低，仅有20%。

10月19日，国审玉米新品种
郑原玉432籽粒机收示范观摩会
在获嘉县举行。美国艾奥瓦州立
大学玉米单倍育种平台创建人、
博士生导师Thomas Lubbersted教
授，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郑州国
家玉米改良中心副主任李浩川博
士，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广华就玉米籽粒机收及
产业化发展等话题现场交流，
Thomas Lubbersted教授对郑原玉
432卓越的站秆能力、高效的机收
效率和品质好、产量高、低含水量
等优势给予高度评价。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玉米全程

机械化是发展方向。玉米机械化籽粒

收获是全程机械化的关键，需要在玉米

品种的选育和籽粒收获机械的改进上

同时突破。郑原玉432是玉米全程机械

化代表性品种，金苑种业搭建合作平

台，组建粒收联盟，促进玉米籽粒机械

化大发展。

2019年8月26日，由河南省农机推

广站组织的玉米籽粒机械化收获现场会

在宁陵县柳河镇李庄农机科普示范基地

举行，来自中国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专

家及河南省各地农机站专家、收获机手、

种粮大户近200人参加了演示会。演示

会利用10种不同型号收获机对郑原玉

432玉米品种进行了机收测试，并对各型

号收获机性能和收获效果进行了评价。

郑原玉432玉米以其早熟脱水快，耐密

产量高，机收效果好受到与会人员赞誉！

金苑种业董事长康广华说：“玉米

全程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种植是大势

所趋，机械收粒玉米品种不仅解决了规

模化种植户以往收获果穗难以存放的

难题，而且能显著提升商品玉米的卫生

品质，改善用粮企业普遍头痛的夏播玉

米两素（黄曲霉素、呕吐霉素）超标问题，

达到农民、企业、社会三受益。郑原玉

432是玉米机械化籽粒收获的代表性品

种，但只能算是1.0版本的产品，我们1.5

版本的产品即将上市，比如郑品玉495

等品种；同时，2.0版本的产品也开始参

加省级试验和国家级试验。金苑种业每

年的品种研发投入超过1500万元，是国

内种业界为数不多的科研年投入额超过

千万元的种子企业。公司将继续加大科

研投入，选育更优秀的品种，进一步满足

广大农民和规模种植户的需求，让玉米

收获更简单，让农民增产增收更容易。”

郑原玉432，实实在在能让农民增产

增收。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河南疃镇的

程国发十分认可郑原玉432，他见证了当

地多家农户种植郑原玉432每亩多收入

200多块钱。“郑原玉432，真正能像收小

麦一样收玉米！每亩接近6000株的密

度，不化控，还抗倒，老百姓多卖粮、多赚

钱，这十里八村的明年都种郑原玉432。”

程国发高兴地说道。

“种粮大户种粮不容易，遇到早熟高

产的好品种，都是抢着种。郑原玉432早

熟耐密，不用化控还抗倒，直接收籽产量

高。”胡居民是湖北省襄阳市石桥镇万家

坪村的种粮大户，今年他种了100多亩玉

米，其中郑原玉432占36亩。秋天一场

大风过后，60多亩的其他品种全部倒伏，

36亩的郑原玉432屹立不倒。郑原玉

432成熟后，直接机械化收籽粒，摊开晒

了大半天水分达标就卖了，总共卖了

49732斤，折合亩产1381斤，比同一块

地、同样管理的60多亩其他玉米品种亩

产高了200多斤。“郑原玉432，真是省心

多赚钱的好品种，明年我的100多亩地全

种郑原玉432。”胡居民说。

安徽省宿州市的灵璧县，北接徐州，

南接蚌埠，南北跨度大，气候复杂多变。

郑原玉432在当地历经2018年多次台风

考验，表现出极强的抗倒性，2019年前期

干旱、后期光照资源不足，很多品种晚

收，郑原玉432的早熟特性优势明显。正

是郑原玉432这种优秀的大田表现，从

2018年的50亩示范展示田到2019年接

近两万亩的种植面积，得益于农户的广

泛认可和高度评价；2020年种植面积有

望超过6万亩，迅速成为灵璧县主栽玉米

品种之一。郑原玉432灵璧代理商姚刚

说：“郑原玉432，矮秆抗倒、耐密高产、脱

水快、适宜机械化籽粒收获，这正是广大

农户和种粮大户需求的理想品种，值得

大面积推广种植。”

山东省玉米粒收率先从种植大户开

始，2019年随着郑原玉432在滕州、汶上、

郓城、阳谷、茌平、齐河、临邑、邹平、高青、

高密等核心县的大面积推广，借助“郑原

玉432粒收联盟”平台与雷沃“谷神”粒收

机的信息共享，帮助各县种植户大面积进

行玉米粒收，一场场“郑原玉432玉米籽

粒直收现场会”拉开了山东省玉米籽粒收

获的序幕。山东汶上县土地流转达90%

以上，2019年当地大户种植郑原玉432近

3万亩。该县军屯乡九加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社长谢振强说：“今年合作社种植了

3000多亩郑原玉432，实现了机械籽粒收

获，在‘金苑种业粒收联盟平台’的帮助

下，通过邹平富华、滨州京博等粮贸企业

顺利实现地头卖粮、社员当场点钱，现在

种玉米省事了，社员可乐坏了。”

为充分了解郑原玉432品种的早熟、

耐密、高产、宜机收水平，金苑种业在多

地作物收获前后，组织多场次由专家、记

者、技术人员、经销商、农民等人参加的

观摩会、测产会，所到之处，群众对郑原

玉432的高产表现交口称赞，农民丰收后

的喜悦溢于言表。

平舆县郭楼镇曹寨村委罗桥村李小

民，今年卖完玉米后很高兴，他家玉米比

其他人一斤多卖了3分~5分钱。原来他

今年种了7.7亩郑原玉432，卖粮10480

斤，折合亩产1361斤。因为郑原玉432

是早熟品种，玉米品质特别好，比其他玉

米品种早熟7天左右，卖粮时，正是市场上

玉米青黄不接的时候，价格自然卖得高。

他对郑原玉432的产量很满意，对卖粮的

价格更满意。邻居们纷纷问他种的啥好

品种，他很爽快地告诉大家是郑原玉432，

“这品种真好，早熟、耐密、产量高”。

早在10年前，金苑种业在机械化籽

粒收获玉米品种选育立项时，就在驻马

店市西平县二郎乡设立了金苑种业科研

测试站，金苑种业科研团队用“十年磨一

剑”的真功夫，在上百个测试组合中筛选

出郑原玉432这一适宜机械化籽粒收获

的玉米品种。郑原玉432一上市，就赢得

了种粮大户的普遍欢迎，仅仅一年时间，

西平、遂平两县的郑原玉432种植面积已

突破10万亩，且今年郑原玉432机械化

籽粒收获比例超过90%。

遂平县嵖岈山镇种粮大户曲春霞，

今年种植300多亩郑原玉432。嵖岈山

一带，秋季容易起大风，今年秋季又是一

场大风，相邻地块的其他玉米品种出现

大面积倒伏，唯独曲春霞的几百亩郑原

玉432没有倒伏，郑原玉432的抗倒伏能

力得到了充分检验。曲春霞的300多亩

郑原玉432全部机械化籽粒收获，省工省

时，吸引了十里八村的种粮大户和普通

农户前来观摩，大家都说曲春霞见过大

世面，选品种有水平，明年都跟着曲春霞

种郑原玉432，省工省时赚大钱。

业内轰动“密植+机收”让玉米收获更简单

农民喜爱 真正像收小麦一样收玉米

河南育出好品种 周边省份也“沾光” 籽粒机收 玉米种业发展风向标

郑原玉432像收小麦一样粒收玉米。

（成熟后一周左右达到籽粒直收标准，且粒

收过程中落籽率及破损率低于国家粒收要

求标准。）

2018年9月10日，在黄淮海地展会上，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广华（左）陪同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

司司长张延秋（右）察看郑原玉432长势。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左二）调研郑原玉432生长情况。

10月19日，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玉米单倍育种平台创建人、博士生导师Thomas

Lubbersted教授（左三），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郑州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副主任李浩川博

士（左四），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广华（左二）就玉米籽粒机收及产业化发

展等话题现场交流。

9月28日，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机械收粒沁阳试验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中国作物学会玉米栽培学组组长、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李少昆（右三），中
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王克如（左二）对参试的郑原玉432等13个玉米品种进行机械化

籽粒收获的品种比较和筛选工作，郑原玉432机收脱粒后直接进入烘干塔，提早上市好

卖粮，获得与会专家高度赞誉。

株小棒不小，6000强抗倒——郑原玉

432密度弹性大，果穗均匀，结实好，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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