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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旱灾是我国农业主要的自然灾害，据统计，全国
每年旱灾面积已由上世纪５０年代的１．５亿亩上升
到现在的４～５亿亩，成灾面积由５００万亩上升到１．
８亿亩，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入冬以来，我国北方１２个省市相继发
生了历史罕见的旱灾，连续１００余天无降雨，给今年
农业生产、特别是夏粮生产及人畜饮水带来了严重

威胁。为充分发挥科技在抗旱减灾中的重要作用，

把灾害损失减到最小限度，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和

专家，以国家科技支撑、“８６３”等计划相关项目研究
成果为基础，紧密围绕抗旱减灾的技术需求，对已有

技术进行了初步筛选和集成，编制形成了本手册。

　　本手册主要汇编了与小麦抗旱减灾相关的技术
和品种，每项技术的内容包括主要功能、技术要点、

技术来源等，为技术推广和应用者提供了便利查找

和咨询线索。请注意在使用前尽可能地向技术来源

单位、当地主管部门或技术人员作进一步咨询和指

导。由于时间较紧，手册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希

望有关部门和地方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根据有关

部门和地方的需要及反馈，对技术手册内容不断补

充和更新，为科技救灾提供有效支撑。



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措施

　　小麦春季管理应根据旱情和苗情特点，以促麦苗转化升

级和抗旱保墒为重点，坚持以早管促早发，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促控结合，科学运筹肥水，提高小麦群体质量，为稳产、高

产打基础。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因苗分类管理，科学施肥浇水

　　一是加强分类指导。本着先急后缓，先重后轻的原则，

通过利用现有水源条件，抓住中午气温高的时机，对受旱重

的麦田进行浇水，能浇一亩是一亩，多浇一分是一分。二是

注意浇水时间和方法。在浇水时间上，注意选在寒潮过后，

日平均气温在３℃以上的晴天上午１０时至下午３时浇水。

在浇水方法上，尽量小水细浇，防止大水漫灌，避免田间积水

结冰。三是切实加强浇水后的麦田管理工作，坚持浇水与中

耕保墒并重，特别是近期浇过水的麦田，及时划锄保墒，防止

板结。对于三类苗和已经发黄的田块在抓好浇水的同时，及

时追施肥料，通过追肥增加营养，促进盘根增蘖。对没有浇

水条件的麦田，利用浇“二肥水”和秸秆覆盖等措施进行抗旱

保墒。具体措施是：

　　１、缺水麦田的管理。今年冬季无雨雪，部分没浇越冬水

的麦田旱情较重，即耕层土壤含水量低于６０％的麦田，必须
１



在小麦返青前后浇水，结合浇水进行追肥，一般亩追尿素１０

公斤至１５公斤。视苗情及年前的施肥情况，可以适当调整

施肥量。对于没有水浇条件的麦田，要千方百计采用各种方

法扩大小麦浇水面积。

　　２、地力水平较好，群体适宜的一类苗，实施氮肥后移，拔

节期进行肥水管理。在拔节期进行春季第一次肥水管理，可

以有效地控制无效分蘖过多增生，增加开花后干物质积累，

提高生育后期旗叶的光合高值持续期和根系活力，延缓衰

老，提高粒重，获得高产更高产，一般结合浇水亩追尿素１５

公斤。

　　３、地力水平一般，群体偏小的二类苗，起身期进行肥水

管理。小麦起身后、拔节前分蘖数量达到高峰，起身肥水对

增加分蘖已基本无效，但是能显著提高分蘖成穗率。所以，

中低产麦田，群体基本够数，每亩总茎数在５５～６０万左右，应

在返青期精细划锄的基础上，在起身期结合浇水追施尿素１５

公斤。麦苗偏弱群体不足的麦田，可在起身初期至起身中期

追肥浇水，群体适宜的麦田应在起身后期追肥浇水。

　　４、晚播弱苗群体较小的麦田，应在返青期进行肥水管

理，这类麦苗春季追肥应分为两次，第一次，时间可在返青中

期，５厘米地温在５℃左右时开始，施用尿素７公斤，并施用适

量的磷酸二铵，同时浇水，促进分蘖和根系生长，以提高分蘖

成穗率；拔节后期结合浇水追施尿素８公斤，促进小麦发育，

提高穗粒数。返青期已呈现脱肥发黄的麦苗，应施返青肥，

２



适时浇返青水。

二、早春及时划锄，增温保墒促长

　　划锄具有良好的保墒、增温、灭草等效果。各类麦田，早

春至返青期均应进行划锄，以提高地温，促苗早发。早春划

锄的有利时机为“顶凌期”，即在表层土化冻２厘米时开始划

锄，此时保墒效果最好，有利于小麦早返青，早发根，促壮苗。

划锄时要注意因地因苗制宜。对晚茬麦田，划锄要浅，防止

伤根和坷垃压苗。尤其是对“土里捂”麦田，更要在早春趁墒

及早划锄，以防止土壤板结，影响小麦出苗；对于徒长麦田，

应进行深锄断根，控制地上部生长，变旺苗为壮苗。划锄要

注意质量。早春第一次划锄要适当浅些，以防伤根和寒流冻

害。以后随气温逐渐升高，划锄逐渐加深，以利根系下扎。

拔节前力争划锄３～４遍。尤其浇水或雨后，更要及时划锄。

要切实做到划细、划匀、划平、划透，不留坷垃，不压麦苗，消

除杂草。

　　针对不同类型的苗情，镇压与划锄可以结合进行。第

一，对播种时整地粗放、坷垃多的麦田，以及没有水浇条件的

旱地麦田，要在返青期前后及早镇压。待镇压起到提墒作

用，表层土壤水分有所提高后，再进行锄划。二是播种前后

已精细整地镇压，土壤表层干土层不厚的，可以不镇压，只进

行精细锄划，促进小麦根系早发，使麦苗迅速生长。三是冬

前浇过冻水，土壤化冻时返浆的，也可以只进行精细锄划。

３



　　同时，要通过宣传和采取相应措施，严禁麦田放牧。麦

田放牧对麦苗有多种危害，在冬季严重干旱的条件下，麦苗

素质差，放牧的危害将更严重。一是使本来就因冻害受损的

绿叶面积进一步减小，光合产物合成和积累能力下降。二是

延缓返青进程，严重的会造成麦苗死亡。三是造成麦苗机械

损伤，易引起病虫侵害，加重春季干旱和寒冷的危害。

三、预防早春冻害

　　早春冻害（倒春寒）是指小麦进入返青拔节这段时期，因

寒流到来降温，地表温度降到０℃以下，发生的霜冻危害。预

防早春冻害最有效措施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降温之前灌

水。因水的热容量比空气和土壤热容量大，早春寒流到来之

前浇水能使近地层空气中水汽增多，在发生凝结时，放出潜

热，以减小地面温度的变幅。同时，灌水后土壤水分增加，土

壤导热能力增强，使土壤温度增高。因此，有浇灌条件的地

区，在寒流来前浇水，可以调节近地面层小气候，对防御早春

冻害有很好的效果。若早春一旦发生冻害，要及时追肥进行

补救。小麦是具有分蘖特性的作物，遭受早春冻害的麦田不

会将全部分蘖冻死，没有冻死的小麦蘖芽仍然可以分蘖成

穗。通过加强管理，仍可获得好的收成。补救措施：１、抓紧

时间，追施肥料。对遭受冻害的麦田，根据受害程度，抓紧时

间，追施速效化肥，促苗早发，提高３、４级高位分蘖的成穗

率。一般每亩追施尿素１０公斤左右。２、中耕保墒，提高地
４



温。及时中耕，蓄水提温，能有效增加分蘖数，弥补主茎损

失。３、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小麦受冻后，及时叶面喷施

“天达２１１６”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复硝酚钠、己酸二乙氨基醇

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小麦恢复生长都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表现为中、小分蘖的迅速生长和潜伏芽的快发，明显增加

小麦成穗数和千粒重，可显著增加小麦产量。

四、合理运筹起身拔节期肥水

　　起身期肥水可以推迟分蘖两极分化，提高分蘖成穗率，

增加穗数；可以减少不孕小穗，促进小花分化，有利于穗大粒

多；可以促进中部茎生叶面积增大，利于增加中后期光合产

物，提高粒重，但也可能造成叶面积过大而郁蔽；能促进基部

节间伸长，在群体较大时引起倒伏。因此，起身期肥水对群

体小的麦田弊少利多，群体适中的利弊皆有，群体大的有弊

无利。

　　拔节期肥水可以有效减少不孕小花，是提高穗粒数最为

稳健和有效的关键措施；还能促进中等蘖赶上大蘖，提高成

穗整齐度；促进旗叶增大，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生育后期光

合作用和根系活力，延缓衰老，增加开花后干物质积累，提高

粒重；促进中上部节间伸长，有利于形成合理株型和大穗。

　　要根据起身期和拔节期肥水的作用及具体苗情，合理运

筹肥水和其他配套管理措施。

　　１、起身期。一般群体不足的麦田，可以在起身期浇水施
５



肥，促进春季分蘖增生。群体生长健壮、总茎数够数的高产

田，以及返青期已灌水施肥的麦田，起身期应控制不施肥水，

以利于形成良好的群体，改善群体下部受光条件。

　　２、拔节期：对于地力水平和墒情较好，群体适宜的一类

麦苗，应在拔节期进行春季第一次肥水管理。返青期已经灌

水施肥的麦田，也应该推迟到拔节期再施肥灌水。拔节期肥

水的时间，应掌握瘦地、弱苗宜早，肥地、壮苗和旺苗宜晚的

原则。

五、适时进行化控，防止小麦倒伏

　　在小麦起身期要根据苗情、品种特性对有倒伏危险的麦

田进行化控降秆防倒处理，适时、适量均匀喷洒植物生长延

缓剂，抑制基部第一节间伸长，控制植株过旺生长，促进根系

下扎，一般亩用１０％“麦丰”可湿性粉剂３０克，兑水４０公斤，

叶面喷施，防止小麦后期倒伏。

六、防治病虫草害，确保小麦丰收

　　春季是各种病虫草害多发季节，也是防治病虫草害的关

键时期。一定要搞好调查，及早备好药剂、药械，实行综合防

治，减少危害，确保小麦丰收。

　　对小麦白粉病、锈病，可每亩用２０％粉锈宁乳剂５０ｇ，或

１５％可湿性粉剂７５ｇ，对水６０ｋｇ～７０ｋｇ，在发病始期喷雾防

治；对小麦全蚀病，可每亩用２０％粉锈宁乳油１００ｇ，或１５％
６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１５０ｇ，对水５０ｋｇ～８０ｋｇ，在小麦起身期至

拔节期顺垄喷浇；对纹枯病，可在小麦拔节初期每亩用５％的

井岗霉素水剂１００ｍｌ～１５０ｍｌ，对水５０ｋｇ～７０ｋｇ，喷浇于小麦

茎基部。防治麦蚜，可每亩用５０％辟蚜雾可湿性粉剂６ｇ，对

水５０ｋｇ～６０ｋｇ喷雾。防止麦蜘蛛，可每亩用２０％三氯杀螨

醇每亩５０ｍｌ，对水３０ｋｇ～４０ｋｇ喷雾防治，可兼治灰飞虱，预

防丛矮病。此外，还应注意加强对小麦黄矮病、丛矮病、麦叶

蜂和地下害虫的防治。

　　除麦蚜、白粉病等原有的小麦常发病虫害以外，近年来

纹枯病、根腐病、赤霉病、吸浆虫等病虫害发生也较严重。另

外，由于收割机跨区作业等影响，麦田禾本科杂草种类也进

一步增多。总的特点是病虫草害发生范围扩大，种类变化复

杂，潜在危害加重。因此，应加强病虫草害的预测预报，及时

防治各种病虫草害。

　　与此同时，要搞好化学除草。应用化学除草剂防除田间

杂草，具有除草迅速、彻底、省工省时、便于机械化作业、成本

低、增产显著、经济效益好等优点。对麦田阔叶杂草防治效

果较好的药剂有使阔得、麦喜、使它隆、巨星和２，４Ｄ丁酯等

除草剂，特别是２０％使它隆每亩５０ｍｌ～６０ｍｌ，对水３５～４０ｋｇ

喷雾防治，不仅对以荠菜、播娘蒿等为主的麦田杂草防效好，

而且对其它除草剂防治效果较差的泽漆防除效果好，６．２５％

使阔得水分散颗粒剂每亩１０～２０ｇ，对水３５～４０ｋｇ喷雾防治

对猪殃殃有特效。２，４Ｄ丁酯对棉花等双子叶作物易产生药
７



害，甚至用过此药后具有残留的药械再喷棉花等作物也有药

害发生，在棉区花生区麦田除草尽量不用２，４Ｄ丁酯。特别

是春季，麦棉和麦花生间作套种易发生药害。对单子叶杂草

为主的麦田可用６．９％骠马每亩６０ｍｌ～７０ｍｌ或３％世玛乳油

每亩２５ｍｌ～３０ｍｌ，对水３５～４０ｋｇ，茎叶喷雾防治，可达到良好

的防治效果。除草剂的使用时期一般在返青期至起身期以

前。使用时，要严格按照使用浓度和技术操作规程，以免发

生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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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抗旱的主要技术

一、华北小麦垄作高效节水技术

（一）主要功能

　　小麦种植方式由传统平作改为垄作，灌水方式由大水漫

灌改为沟内渗灌，节约灌溉水３０％ ～４０％，小麦增产８％ ～

１０％。

（二）技术要点

　　１．合理选择良种，充分发挥垄作栽培的优势。选用分蘖

成穗率高的多穗型品种，有利于春季早封垄，提高光能利用

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小麦的边行优势。

　　２．合理确定垄幅。垄宽以７５～８０厘米为宜，垄高１３～

１５厘米。对于中等肥力的地块，垄上种３行小麦，小麦的小

行距为１５厘米，大行距为４５～５０厘米；而对于高肥力地块，

垄上种２行小麦，垄上小麦的行距可以扩大到２６～３０厘米，

平均行距３２．５～４０厘米。

　　３．选用配套垄作播种机播种，提高播种质量。使用小麦

专用起垄、播种一体化机械，起垄与播种作业一次完成，可提

高起垄和播种质量，为苗全、齐、匀、壮打下良好的基础。

　　４．合理进行肥水管理。小麦起身期追肥，肥料直接撒入

沟底，并结合浇水。可起到深施肥的目的，提高肥料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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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５．及时防治病虫草害小麦垄作栽培有利于有效控制杂

草，且由于田间微生态环境的改善（田间湿度降低、通风透光

性能增强等），提高了小麦植株的抗病能力，但仍应注意病虫

害的预测预报，做到早发现，早防治。

（三）适应区域

　　京、津、冀、鲁、豫冬小麦种植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桑圆路２８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１００

　　联 系 人：王法宏

　　联系电话：１３００１７１９６０１

　　电子信箱：Ｗｈｅａｔ－ｃｕｌ＠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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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小麦机械化沟播技术

（一）主要功能

　　冬小麦播种时干旱，土壤墒情差，提高旱作农业区冬小

麦播种质量。

（二）技术要点

　　１．沟播播种是采用简便易操作的沟播施肥播种机进行

冬小麦播种，与四轮拖拉机配套，宽窄行（１４～２６厘米），播种

效果呈沟垄状。

　　２．小麦由平播改为深开沟浅覆土的沟播，将表层含水量

低的土壤培到埂上，种子播种在含水量较高的土壤上（即豁

干种湿），沟内风速小，气流交换慢，土壤蒸发少，沟底湿土吸

散热慢，提高了出苗率。

　　３．冬季下雪时，播种沟内能积蓄较多的雨雪，增加土壤

含水量，提高降水利用率。

　　４．沟播播种时的同时使用了种肥，采用集中施肥，利于

培育冬前壮苗，提高肥料利用率，能促进小麦根系发育，增加

冬前分蘖，提高成穗率增加亩穗数。

　　５．减轻风蚀与水蚀，麦田沟埂起伏不平，能减轻风蚀和

水蚀。

　　６．沟播结合培土，可控旺防止倒伏和早衰。

　　７．沟播采用的是宽窄行播种，宽行通风透光良好，提高

了穗粒数与千粒重，小麦增产可高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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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应区域

　　京、津、冀、鲁、豫冬小麦玉米复种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洛阳市安乐军民路５号

　　邮政编码：４７１０２２

　　联 系 人：姚宇卿

　　联系电话：１３９３９９３７９８６

　　电子信箱：ｙａｏｙｕｑｉ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２１



三、渭北旱塬小麦抗旱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通过前茬作物收获后的耕作和施肥措施实现保墒、提高

土壤肥力，在通过选择优质抗性强的小麦品种和种植技术，

实现抗旱栽培。

（二）技术要点

　　１．保耕蓄水，整地保墒。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灭茬浅

耕，耕深１０厘米。七月上旬深耕一次，耕深２０厘米，耕后轻

耙一次；八月上旬浅耕一次，耕深１０～１５厘米，耕后耙耱。三

耕之后，如遇大雨，要及时耙耱保墒。保前可结合施肥，再浅

耕耙耱一次，达到地平土细，土壤含水量１６％～１８％。

　　２．氮磷配合，饱施底肥。亩产２５０公斤小麦，土壤有机质

含量应在１％左右，碱解氮４０～５０ｐｐｍ，速效磷１５～２０ｐｐｍ，

每亩施农家肥１０００公斤，碳铵和磷肥各３５公斤左右，或二铵

尿素各２０公斤，基础地力不足时，可适当增加施肥量。

　　３．选用良种，处理种子。选用冬性、抗旱性强的铜麦和

晋麦系列，以晋麦４７、长旱５８、长武１３４、铜麦３号为主栽品

种，纯度要在９７％以上，发芽率９４％以上，播前晒种１～２天。

为防地下害虫，可使用包衣种子及药剂拌种。

　　４．适时播种，保证全苗。海拔１０００米处适宜播期为９月

１８日左右，海拔每降低１００米，播期推迟２～３天，阴坡略旱，

阳坡稍晚，薄地略旱，肥地略迟。适期播种时，应保证基本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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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在１５～１８万，一般品种亩播量７～９公斤，依籽粒大小和

发芽率而定。应尽是采用条播、沟播、墒足时播深５厘米，墒

差时，播深达６～７厘米。

　　５．加强管理，增育壮苗。播种１周后及时检查缺苗情况

并补种。４～５叶期，对叶片窄小、黄绿、根少苗弱、分蘖缺位

多的田块，应及时追肥，可亩施尿素５～８公斤。十月中旬，

对叶片过大，叶色深绿，分蘖超位群体过大的旺苗，应及时镇

压。使冬前主茎６叶左右，单株分蘖３～５个，次生根５～８

条，植株生长健壮，亩分蘖５０～７０万。早春进行顶凌耙耱，弱

苗或晚肥田块，可亩追施尿素３公斤左右。

（三）适应区域

　　陕西渭北黄土旱塬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区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 系 人：张　睿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ｗｕｓｈｉ＠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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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方旱地小麦地膜覆盖穴播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小麦地膜穴播栽培技术较好地实现了增温、节水、增产、

增效和机械化作业的结合和统一。不仅适宜于水浇地，也适

合于旱作区应用。

（二）技术要点

　　１．　在伏夏深耕的基础上，播种前浅耕，结合耕翻深施

底肥。耕后细耙细耱，做到地面平整无大土块、无根茬，便于

覆膜点播。杂草和地下害虫发生严重的地块，可结合浅耕进

行药剂土壤处理。

　　２．　覆盖地膜。一般采用幅宽１．２～１．４米、０．００５～０．

００８毫米厚的强微地膜，亩用量在２．８～３．２公斤。覆膜时将

膜拉紧铺平，用土把地膜边压实，两边各压５～１０厘米土，防

止大风揭膜。地膜面宽１．１～１．２米。覆膜时间随播种时间

和土壤墒情而定。墒情好的情况下，随覆膜随播种，底墒足

表墒差的情况下，则应结合整地施肥，适期播种。土壤过于

干旱时，则等雨抢墒随覆膜随播种。

　　３．　种子选用抗逆性强，大穗矮秆或多穗型中矮杆小麦

品种。播种前用甲基异柳磷拌种，防治地下害虫或进行种子

包衣。覆膜穴播冬小麦播期比露地要推迟７～１０天，防止冬

前旺长。春小麦应提前５～７天播种，实行顶凌播种，抢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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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播种。

　　４．　强化田间管理，注意防止病虫害。出苗期及时检

查，人工扒出个别压在地膜下面的麦苗，对缺苗的穴位要及

时浸种催芽后补种，确保苗全苗齐。

（三）适应区域

　　西北和华北降雨量３５０～５００毫米的半干旱地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区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 系 人：张睿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８２７７５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ｗｕｓｈｉ＠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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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方旱地小麦起垄覆膜沟播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该技术将地膜覆盖技术与传统的垄沟种植技术有机结

合在一起，有效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

（二）技术要点

　　１．整地与施肥。精细整地，达到上虚下实，土地平整无

杂草，无明暗坷坎。冬小麦增施基肥，加强旱追肥，春小麦重

施秋肥，酌施种肥，及时借雨追肥。

　　２．种植规格。以５０～６０厘米为一带，垄底宽２５～３０厘

米，垄高１０厘米，垄顶呈圆弧形，垄间距２５～３０厘米，每垄两

侧膜边各种植一行小麦，大行距３５厘米，小行距１５～２５厘

米。

　　３．适时播种。冬小麦原则比常规露地种植适当推迟播

种，具体应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抢墒播种，春小麦较露地种植

适期提早播种。冬小麦掌握为当地常规露地种植最佳播量

的８０～８５％，春小麦接近于常规露地种植的最佳播量。

　　４．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止病虫草害。

（三）适应区域

　　适宜在年降水量为３５０毫米左右的北方半干旱地区推

广应用。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甘肃省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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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农科院新村１号

　　邮政编码：７３００７０

　　联 系 人：樊廷录　王勇

　　联系电话：０９３１－７６１６８６０　７６１１６５６

　　电子信箱：ｆａｎｔｉｎｇｌｕ３３９４＠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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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渭北旱塬冬小麦秸秆覆盖抗旱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利用冬小麦麦秆覆盖可起到保墒、提墒、增温、改良土

壤、培肥地力、提高产量的作用。

（二）技术要点

　　１．秸秆覆盖一般分两次进行，时间分别是６月和１１月下

旬，覆盖顺序一般先盖麦衣，再覆麦秆，覆盖麦秆时，一定要

将其铡短，长度一般控制在５厘米以下。亩用量２５０～３５０公

斤，分两次等量使用。覆盖时要注意撒盖均匀。

　　２．６月麦收后，及时将麦衣或铡碎的麦秆按１５０～２５０公

斤／亩的用量均匀撒盖于夏闲地，保墒待雨。遇透雨后，及时

进行机深翻合墒，　埋压麦秆（深度２５厘米以上），随即耙

耱，地边地角进行深挖，打碎土块，整平地面。８月份，如遇透

雨，可进行第二次浅耕翻、耙耱。

　　３．冬小麦临播前２０天左右，亩施纯 Ｎ（８～１２公斤），

Ｐ２Ｏ５（６～８公斤），Ｋ２Ｏ（３～５公斤）。撒施肥料后，进行浅耕

埋肥（药），耙耱整平地面。播种选用优质小麦品种，进行包

衣或药剂拌种，保质保量，适期机播

　　４．１１月下旬，第二次每亩再用１００～１５０公斤麦衣或铡

碎的麦秆，均匀撒盖于麦行间内，既保墒又保暖，达到促根保

苗，使麦苗安全越冬。

　　５．其他配套技术。做好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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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

（三）适应区域

　　渭北旱地冬小麦种植地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区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 系 人：张　睿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８２７７５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ｗｕｓｈｉ＠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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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冬小麦全程微型聚水两元覆盖技术

（一）主要功能

　　该技术将地膜覆盖和残茬覆盖有机结合，既能把小麦整

个生产年度的降水最大限度地蓄积并保存于土壤中，又能使

小麦生长期的土壤温度条件较单纯残茬覆盖有所改善，所以

在整个生长期小麦生长状况好于传统耕作技术，增产效果显

著。

（二）技术要点

　　１．起垄覆膜。前茬小麦收获后，首先深翻２０～２２厘米，

耕后耙耱，精细整地，使土壤达到细碎绵软，无根茬，无土块。

按５０厘米间距用机引起垄覆膜施肥机开沟起垄覆膜，垄沟

宽各５０厘米，垄高１５厘米，垄体光平，垄顶呈低半圆弧形。

在起垄的同时，将所需肥料的１／３均匀施于垄下。地膜用幅

宽８０厘米，厚０．００８毫米的超薄地膜。

　　２．沟内覆草。起垄覆膜后在垄沟内，覆盖碾碎的麦草，

每亩２００～２５０公斤，覆盖后在麦草上用锨撒一些土，以防被

风吹起。为防止降水在沟内流动形成径流，根据地形每隔２

～３米，在沟内筑一些略低于垄体的横埂，形成好多个“小水

库”，以增加降水就地入渗量。

　　３．配套技术。冬小麦播种时，先将沟内未腐烂的麦草搂

到地边，结合施肥，利用条播机进行播种，每沟种小麦３行；

垄上地膜不揭，用双行小麦穴播机进行播种，每垄种小麦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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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沟内条播应在当地小麦播种最适期；垄上穴播应较沟下

晚２～３天。沟内播后，将搂至地边的麦草均匀覆盖于地面

上。冬春季节，严禁牲畜进地踩踏和啃食麦苗；有杂草为害

时，可用除草剂或人工中耕清除；小麦发育期发现病虫及时

对症防治。

（三）适应区域

　　适用于陕西渭北高原及同类地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范区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 系 人：韩思明，张睿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９２５８９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ｗｕｓｈｉ＠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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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麦／玉米垄作免耕直播抗旱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天气过于干旱时，可进行造墒，抗旱节水，提高周年粮食
产量。与传统种植技术相比，可节水４０％ ～５０％，增产粮食
１０％～１５％。

（二）技术要点

　　１．用小麦垄作播种机播种小麦，将小麦种植于抬起的垄
上，垄宽以７５～８０厘米为宜，垄高１３～１５厘米；垄上种３行
小麦；追肥浇水在垄沟内进行，节水省肥。

　　２．小麦机械收获后，在垄上直播玉米，用免耕播种机一
次完成破茬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和镇压作业，可保证玉米

的密度和整齐度；粉碎的小麦秸秆覆盖在垄沟内，可抑制土

壤水分蒸发和杂草生长。玉米的追肥浇水在垄沟内进行。

　　３．玉米机械收获后，用免耕播种机器在垄上直播小麦；
粉碎的玉米秸秆则覆盖在垄沟内，可起到保持水土、提高冬

季地温的效果，有利于小麦安全越冬。

（三）适应区域

　　京、津、冀、鲁、豫小麦玉米复种种植区及同类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桑圆路２８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１００
　　联 系 人：王法宏

　　联系电话：１３００１７１９６０１
　　电子信箱：Ｗｈｅａｔ－ｃｕｌ＠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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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麦／玉米深松耕抗旱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疏松土壤，打破犁底层，增强降水入渗速度和数量；作业
后耕层土壤不乱，动土量小，减少了由于翻耕后裸露的土壤

水分蒸发损失，提高了农业抗旱能力。

（二）技术要点

　　１．　深松作业一般在播前进行，适耕的土壤含水量在
１５％～２２％。根据土壤条件和机具进地强度，一般２～４年深
松一次。

　　２．　宽行作物（玉米）深松间隔。４０～８０厘米，最好与当
地玉米种植行距相同；深松深度：２３～３０厘米；深松时间：播
前或苗期进行，苗期作业应尽早进行，玉米不应晚于５叶期。
　　３．　密植作物（小麦）也可以局部深松，但为了保证密植
作物播深均匀，应在松后进行耙地等表土作业，或采用带翼

深松机进行下层间隔深松，表层全面深松，密植作物（小麦）

深松间隔４０～６０厘米；深松深度２３～３０厘米。
（三）适应区域

　　京、津、冀、鲁、豫小麦玉米复种种植区及同类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联系地址：中关村南大街１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 系 人：严昌荣、何文清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７７３
　　电子信箱：ｙａｎｃｒ＠ｃｊａｃ．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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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冬小麦免耕覆盖抗旱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免耕覆盖技术可以保水蓄墒，提高作物抗旱能力，同时

具有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

（二）技术要点

　　冬小麦的保护性耕作体系有免耕秸秆覆盖和深松秸秆

覆盖等体系，主要包括夏季小麦收获→秸秆处理→免耕（或

深松）→休闲期除草→（播前表土作业）→免耕施肥播种→田

间管理等作业内容。

　　１．冬小麦收获及秸秆覆盖。冬小麦收获在６月上中旬，

用带秸秆粉碎的谷物联合收割机收获小麦时，可节省１次秸

秆粉碎作业。用割晒机或人工收获小麦时，待脱粒后将秸秆

粉碎铺撒地表覆盖。为确保秸秆覆盖效果和减少播种时的

堵塞现象。粉碎秸秆长度在１０厘米以内。

　　２．免耕或深松。小麦留茬收割后，对于有紧实犁底层的

粘重土壤（容重＞１．４ｍｇｍ－１）可在秸秆粉碎后进行土壤间

隔深松结合秸秆覆盖，覆盖量约为３００公斤／亩。２～４年深

松１次。

　　３．休闲期除草。冬小麦休闲期７～９月为雨季，田间杂

草较多，应及时除草。可以人工锄草、机械除草，或用除草剂

（如百草枯等）除草。

　　４．播前表土作业。根据需要进行表土作业，以达到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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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除草，并将秸秆部分粉碎混入土中，同时将肥料翻埋入

土，有创造良好种床的作用。如在土壤墒情合适时用圆盘耙

耙地；或播前１～２天进行浅松作业；或在播种前１０～１５天用

旋耕机进行浅旋，作业深度应控制在１０厘米以内，可省去秸

秆粉碎作业。

　　５．小麦免耕播种。选用良种。施肥与播种同时进行。

播种深度约为３厘米，施肥量为１００～１５０公斤 ｈａ－１，种籽与

化肥距离约为４厘米。

　　６．田间管理。一般在次年小麦返青后杂草与病虫害的

多发期，喷洒１～２次化学除草剂和农药。

（三）适应区域

　　北方一年一熟区冬小麦种植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联系地址：中关村南大街１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 系 人：严昌荣、何文清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７７３

　　电子信箱：ｙａｎｃｒ＠ｃｊａｃ．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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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冬小麦留茬深松秸秆全程覆盖技术

（一）主要功能

　　留茬覆盖可以有效蓄积夏闲期降雨资源，为冬小麦秋天

播种提供良好的水分条件，促进小麦增产。据多年试验和大

面积中试，夏闲期留茬覆盖深松较传统耕作２米土层多蓄水

６０～８０毫米，冬小麦增产达到２０．７％。

（二）技术要点

　　１．留茬覆盖。是指在前茬小麦用收割机收获时留茬３０

～４０厘米，并将收割机吐出的麦秸撒开，然后用秸秆粉碎机

把吐出的秸秆和残茬粉碎均匀覆盖地面。一般一公顷覆盖

一公顷，旱作小麦每公顷约有麦秸５０００公斤左右。

　　２．深松耕作。是指在碎秆覆盖的基础上，用深松机进行

间隔深松。深松机大铲间距５０厘米，松深３５厘米；为了减少

机具进地次数，也可用“秸秆粉碎深松机”进地一次完成秸秆

残茬粉碎和深松耕作两项作业，并使地面平整和秸秆均匀覆

盖地面。

　　３．夏闲期农田杂草多时，可喷洒除草剂进行除草；若杂

草较少时，可人工锄除，以保证整个夏闲期无杂草危害。

　　４．冬小麦临播前，在农田秸秆覆盖量大、地面不平和杂

草多时，可用浅松机进行浅松作业或用浅松施肥整地机，把

浅松作业和施肥作业相结合进行。浅松一般１０厘米，以创

造疏松种床层并除草。施肥根据地力和产量指标确定氮、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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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施用量。施肥可分２层，第一层施深５厘米，施肥量占总

施肥量的３０％；第二层施深１０厘米以下，施肥量占总施肥量

的７０％。地下害虫严重的田块结合浅松喷药进行土壤消毒。

　　５．冬小麦播种用免耕播种机在地面有秸秆覆盖的条件

下进行播种。播种期应较传统耕作裸地不覆盖的小麦早播２

～３天，播种量每亩８～９公斤。小麦生长期根据杂草生长和

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洒除草剂和农药进行清除和防治。

（三）适应区域

　　适用于陕西渭北高原及同类地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范区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 系 人：韩思明，张睿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９２５８９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ｗｕｓｈｉ＠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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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冬小麦留茬覆盖深松膜侧沟播技术

（一）主要功能

　　把留茬覆盖免耕栽培技术与地膜覆盖技术相结合，通过

增加入渗与膜面集水两种方式提高冬小麦休闲期土壤水分

蓄存，保证播种到生长良好的土壤墒情，促进小麦增产。该

技术较传统耕作２米土层多贮水６０～８０毫米，蓄水率达到

５０％～５５％，较传统耕作提高１０％ ～１５％；旱地小麦产量每

亩可达 ３５０～４００公斤，较传统耕作栽培技术增产 ４０％ ～

５０％，同时，该技术具有很好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二）技术要点

　　１．夏闲期留茬覆盖深松，是前茬小麦成熟后，用收割机

收获时留３０～４０厘米，并将收割机吐出的麦秸均匀撒开，随

后用“秸秆粉碎深松机”一次完成秸秆残茬粉碎和间隔深松

两项作用。深沟铲间距５０厘米，松深３５厘米，在深松的同

时，并将秸秆均匀覆盖地面。没有秸秆粉碎深松机时，可先

用秸秆还田机粉碎秸秆残茬并均匀覆盖地面，随后再用深松

机进行间隔深松。残茬覆盖量每亩应保证有３００公斤。夏

闲期根据杂草生长情况，可采用除草剂除草或人工锄草，要

保证整个夏闲期无杂草生长。

　　２．生育期起垄覆膜膜侧沟播，即在冬小麦临播前，首先

用旋耕施肥整地机进行旋耕施肥整地。然后，在旋肥并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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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的基础上，用机引起垄膜覆沟播机一次完成起垄、覆膜、

播种、镇压等项作业。播种时播种机行走要匀速平衡，务求

垄端行直，起垄平整、覆膜严紧、压土实在、播深一致、播量均

匀。同时，每隔３～４米在膜上压一条防风带；缓坡地，根据

地形在沟内每隔一定距离筑一些土埂，以防降水在沟内形成

径流造成水土流失。

　　３．播种时期应坚持因地、因品种制宜和冬前达到壮苗标

准为原则。冬性品种可和露地小麦同期播种，或推迟３～５

天；弱冬性品种可比露地小麦晚播５～７天。切忌播种过早，

形成冬前旺苗。

　　４．播种后要及时检查，对漏压破损的地膜，要用土压严

封实。播后遇雨，合墒时要及时用小钉齿耙破除板结，确保

正常出苗。出苗后要及时查苗，缺苗断垄的，要及时用催芽

种子补种，保证全苗。

（三）适应区域

　　适用于陕西渭北高原及同类地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范区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 系 人：韩思明，张睿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９２５８９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ｗｕｓｈｉ＠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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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夏休闲期集水保墒秋播冬小麦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充分蓄保夏休闲期降水，能够有效解决北方旱地冬小麦
在生产中遇到的干旱和晚播冬小麦积温不足等突出问题，主

要用于降雨量集中在７、８、９三个月的旱作冬麦区。
（二）技术要点

　　１．选择中上等地块、精细整地。选地上易选择土壤肥力
较高的地块，前茬作物收获后，遇大雨后及时深耕，耕后地面

平整、无坷垃。

　　２．增施肥料。一般比常规施肥量增加１５％以上。一次

性把有机肥、化肥一次底施，最好使用长效碳铵或涂层尿素。

施肥方法：所有肥料可在深耕前撒施，随耕地翻入土壤。

　　３．土壤消毒。对地下害虫为害严重的田块，可用２０％的

甲基异柳磷乳油结合播前浅耕喷雾翻入土中。

　　４．覆膜方法。在整地和施肥后，选用幅宽７０～１００厘米，

厚０．００５～０．００８毫米立即覆膜。梯田和小块地用人工覆膜，

地势平坦的大地块可选用机械覆膜。

　　５．选择良种，适期播种。选用抗寒耐旱的中矮秆丰产品

种，比当地最佳露地播期推迟７～１０天左右播种，亩播种量

为７～８公斤／亩。

　　６．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放苗，防止病虫草害。
（三）适应区域

　　北方旱地冬小麦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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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甘肃省农科院

　　联系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农科院新村１号

　　邮政编码：７３００７０

　　联 系 人：樊廷录

　　联系电话：０９３１－７６１６８６０

　　电子信箱：ｆａｎｔｉｎｇｌｕ３３９４＠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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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冬小麦缩行节水播种技术

（一）主要功能

　　目前小麦播种行距为１５～２０厘米，通过改变播种方法，

使行距缩小为１０厘米左右。可有效地增加苗期小麦的覆盖

度，减少地面无效蒸发损失，提高小麦的抗旱能力。

（二）技术要点

　　１．播种方式：使用目前的小麦播种机（行距调为２０厘

米）复播，即将预定播量一分为二，连续播种两次，第二次播

种的麦垄在第一次播种行距间；或对小麦播种机进行改进，

使行距减小到１０厘米，播一次即可。

　　２．小麦品种的选择：选用抗旱高产、增产潜力大的穗重

型的小麦品种。

　　３．适当晚播，增加密度：缩行种植播种时间比当地最佳

播种时间晚５～７天左右，并适当增加播种密度。

　　４．节水灌溉：足墒播种的情况下，一般降雨年型可不冬

灌，起身拔节期结合追肥灌溉春季第一水，后期根据降雨情

况和土壤墒情进行灌溉。

　　５．病虫草害的防治：由于行距缩小，小麦后期可能会增

加病虫害的危害，注意病虫害的预测和预报，做到早发现，早

防治。

（三）适应区域

　　适于京、津、冀、鲁、豫冬小麦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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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

源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槐中路２８６号

　　邮政编码：０５００２１

　　联 系 人：陈素英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５８７１７５７

　　电子信箱：ｃｓｙ＠ｓｊｚｉａｍ．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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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小麦化学调控抗旱栽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通过拌种或喷施抗旱剂１号等腐植酸基抗旱剂，保蓄土

壤水分，促进小麦根系生长，增强植株吸收矿物质和水分能

力，达到抗旱稳产和高产的目的。

（二）技术要点

　　１．按小麦种子量的０．２％称取抗旱剂１号，配制成浓度

为２％的棕黑色药液，将药液均匀洒在种子上，搅拌均匀，堆

闷２～４ｈ播种。注意抗旱剂１号不能与碱性农药配用。

　　２．根据气候和土壤水分情况在小麦苗期、拔节期或开花

期，用抗旱剂１号７０～８０克／亩，兑水喷施。

（三）适应区域

　　适宜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推广应用。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路８４号

　　邮政编码：１１０１６１

　　联 系 人：刘洋，冯良山

　　联系电话：０２４－３１０２９８９１

　　电子信箱：ｆｅｎｇｌｓｈ＠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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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小麦／玉米一年两作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抗旱栽

培技术

　　（一）主要功能

　　实现小麦、玉米保护性耕作生产全程机械化，通过免耕、

少耕和作物秸秆覆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

抗旱能力，２００厘米土层内可较传统翻耕多蓄水８０～１００毫

米。

（二）技术要点

　　小麦、玉米一年两作机械化保护性耕作体系以免耕秸秆

覆盖和隔年深松秸秆覆盖为主，主要包括秸秆覆盖技术，少

耕、免耕施肥播种技术，杂草及病虫害防治技术，深松技术

等。

　　１．秸秆覆盖技术。收获后秸秆和残茬留在地表做覆盖

物，是蓄水保墒、改良土壤的关键措施。

　　２．机械化播种、施种肥。采用免耕播种机（例：２ＢＭＦＳ－

２００型）进行苗带旋耕的同时将小麦、玉米种籽和种肥同时施

到有秸秆覆盖的土壤中，种籽与肥料距离４～５厘米。

　　３．杂草及病虫害防治技术。在病虫草害的多发期，喷洒

化学除草剂和农药。定期检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４．深松技术。保护性耕作主要靠作物根系生长、腐烂和

蚯蚓等土壤生物活动松土，由于作业时机具及人畜对地面的

压实，有些地块需隔年或隔两年用深松机进行间隔深松，深

松间隔３０～５０厘米，松深度２５～３０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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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机械化收获。采用小麦联合收割机和玉米联合收割

机，将作物秸秆粉碎均匀覆盖地表，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三）适应区域

　　冀、鲁、豫小麦、玉米一年两作种植区。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桑圆路２８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１００

　　联 系 人：王法宏

　　联系电话：１３００１７１９６０１；０５３１－８３１７９９２５

　　电子信箱：Ｗｈｅａｔ－ｃｕｌ＠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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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作物水分智能化监测技术

（一）主要功能

　　该软件信息采集的主体部分是作物水分信息，包括土壤

含水量、茎直径变差等，主要功能：一是作物及环境因子基本

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二是灌溉决策指标的计算与预报；三

是依据单一指标的灌溉决策和依据多指标的综合模糊决策。

模型的应用验证结果表明预测的绝对值偏差最大不超过

１０％，模型精度完全可以满足生产中灌溉预报的要求。

（二）技术要点

　　该技术由作物水分信息采集设备和灌溉预报与决策支

持软件组成，通过实时采集到的作物水分信息指标或人工输

入不同作物的灌溉控制指标（土壤水分指标、茎直径微变化

指标或蒸腾速率等），再根据所选择的作物种类、土壤信息、

降雨资料等，利用灌溉预报与决策软件进行作物需水量的预

报，经过综合分析作出是否需要灌水的判断，确定作物灌水

的时间和灌水量。在作物水分信息采集方面研制开发了作

物茎直径变差传感器，建立了一套基于茎直径变化无损实时

监测诊断作物水分状况的技术和系统，实现了作物水分信息

的无损、实时、连续监测和自动采集。灌溉预报与决策支持

软件包括数据采集与分析模型；土壤墒情预测和作物耗水量

预报模型；灌溉决策和灌溉控制模型。该软件能够根据作物

种类、作物生育阶段、土壤类型、降雨资料、土壤含水量、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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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变差等信息进行作物需水量的预测预报，采用模糊逻辑和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决策作物灌水的时间和灌水量。该项技

术的突破和创新点：一是开发研制的监测诊断作物水分状况

的茎变差设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国家发明专利；二是

“智能化灌溉预报与决策支持系统”软件，采用模糊逻辑和人

工神经网络技术解决了灌溉领域的复杂、模糊和高度非线性

问题，开发了基于多指标模糊决策技术的智能灌溉控制系

统。

（三）适应区域

　　该技术可在黄淮地区小麦等作物生产中进行广泛应用。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河南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９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２

　　联 系 人：林同保

　　联系电话：１３２０３７０７９５０

　　电子信箱：ｌｉｎｌａｂ＠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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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小麦垄膜沟种涌泉节水灌溉技术

（一）主要功能

　　小麦垄膜沟种涌泉灌溉技术是集起垄栽培、地膜覆盖、

涌泉灌溉于一体的一项新技术，它突破了涌泉灌溉不能用于

大田作物的局限性，具有集雨、保墒、增温、减少棵间蒸发、节

水和增产的特点。涌泉灌溉是介于喷灌与滴灌之间的一种

新的节水灌溉技术，它是在改进滴灌设施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与滴灌相比，具有抗堵塞性能强、所需工作压力低、灌水

均匀、不受地面地形或压力变化影响、亩投资小等优点。

（二）技术要点

　　（１）精细整地，开沟起垄覆膜。垄宽４５ｃｍ，沟宽２５ｃｍ，沟

内种二行小麦，既可采用人工起垄覆膜播种，也可采用机械

起垄覆膜与播种一体化作业。垄上覆膜，隔一垄铺设一条毛

管，支管选用 φ２５ｍｍ塑料管，垂直于耕作方向铺设，稳流器

（２００～３００Ｌ／ｈ）安装在支管上，用快速接头连接涌灌带。涌

灌带为 φ１６ｍｍ的黑色塑料薄壁管，在其上部两侧每隔３０ｃｍ

（或４０ｃｍ）打一个小孔（孔的直径为０．８ｍｍ），涌灌带长３０～

４０ｍ，铺在垄上用铁丝卡固定。

　　（２）精量播种。播种前，先在播种沟内施入底肥，再把肥

料均匀的翻入播种沟内，然后播种。

　　（３）涌泉灌溉。当土壤水分低于冬小麦生长的适宜下限

值时灌溉。灌水时的工作压力在２ｋｇ／ｃｍ２以上，水流从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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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小孔中喷出，沿垄膜流入沟内的作物根部。每次的灌

水定额为２５～３０ｍ３／亩。

（三）适应区域

　　小麦垄膜沟种涌泉灌溉技术成本低，简单易行，可操作

性强，适宜于干旱缺水的豫西丘陵山区及类似地区推广应

用。

（四）技术来源

　　单位名称：河南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９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２

　　联 系 人：林同保

　　联系电话：１３２０３７０７９５０

　　电子信箱：ｌｉｎｌａｂ＠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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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抗旱小麦品种

一、辽春９号

（一）特征特性

　　该品种属春性，沈阳地区春播生育期８３天，株高１００厘

米左右，穗纺锤形。长芒、白壳、红粒、粉质。千粒重４０克左

右。丰产性好。耐旱，而瘩薄，适应性强。综合抗性好，耐干

热风，轻感叶锈和白粉病，口稍松。

（二）栽培要点

　　在半湿润地区宜与玉米间作，旱作栽培。一般每亩播种

量为１８～１９．５千克，保苗４０万株左右。播种时每亩施磷酸

二铵１０千克，尿素５千克，钾肥７千克。在三叶期，结合降雨

每亩追施尿素１５千克。要及时除草和防治蚜虫。成熟后要

及时收获，防止落粒。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地区东北三省、内蒙古无灌水条件和中等肥力地区

种植，也可与玉米间种或河滩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省农科院作物所

　　联系地址：沈阳市东陵区东陵路８４号

　　邮政编码：１１０１６１

　　联系电话：０２４－３１０２９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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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麦２０号

（一）特征特性

　　该品种生育期１００天左右，幼苗灰绿色，叶片窄长，茎、

叶密生茸毛。株高在旱坡地上为６０～７０厘米，在旱滩地上为

９０～１００厘米。分蘖力强，平均分蘖１．５～３．０个，分蘖成穗

率为２０％左右。穗纺锤形。穗长６～８厘米，长芒，颖壳红

色。主穗２５粒左右。籽粒硬质，千粒重３５～４０克。根系发

达。高度抗旱、抗寒、耐瘠薄。适应风大、沙多、气候寒冷、土

地瘠薄、大气和土壤双重干旱的生态环境。

（二）栽培要点

　　种植该品种，应抢墒早播，每亩播种量在旱坡地上为２０

～２５万粒，在旱滩地上为３０～３５万粒。

（三）适宜区域

　　适宜阴山丘陵区旱坡地、旱滩地和平川旱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２２号

　　邮政编码：０１００１８

　　联系电话：０４７１－５９５０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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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旱１号

（一）特征特性

　　郑旱１号，也叫豫麦６１和郑州８９１５。该品种根系发达，

比一般品种次生根多３～４条，根深达２米左右。在５月底高

温条件下，其它品种灌浆基本停止，而郑旱１号千粒日增重

仍达０．８克，表现出叶片功能期长，落黄好，耐旱，耐高温特

点。分蘖强，成穗多，容易获得足够亩穗数。

（二）栽培要点

　　适播期一般为９月下旬～１０月中旬。亩播量以６～７公

斤为宜。沟播具有耠干种湿，深播浅盖作用，种子可种在湿

土层，旱年增产极为显著。在增施有机肥、培肥地力、少耕多

耙、蓄水保墒基础上，小麦生育期间，丰年应以中耕保墒为

主，旱年应以镇压为主，或镇压、中耕相结合，减少水分蒸发。

拔节抽穗厚注意防治红蜘蛛、蚜虫。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在河南省豫西、豫西北、豫西南丘陵旱地和淮河以

北平原旱地种植，尤其适宜旱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河南省农科院所

　　联系地址：郑州市农业路１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２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６５７３７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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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麦４７

（一）特征特性

　　弱冬性，幼苗半匍匐，长势稳健，分蘖力较强，成穗率较

高，株高８５～９０厘米，叶片上倾，株型紧凑，穗层整齐，穗长方

形，长芒，白壳，白粒，穗粒数２８～３５粒，千粒重４２～４５克。

中早熟品种，抗旱耐冻性较好，灌浆速度快，落黄好，熟相好，

抗干热风能力强，抗倒伏能力较好，中感条、叶锈病。籽粒粗

蛋白含量１４．３％，湿面筋３０％。

（二）栽培要点

　　旱肥地种植，施足底肥，氦、磷配合；适期播种，每亩播量

７～８公斤，每亩基本苗１５万～２０万；多雨年或补充灌溉区应

注意防止倒伏，条锈病流行年应防治条锈病。

（三）适宜区域

　　适于一般旱地、旱肥地种植。是北方黄淮流域山西、河

北、山东、河南和陕西等省的广大旱地推广的优良品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联系地址：山西省运城市黄河大道１１８号

　　邮政编码：０４４０００

　　联系电话：０３５９－２１６１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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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Ｔ１５

（一）特征特性

　　冬性，幼苗直立，茎秆粗壮，弹性好，不易倒伏，株高８５～

９０厘米。长芒，白壳，白粒，分蘖力中等，成穗率３５～４０万

穗／亩，每穗２５～２９粒，千粒重４０克左右。抗旱耐盐碱能力

强，对水肥较敏感，落黄好。

（二）栽培要点

　　属节水型小麦，在缺少灌溉或盐碱地区，播前应施足底

肥，冬前确保苗齐苗壮，每亩播量１０公斤左右。在中上等水

肥条件下，应施足底肥，促冬前壮苗大蘖。京津地区播期应

不晚于１０月５日，春后管理应注意促控结合，拔节水比一般

品种迟灌３～４天。

（三）适宜区域

　　适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皖北等干旱、半干早和盐碱

地区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１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９１９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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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轮抗６

（一）特征特性

　　“轮抗６”属强冬性水旱地两用品种，抗寒性很强，中早

熟，根系发达。耐旱、耐盐碱，在含盐量０．３％的土壤中正常

生长。“轮抗６”株高８５厘米，叶多蜡质，株型紧凑，穗纺锤

形，分蘖力强，成穗率高，长芒、白壳、籽粒琥珀色，千粒重４０

克以上。品质优，蛋白质含量１４．４％，温面筋３５．１％。该品

种穗层整齐，落黄特好，旗叶功能期长，抗干热风，高抗三锈

和白粉病，中抗赤霉病。

（二）栽培要点

　　该品种分蘖力很强，在中等肥力地块播种量７．５公斤／

亩，低肥地块９～１０公斤／亩。对水较敏感，足墒播种时，年

前只灌冻水，如春旱不严重，返青水可免，拔节水比一般品种

适宜推迟３～４天。

（三）适宜区域

　　“轮抗６”属于中肥品种，适宜在中等或中上等肥力地块

种植；适应性很强，在京、津、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部分地

区都可种植并获高产。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１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９１９７１５
７４



七、克旱２０

（一）特征特性

　　春性，晚熟，全生育期９５天左右。幼苗直立，分蘖力强，

繁茂性好。株高１１０厘米左右。穗纺锤形，长芒，红粒，角质

率高。平均亩穗数３５．９万穗，穗粒数３４．８粒，千粒重３８．５

克。抗旱性和耐湿性强，抗倒性好，熟相好。接种抗病性鉴

定：秆锈病、叶锈病免疫，中感赤霉病、根腐病。据分析，该品

种籽粒蛋白质含量１４．４％ ～１６．１％，湿面筋含量３３．２％ ～

３７．７％。

（二）栽培要点

　　适时播种，每亩适宜基本苗４０万苗左右，秋深施肥或春

分层施肥，三叶期压青苗，成熟时及时收获。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在东北春麦区的黑龙江北部、内蒙古呼伦贝尔和兴

安盟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农业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科研路二段４９

号

　　邮政编码：１６１６００

　　联系电话：０４５２－４５２３２４６

８４



八、西旱一号

（一）特征特性

　　也叫天９２０６７。春性，早熟、生育期８２～１４６天，一般较

对照定西３５早熟７天以上。抗倒能力强、一般旱地株高６５

厘米左右，个别高寒阴湿区可达９５厘米以上。顶土力强，幼

苗半直立，叶色深绿，方穗白芒，小穗密度中，护颖长方形，颖

肩方肩，颖嘴锐形，落粒性中，籽粒卵园，硬质红粒。

（二）栽培要点

　　在降雨量３００～５００毫米旱地春播种植时，适宜密度２０

～２５万基本苗／亩。播前施腐熟农家肥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公斤／

亩、五氧化二磷３公斤／亩、纯氮３公斤／亩做基肥，最好结合

最后一次秋季深耕翻埋入土、耙耱过冬。适期早播，亩施２～

３公斤磷二铵做种肥，生育期间一般不再追肥。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在甘肃中部、宁夏西海固地区、陕西榆林、山西大

同、河北坝上、青海大通、西藏日喀则和山南等地海拔１０００～

３８３７米、年降雨量３００～５００毫米的旱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迎门村１号

　　邮政编码：７３００３０

　　联系电话：０９３１－７６３１１４５

９４



九、西农９２８

（一）特征特性

　　冬性，中熟，耐寒性好，抗旱、耐瘠，耐水肥。分蘖力强，

成穗率中等，抗倒伏。叶功能期长，高光效，熟相好，群体自

身调节能力强。叶色深茎秆弹性好，株高８０～９０厘米，株型

松紧适度，穗下节间较长，根系发达，活力强，不早衰。高产

抗旱适应广，节雨省水增效大：在雨养条件下耗水系数为０．

７０立方米／公斤，水分利用效率１．４３公斤／立方米。耐寒耐

瘠耐水肥，白粒角质籽饱满：穗纺锤型，长芒、白粒，角质、籽

粒饱满，外观商品性好，千粒重４５克以上。

（二）栽培要点

　　渭北北部适播期９月１６～２２日，渭北南部适播期９月

２０～２６日。播量播量９～１０公斤／亩，亩基本苗１８～２０万为

宜。合理群体结构是每亩成穗数以３８万以上，穗粒数３２粒，

千粒重４５克为宜。

（三）适宜区域

　　适宜于渭北旱地及黄淮旱地中等以上地力水平地区种

植播期。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陕西杨凌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８２８４５
０５



十、长旱５８

（一）特征特性

　　芽鞘绿色，幼苗半匍匐，叶较宽长，叶色黄绿；成株茎秆

较粗壮，叶较宽长略下垂，长相清秀，无腊粉，株高 ７７．５厘

米；穗层整齐，穗纺锤形，穗长８．５厘米，较大较密，多花多

粒，２１～２２个小穗，中部小穗３～４粒，大田每穗一般４０粒以

上；长芒，颖壳白色，近长三角形，脊较显，咀锐，无茸毛；粒较

大，白色，角质，长卵园形，复沟浅，形态清亮美观。半冬性，

中熟偏晚。

（二）栽培要点

　　高原区播期宜秋分前后各３～５天，山东１０月上中旬，关

中东部、河南中北部宜１０月中旬。正常播期的播量８～９公

斤，晚播、肥力差和干旱时，可增加到１１～１３公斤，雨多肥力

高时还可适当减少；合理的群体指标是，基本苗１３～１５万，冬

前亩茎数６０～８０万，成穗３０～３２万。

（三）适宜区域

　　适宜陕西渭北、河南中西北和甘肃陇东南部、山东一般

旱地、旱肥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长武县农技中心

　　联系地址：长武县宜禄街

　　邮政编码：７１３６００

　　联系电话：０２９－３４２０２２１５
１５



十一、长武１３４

（一）特征特性

　　冬性偏强，中熟，长武原区９月２３日前后播种，６月２３～

２４日左右成熟，全生育期一般２７４天，跟晋麦４７基本相近。

分蘖力和成穗率中等，亩有穗一般３２～３５万。抗性好，对９０

年代条锈小种全免疫，中抗白粉病、叶锈病和赤霉病，轻感叶

枯病。

（二）栽培要点

　　宜亩产水平２５０～４５０公斤的旱肥地，地力较薄的，可深

翻熟化，增施土肥，并亩施二铵、尿素各１０～１５公斤、硫酸钾

或氯化钾４～５公斤；对能灌一水的半旱地则能稳产高产。

为了提高品种的高产性能，最好种成宽膜地膜麦，适当增施

肥料，播期推迟５～１０天，能达到旱年高产。

（三）适宜区域

　　适宜陕西渭北、河南中西北和甘肃陇东南部、山东一般

旱地、旱肥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长武县农技中心

　　联系地址：长武县宜禄街？

　　邮政编码：７１３６００

　　联系电话：０２９－３４２０２２１５

２５



十二、陕旱８６７５

（一）特征特性

　　冬性，幼苗平伏，叶色深灰绿色，分蘖力强。株高８０～９０

厘米，茎基部较短而坚韧，穗茎节较长。穗长方形，长芒、白

粒、千粒重５０克左右，半角质。全麦粉蛋白质１４．９％，湿面

筋４８．１％，沉淀值４２．５毫升，品质较优。多年试验耐寒、抗

旱且稳产。对条锈病２９、３０、３１号小种免疫，高抗白粉病，灌

浆后期有生理性退绿现象，对产量影响小。茎叶有轻度蜡

粉，落黄一般。较抗倒伏。中熟。

（二）栽培要点

　　陕旱８６７５属于抗旱、抗病、高产、稳产、优质品种。可在

黄土高原、渭北和关中旱地及小井补灌区种植，亩播量７公

斤左右，高肥田块６公斤。亩施碳铵５０～６０公斤，过磷酸钙

４０～５０公斤。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在渭北旱原永寿、富平、凤翔、彬县、蒲城等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小麦所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渭惠路３号

　　邮政编码：７１２１００

　　联系电话：０２９－８７０８１３８２

３５



十三、Ａ１１５

（一）特征特性

　　小麦幼苗匍匐，生长健壮，根系发达。株高 ９０厘米左

右，株型较紧凑，叶片较长，深绿色。穗长 ８～９厘米，纺锤

形，有效小穗１４～１５个，穗粒数３０个左右，长芒、白壳、红粒，

千粒重４０ｇ左右。

　　属冬性，抗寒性强，中熟品种，成熟期较冀麦３６迟１～２

天。分蘖力强，成穗率较高。穗整齐，口紧不易落粒，落黄性

好。茎杆坚韧，较抗倒伏。抗盐碱耐旱性较突出。

（二）栽培要点

　　Ａ１１５对肥水变化有较好的适应性，属抗旱耐水肥类型，

适合我省黑龙港盐碱地及中低水肥地种植。适期播种，亩基

本苗２０～２５万株，注意及时防治病虫害，中耕保墒，趁雨追

肥，有条件时结合追肥浇好拔节水。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在华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２８６号

　　邮政编码：０５００２１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５８７１７４８

４５



十四、沧麦６００２

（一）特征特性

　　冬性品种，生育期２４４ｄ。幼苗匍匐，分蘖力较强。穗数

６１５万／ｈｍ２，穗层整齐度一般。株型松散，株高８８ｃｍ。抗倒

伏性一般，抗寒性好。白粒、硬质，籽粒较饱满。穗粒数３０．４

个，千粒重３７．３ｇ。熟相较好。人工模拟干旱棚和田间自然

干旱环境下的抗旱指数分别为１．０６９～１．１３７。中感条锈病，

中感至高感叶锈病，中感至中抗白粉病。节水条件下平均产

量５８６８～６８８９ｋｇ／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播种期１０月上旬，播种量１５０～２２５ｋｇ／ｈｍ２，晚播要适当

加大播量。高水肥地块注意防倒。注意适时防控条锈病和

叶锈病。

（三）适宜区域

　　适宜种植区域为河北省黑龙港流域冬麦区。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朝阳南路

　　邮政编码：０６１００１

　　联系电话：０３１７－２０５０７３７

５５



十五、冀麦３２

（一）特征特性

　　冬性品种，中熟，全生育期２４４ｄ。幼苗半直立，株型紧

凑，株高９５ｃｍ。白粒，千粒重３８～４０ｇ。秆硬、有韧性，抗倒

力较强，耐旱，耐瘠薄，抗寒，抗干热风，落黄好。轻感叶锈病

和白粉病，有少量黑穗病发生。平均产量 ３４３２～３４７３ｋｇ／

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在旱薄盐碱地应早播，一般在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５日，基

本苗３３０～３７５万／ｈｍ２。高水肥地块注意防倒。

（三）适宜区域

　　适宜在河北省黑龙港麦区旱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河北省中捷农场农科所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３８４省道旁

　　邮政编码：０６１１０８

　　联系电话：０３１７－５４８２６６２

６５



十六、沧麦６００１

（一）特征特性

　　冬性，中熟，全生育期２４３ｄ。幼苗半直立，叶片窄长。株

高８３ｃｍ，成株株型紧凑，茎叶有蜡质。白粒，硬质。穗粒数

２８个，千粒重４１ｇ。分蘖力强，成穗率中等。抗寒、抗旱、耐盐

碱，抗倒性一般，熟相好。中抗条锈病，高抗白粉病。大田生

产一般产量４９５０ｋｇ／ｈｍ２左右，最高产量可达６６００ｋｇ／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适宜播种期９月２５日至１０月１０日，基本苗３００～３７５

万／ｈｍ２。高水肥地块注意防倒。

（三）适宜区域

　　适宜河北省黑龙港流域中低水肥及旱碱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朝阳南路

　　邮政编码：０６１００１

　　联系电话：０３１７－２０５０７３７

７５



十七、河农８２６

（一）特征特性

　　半冬性，生育期２４２ｄ。幼苗半匍匐，分蘖力较强。穗数

６２９万／ｈｍ２，穗层整齐。株型较松散，旗叶干尖，株高 ７３．

８ｃｍ。较抗倒伏，抗寒性好。白粒，硬质，籽粒较饱满。穗粒

数３１．６个，千粒重３９．０ｇ。熟相一般。人工模拟干旱棚和田

间自然干旱环境下的抗旱指数分别为１．０７２～１．１５７。中感

至高感条锈病，中感至中抗叶锈病和白粉病。平均产量６１８３

～６８６４ｋｇ／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适宜播种期１０月上旬，播种量１５０～１８０ｋｇ／ｈｍ２。高水

肥地块注意防倒。

（三）适宜区域

　　适宜河北省黑龙港流域冬麦区。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河北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灵雨寺街２８９号

　　邮政编码：０７１００１

　　联系电话：０３１２－７５２８５０７

８５



十八、石麦１５

（一）特征特性

　　半冬性，中熟。幼苗匍匐，长势壮，分蘖力强，成穗率高。

株高７８ｃｍ，株型紧凑，穗层整齐。籽粒饱满，白粒，半角质。

平均穗数６５２．５万／ｈｍ２，穗粒数３５．６粒，千粒重３８．４ｇ。抗

倒性一般。成熟落黄较好。抗寒性好。中抗秆锈病，慢叶锈

病，中感至高感条锈病，高感赤霉病、纹枯病、白粉病。平均

产量７８５７～８６２８　ｋｇ／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播种期１０月１～１０日。基本苗高水肥地１８０万 ～２７０

万／ｈｍ２，中水肥地２７０万～３００万／ｈｍ２。后期注意防病，高水

肥地注意防倒伏。

（三）适宜区域

　　适宜种植区域为河北省中南部冬麦区高水肥地。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石家庄市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胜利北街４７９号

　　邮政编码：０５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６８３９１８６

９５



十九、衡５２２９

（一）特征特性

　　半冬性，中熟。幼苗半匍匐，分蘖力中等。株高７０ｃｍ，

株型紧凑，穗层整齐。白粒，硬质。平均穗数６００万／ｈｍ２，穗

粒数３２．７粒，千粒重３９．１ｇ。抗倒伏，抗寒性中等。秆锈病

免疫，中抗条锈病、纹枯病，中感白粉病，高感叶锈病。平均

产量７０４７～７２６３ｋｇ／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播种期为１０月１～１０日，中高水肥条件基本苗３００万／

ｈｍ２，低水肥条件和播期推迟可适当增加播量。

（三）适宜区域

　　适宜种植区域为河北中南部冬麦区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联系地址：衡水市南门口街１２２号

　　邮政编码：０５３０００

　　联系电话：０３１８－２１３２３４４

０６



二十、石家庄８号

（一）特征特性

　　半冬性，中熟，全生育期 ２３７ｄ（中南部）～２５２ｄ（中北

部）。幼苗半匍匐。株型较松散，株高７３～７５ｃｍ，穗层整齐。

白粒，半硬质。穗数６３２万／ｈｍ２，穗粒数３１～３４个，千粒重

４１～４３ｇ。分蘖力较强，成穗率高。茎秆偏软，抗倒性一般

（中南部）或较强（中北部）。中感或抗条锈病，抗叶锈病和白

粉病。抗干热风，落黄较好。平均产量６７４１～７４７０ｋｇ／ｈｍ２。

（二）栽培要点

　　播种期１０月１～１０日，每公顷播种量中南部１０５ｋｇ；中

北部高肥水条件１１２．５～１３５ｋｇ，中肥水条件１２７．５～１５０ｋｇ，

肥旱地１６５～１８０ｋｇ。

（三）适宜区域

　　适宜冀中南麦区和冀中北麦区中高水肥地种植。

（四）品种来源

　　单位名称：石家庄市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胜利北街４７９号

　　邮政编码：０５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６８３９１８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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