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夏玉米高产高效种植技术
任俊美
项城市农业农村局
DOI:10.32629/as.v3i3.1834
[摘 要] 介绍夏玉米高产栽培技术,主要包括选用良种、种子处理、早播技术、科学灌溉及施肥、人工
去雄与辅助授粉、病虫害防治、适时收获等内容,为广大种植户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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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玉米因为播种时间短,且具有生

刺激种子增强新陈代谢,以此提高出苗

强光照的条件下光合强度大,合成的有

产周期短、产量高以及较强的适应性和

质量,实现增产的目的。浸种一般是在播

机物质多,若处于18℃以下的条件下,其

抗旱抗洪能力等优点,是目前种植较为

种的前一天进行,使用温水或冷水对种

光合作用基本停止。只有早播才能满足

广泛的农作物之一。

子进行浸泡,其中温水浸泡所选用的温

玉米对光热的需求,保证正常成熟。

1 夏玉米播种准备阶段的注意
事项

水温度应维持在45－50℃范围内,不得

有麦垄套种技术和“铁茬播种”技术。

超出这个范围,将种子浸泡6－10小时,

常用“铁茬播种”技术：所谓“铁

1.1选用良种

用来杀死种子表面携带的炭疽病菌或黑

茬播种”,就是在麦收后不进行耕翻整地,

选用优良的玉米杂交种,是获得玉

粉病菌等病害；而冷水浸泡则是选用清

就把玉米种子种到麦茬行中间的播种方

米增产的关键技术之一。选用适宜的优

水,没过种子,浸泡12－24小时,捞出晾

法。
“铁茬播种”要做到：麦收后立即趁

良玉米杂交种,在不增加其他投入的条

干。不论是温水浸泡还是冷水浸泡,都需

墒抢种,足墒下种；墒情不足时,播种后

件下,也可获得较好的收成,一般可增产

要将捞出的种子放于阴凉处进行晾干,

浇蒙头水。

30%左右,若做到良种与良法配套增产潜

待种子表皮水分蒸发完毕,不再湿润后,

力更大。不同的优良品种有不同的特征

才能进行播种。

无论开沟条播或开穴点种,都要播
种深浅一致,覆土严密,厚薄均匀,出苗

特性,郑单958株形紧凑,豫玉22株形松

1.2.4晒种：种子晾晒中,不能直接

散等。因此,要使玉米获得增产,就必须

将种子铺在水泥地上晾晒,水泥地面温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用良种。一般平

度高,容易烫伤种子,轻则造成出苗畸形,

2 夏玉米播种阶段的注意事项

原地区选用郑单958、鲁单981、浚单20、

重则造成种子死亡不能出苗,需要注意

2.1播种密度和深度

登海605、先玉335等。

的是,晾晒种子的温度不宜超过30℃,且

夏玉米在播种的过程中,应注意播

1.2玉米种子处理

在晾晒的过程中需要对种子进行多次翻

种密度和深度的选择。目前,平原地区夏

1.2.1精选种子。玉米种子在购买回

动,保障晾晒的均匀。

玉米种植的密度范围在每亩3000-6000

齐全。出苗后立即灭茬松土保墒,为幼苗
根系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株,其合理密植的原则是：肥地易密,瘦

家后,需要对玉米种子进行一次精挑,将

1.2.5拌药。地下病虫害是导致种子

玉米种子中的秕粒、坏粒、小粒、虫粒

不出苗、苗弱、苗缺等病因的主要因素,

地易稀；株形紧凑易密,株形松散易稀；

以及破粒等不合格的种子全部挑出,保

对部分病虫害较为严重的土壤,必须用

早播宜稀,晚播易密。

障种子的颗粒饱满与健壮。播种前对种

药剂对种子进行搅拌,待种子搅拌均匀

玉米种子播种深度在土壤墒情正常

子进行精选,是保证苗全、苗齐、苗壮的

后,将种子与药剂一起堆闷4－6小时,然

情况下以4-5厘米为好,如播种过浅,表

重要措施。所以在购买种子时就要慎重,

后进行播种。另外,也可以将药剂涂附在

层易失墒干旱,导致玉米种子吸水不足

为防止买到假冒伪劣种子,要从包装、粒

种子表面,而后晒干形成药膜包衣再进

而不能出苗,播种过深,因土层较深,种

色、杂质、整齐度等方面进行判断。

行播种。

子胚轴需不断伸长才能顶出地面,消耗

1.2.2种子处理。种子处理和办法很
多,当前最好的办法是用种衣剂包衣,其
次还有浸种、拌种和晒种。
1.2.3浸种的目的是提高种子活力,

1.3早播技术
夏玉米早播是增产的关键措施之
一。早播可以满足玉米对光、热的需求。
玉米是喜温、喜强光的碳四作物,在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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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养分而使幼苗细弱,出苗较迟。
2.2播种时间
当前,我国种植的夏玉米多在五月
下旬至六月中旬间进行播种,播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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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迟不能晚于七月中旬,收获时间在10

生总耗水量的50%左右,如遇干旱,严重

先晴天上午10时到下午15时去雄,以利

月中旬左右及以后,因此,夏玉米的播种

影响玉米生长发育,此期一般田间持水

伤口愈合,一般采用隔行或隔株去雄的

时间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过早和过晚

量应保持在70%-80%,以保证植株对水分

方法,地头和地边的植株不去雄,在连

都会因为错过最佳的种子生长环境而影

的需求。具体浇水时间要视土壤墒情而

阴雨天和高温干旱的天气,也不必去雄,

响夏玉米的产量。

定,以保持田间持水量不低于70%为原则,

以防花粉不足影响充分授粉而造成缺

2.3间苗与定苗

但在一般情况下,应在大喇叭口期前浇

粒秃尖。

当玉米种苗长出3-4片叶子时,开

好孕穗水。

人工辅助授粉：对于生长不整齐,

始间苗,5-6片叶时定苗。间苗是指在玉

3.2合理施肥

特别是育苗移栽的田块一定要在晴天上

米种苗长到3-4片叶时,应按照不同种

夏玉米在施肥上应遵循“轻施苗肥、

午露水干后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提高结

植要求的株行距,适当的对多余玉米种

重施穗肥、酌施粒肥”的基本施肥原则,

实率,减少秃尖。每天上午用绳拉1次,

苗进行拔除,保障种苗间距符合种植要

从拔节到抽穗,是玉米一生中对氮、磷、

连续拉3-4次。

求；定苗则是在玉米种苗长出5-6片叶

钾吸收量迅速增加的时期,穗期的吸收

补施粒肥：对穗期施肥少的地块,

子时,将残苗、病苗、小苗等个体不够

量要占一生总肥量的50%左右,一般在播

可在开花散粉后每亩施入尿素5千克左

健壮的玉米种苗进行拔除,留下个体较

种后35-40天时追肥,有利于穗长和千粒

右,也可每亩喷2%的尿素水溶液30-50

为健壮的玉米种苗。在实际的间苗和定

重的提高,达到增产效果。

千克。

苗中,如果发现玉米地存在病虫害和杂

3.3病虫害防治

适时收获：适时收获是提高子粒产

草也要一定处理掉,消除掉可能会影响

夏玉米在出苗前后容易发生地老

量和品质的重要措施。玉米子粒灌浆乳

育苗种苗生长的外界因素。定苗和间苗

虎、蚜虫、红蜘蛛、蓟马等危害；抽穗

线消失是成熟的标志,此时收获千粒重

宜在晴天的下午进行,且去除掉的不良

期容易出现茎腐病、顶腐病等危害；大

最高,适宜收获。

种苗必须连根拔除,不得留有残余,避

喇叭时容易发生玉米螟等危害；花粒期

4 结语

免吸收土壤养分。

容易发生果穗害虫、及各种叶斑病等危

夏玉米的种植要因时制宜,结合种

2.4除草

害。此外,夏玉米还容易发生各种病虫害,

植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来进行选

除草是贯穿整个玉米种植的必备工

如灰飞虱、苗枯病等,不同的病虫害有着

择,同时加大对夏玉米高产高效种植技

作,尤其是夏季,高温多雨,容易滋生杂

不同的针对性药剂,如50%的多菌灵可湿

术的研究,提高出苗率,做好对应的病虫

草,必须定期对植株间冒出的杂草进行

性粉剂和20%的三唑酮乳油多菌灵能够

害防治工作,最终增加玉米产量。

处理,对部分零散的杂草可以采用人工

治疗苗枯病；25%吡蚜酮悬浮剂和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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