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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小麦品种的选用、整地、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机械半精播、旋耕抑制、阶梯施肥、
氮肥后移、化学防控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收获等几方面介绍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以便为农民种植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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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Yield Wheat
Feng Liu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station of Gaomiao Town, Taihe Coun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wheat from the aspects of selection,
soil preparation, sowing, field management, and harvesting of wheat varieties, super-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wheat with soil testing and compound fertilizer as the core, selection of fine varieties, and selection
of the best sowing period. Mechanical semi-precision seeding, rotary tillage suppression, stepwise fertilization,
nitrogen fertilizer backward shift, scientific introduction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argets and
chemical weeding, chemical control and fall prevention, pests and diseas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armers to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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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抗病性、抗倒性、抗干热风等。选择

面平整,利于灌溉,不要做成龟背田：
“实

小麦富含淀粉、矿物质、维生素A

好优良品种后,还要对种子进行筛选和

“,即耕后横耙竖耙加锁耙,达到上虚下

等营养成分、还具有药用价值和食疗价

处理,进一步提高种子质量,本地区应选

实：“足”,即底墒充足,口墒适宜。

值。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用半冬性品种,主要有：新麦26、皖麦52、

2.3深耕

又是黄淮海平原的主要夏季作物,我县

冠麦1号、安农0711、烟农999、瑞华麦

由于多年只旋耕,不深耕,导致耕层

处于黄准海的南端,是安徽省小麦的主

518、恒进麦8号等半冬性品种。

变浅,小麦易倒伏,抗旱抗冻能力差,小

产区,近年来小麦单产,虽然突破千斤,

2 整地

麦生长后期易脱肥,籽粒不饱满,单产水

但要继续提高单产,需要在种植技术上

精细耕地,为小麦生长创造良好的

平下降,因此,大力提倡先深耕后旋耕,

有所改进和突破,随着科学技术和农业

生长环境,确保麦田耕层厚度达到

经济的发展,小麦高产栽培技术在小麦

20-25cm。

种植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小麦高

2.1整地质量要求

产栽培技术融入绿色栽培理念,在新科

上无坷垃,下无卧堡,地面平整,上

技新技术运用下,种植技术科技化。为实

虚下实,墒情充足,利于出苗。

现小麦高产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将小麦

2.2具体标准

高产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无论采用什么方式整地,都要做到

坚决杜绝以旋代耕。

3 防治地下害虫
小麦地下害虫主要有蛴螬、金针虫,
蝼蛄等,防治指标4头/㎡,在具体防治中,
要依据植保部门挖查和预报情况来定。
防治方法：
3.1大力推广种子包衣技术

1 选用优良的品种

“深,透,细,平,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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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选择,应根据当地季节,气

一般20—25cm“透”,即做到不漏耕,不

利于综合防治病虫害和培育壮苗,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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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细耙,做到上下均无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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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前用种衣剂进行种子包衣,有

3.2土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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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用40%甲基异硫磷或50%辛硫磷

于机械化管理。高产栽培条件下宜适当

打药,必须抢在雨前或雨停间隙水干后抢

乳油20ml,加水2kg,拌细土20-25kg,撒

加宽行距有利于通风透光,减轻个体与

时喷药,喷药后遇雨可隔5-7天再喷一次,

施犁沟或垡头,或用上述两种药拌过炒

群体矛盾,提高产量。(3)提高播种质量,

以提高防治效果。防治方法为每亩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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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与土壤密接,有利于吸水萌发,提高

后期早衰、病虫害和干热风,减少用工和

拌,拌后稍等晾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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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准施肥

6 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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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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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冬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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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苗,确保苗全,苗壮,对10cm以上缺苗

三唑酮可湿性粉50g＋0.2-0.3%的磷酸

冬前培育壮苗,增加有效分蘖数和壮杆

和断垄,应及时移栽补苗。(2)防治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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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期收获,收获过早,种子成熟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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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3)化学除草。化学除草可以减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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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土壤普遍缺锌、锰等微量元素,除

剂2g兑水3kg,在小麦2叶期至拨节前,猪

综上所述：不断提高小麦栽培技术

专用基肥补充外,为提高效率,可采用

秧秧2-4叶期或泽漆2-3叶期喷雾：以播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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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外喷施,一般可结合农药喷雾施用,

高蒿,荠菜、麦家公,宝盖草为主的麦田,

产量。及时发现小麦种植过程中的问题,

一般播种后可随除草剂掺用硫酸锰、硫

唑草酮每亩用10%可湿性粉10-35g或5.8%

寻找到相应解决对策,结合先进种植技

酸锌、浓度0.2--0.3%,年后防虫治病时

麦悬浮剂15ml,兑水30kg,在小麦2叶期至

术和管理,是提高小麦产量的优良对策,

可配用硼砂,浓度0.3--0.5%。微肥可有

[1]
拨节前,杂草2-4叶期茎叶喷雾 。(4)及时

小麦的产量提高,不仅增加了当地农民

效预防小麦缺素,减轻各种病害的伤害,

浇好越冬水。播后30-50天,依据土壤墒情,

收入,也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对促进小麦茁壮生长、增产增收具有较

苗势强弱,浇好越冬水。在冬季干早的情

对于全国的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推动

为显著的作用。跟据我县的土壤养分含

况下,每次强寒潮来临之前,一定要浇好

[3]
力 。

量、土壤供肥能力和作物需肥规律,按照

迎潮水,防止骤然降温造成冻害。

有机无机相结合,NPK微肥合理配比,全层

6.2春季管理

撒施,每亩施肥量：优质土杂肥2-3方,每

(1)拨节孕穗肥：一般应在清明前后

亩 施 肥 量 ： 纯 N10kg 、 P ₂ 0 ₅ 15kg,K ₂

趁雨撒施尿素,用量为5-10kg/亩,群体

07.53kg、ZnSO4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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