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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智慧型小麦-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小麦-水稻生产的产地基本要求，品种选择、土壤耕作、田间管理、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收获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长江中下游小麦-水稻1年2熟制地区，其他种植模式及气候相似地区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使用准则 通则 

NY/T 847 水稻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851 小麦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 climate-smart crop production 

在持续提高作物生产力、增强作物对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抵抗能力的同时，能够很好地适应气候变

化、减缓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强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物生产方式。 

3.2  

作物对气候变化适应 crop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指作物群体在形态、结构、生理生化等方面对气候变化产生响应，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过程，主

要农业措施包括品种选择、群体优化、水分调控、茬口衔接等。 

3.3  

农田温室气体 farmland greenhouse gases 

由农田排放到大气中能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气体，包括氧化亚氮（N₂O）和甲烷

（CH₄）。 

3.4  

农田温室气体减排 farml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itigation 

通过采取单个或一系列农业措施来降低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减排效应包括作物生产系统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的减少，以及作物单位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降低。主要减排措施包括合理增加作物种植密

度、减少基肥、施用温室气体抑制剂、优化水分管理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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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固碳 farmland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通过采用单个或一系列农业措施来提高土壤中有机碳含量，将大气二氧化碳固持在土壤中的过程。

本文件规定的土壤固碳效应主要体现为增加农田表层（0~20 cm）土壤的有机态碳含量。主要农业措施

包括秸秆全量还田、耕作优化等。 

3.6  

硝化抑制剂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 

能够抑制铵态氮转化为硝态氮并降低氧化亚氮排放的一类化学物质。 

4 基本要求 

4.1 产地环境 

应符合NY/T847、NY/T851的规定。 

4.2 土壤条件 

耕地地势平坦、耕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有机质、通透性好，灌排条件好。 

4.3 肥料使用 

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 

4.4 农药使用 

应符合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 

4.5 灌溉用水 

应符合NY/T847、NY/T851的规定。 

5 气候智慧型小麦生产 

5.1 播前准备 

5.1.1 品种选择 

选择通过审定的高产、耐密、抗病、抗倒伏品种，要求生物产量高、株型紧凑，中抗赤霉病、纹枯

病和抗梭条花叶病以上，抗倒力中等以上。选用的种子纯度≥99.0%，净度≥98.0%，发芽率≥85%，水分

≤13.0%。 

5.1.2 种子处理 

播前晒种2~3天，并用杀虫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晾干备播。主要防治病害包括纹枯病、白粉病、根腐病，

虫害包括蛴螬、金针虫、蝼蛄等。 

5.1.3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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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茬水稻秸秆留茬高度10 cm~20 cm，脱粒后的秸秆全量粉碎均匀撒于田面，秸秆粉碎应小于15 cm，

且无明显漏切。小麦播前采用免耕整地，要求地表平整、镇压连续，无影响正常播种作业的拖堆。 

5.1.4 “三沟”配套 

播种前需要开沟，边沟深度为 35 cm，田间每间隔 3 m 开畦沟，沟深 20 cm，田块长度超过 80 m 需

开腰沟，沟深 25 cm。 

5.1.5 底墒要求 

播前检查土壤墒情，足墒下种，缺墒浇水，过湿散墒，播前保证耕层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的

75%-85%。 

5.2 播种 

5.2.1 播期与播量 

小麦适播期为10月20日到11月10日，推荐适时早播。适播期内播种基本苗375万/hm
2
~450万/hm

2，

播期推迟适当加大播量。 

5.2.2 施肥、播种一次性作业 

采用免耕施肥条播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盖、镇压作业。播种深度3~4 cm，行距 25 cm，

化肥播种深度15 cm，且与播种行间隔大于3 cm。 

肥料用量推荐每公顷施45 kg N、100 kg K2O和100 kg P2O5，施用前宜混合加入适量硝化抑制剂，

以调控氮肥释放速率，减少N2O排放，推荐硝化抑制剂为3,4二甲基吡唑磷酸盐（DMPP），用量0.45 

kg/hm
2。 

5.3 田间管理 

5.3.1 化学除草 

稻茬麦前期雨水较多，杂草危害较大。在杂草3叶期，日均温度8℃以上，进行化学除草，推荐每公

顷用异丙隆可湿性粉剂 975 g加苯磺隆可湿性粉剂112.5 g，兑水450 kg喷雾除草；冬前没进行化学除草

或除草不彻底的田块，小麦拔节前进行化学除草，用药根据田间杂草类型选择除草剂。 

5.3.2 水分管理 

小麦播种和生长时期，如遇土壤受旱，及时浇水或者喷灌，补充土壤水分。若遇雨量大、雨日多等

天气，田间涝渍严重，要注意清沟沥水，做到沟渠相通，雨停田干。 

5.3.3 适时追肥 

在小麦越冬期追施腊肥88 kg N /hm
2和44 kg K2O /hm

2，促进麦苗均衡生长。拔节期追施拔节肥88 kg 

N /hm
2，确保穗大粒多。 

5.3.4 病虫害防治 

小麦苗期以麦蜘蛛防治为主，拔节期以纹枯病、麦蜘蛛和蚜虫防治为主；扬花期以红蜘蛛、吸浆虫

防治为主，穗期以赤霉病、锈病和蚜虫为主，推荐防治方法参见附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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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收获和秸秆处理 

5.4.1 适时收获 

小麦于蜡熟末期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小麦收获应尽量在雨季到来前进行，可在小麦成熟前10 

d喷洒催熟剂促麦黄，促进小麦成熟提早收获。如果无法避开雨季，在小麦黄熟期于雨前均匀喷施青鲜

素、多效唑、穗萌抑制剂或穗得安，抑制籽粒发芽。 

5.4.2 秸秆处理 

小麦秸秆留茬高度10~20 cm，脱粒后的秸秆全量粉碎均匀撒于田面，秸秆粉碎应小于15 cm，且无

明显漏切。 

6 气候智慧型水稻生产技术 

6.1 移栽前准备 

6.1.1 品种选择 

选择通过审定的中晚粳稻品种，要求生物量适中、收获系数较高，中抗白叶枯病、纹枯病以上，感

光性较强、分蘖中等、抗倒性较强。种子纯度≥99.0%，净度≥98.0%，发芽率≥85%，水分≤13.0%。 

6.1.2 水稻育秧 

种子经晾晒（晴朗天气1~2 d），去除杂质和空瘪粒，进行药剂拌种，晾干后备用。采用穴盘育秧，

按照湿润育秧苗床要求进行秧床选择、培肥、苗床准备及管理。根据品种特性和种植密度，播种量一般

为90 g/盘～110 g/盘。5月底播种。育秧期间，注意防治二化螟、稻蓟马。 

6.1.3 整地 

采用旱整地技术，进行翻耕作业，作业深度为20~25 cm，之后旋耕平地、上水（水层2~3 cm），打

浆、沉实。 

6.1.4 施肥 

于整地前每公顷施54 kg N、108 kg K2O和108 kg P2O5。氮肥种类推荐施用硫酸铵，以降低水田CH4

的排放。 

6.2 移栽 

6.2.1 移栽期与插秧量 

水稻适宜移栽期在6月20~30日。每公顷栽33万穴左右，每穴5~6苗左右，每公顷165~195万基本苗。 

6.2.2 机械化插秧 

水稻栽插深度控制在2~3 cm。机插规格采用行、株距为25 cm和12 cm。 

6.3 田间管理 

6.3.1 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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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秧苗移栽后3~5 d，每公顷推荐采用53%苯噻•苄可湿性粉剂或50%吡嘧•苯噻酰可湿性粉剂

750~900 g，拌细土或化肥均匀撒施，施药时田间要有3~5 cm水层。分蘖盛期未进行化学除草或除草不

彻底的田块，用药根据田间杂草类型选择除草剂。在起身拔节期，若田间有少量杂草，可进行中耕除草。 

6.3.2 水分管理 

插秧完成后保持浅水层。待返青后采用浅水勤灌方式进行，水层保持在2~3 cm，以便于增加土壤含

氧量，减少有害气体富集，促进分蘖早发快发；至高峰苗期根据群体大小适时提前或推迟晒田，以减少

无效分蘖，提高成穗率；抽穗扬花期保持田间浅水层，灌浆期进行干湿交替灌溉。 

在拔节至穗分化初期，进入穗分化期的晚粳稻幼穗发育易受高温热害干旱气候影响，如果该时期遭

遇高温热害，要注意抗旱灌溉，尽量保持田间有较深（5 cm以上）的水层，防止田间断水；正在拔节期

的单季晚粳稻田，可采取灌“跑马水”方式管水，即灌一次水后马上放掉，到田边开始发白时，再灌一次

水，再放掉的方式，这样保持田间干干湿湿，既能保证晚稻植物对水分的需求，又能保证晚稻根系对空

气的需要。 

如果在水稻灌浆期或成熟期如遇到连续阴雨天气，应及早开缺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提高土壤通透

性，延长根系生长时间，防止早衰和倒伏，减轻穗发芽、穗期病害发生发展。 

6.3.3 适时追肥 

在水稻分蘖期、主茎拔节后4 d~6 d和主茎穗长1.5 cm时候，分别追施氮素分蘖肥、促花肥和保花肥

81、49和32 kg N/hm
2，推荐施用硫酸铵，也可为尿素。分别追施钾肥分蘖肥、促花肥和保花肥81、40.5

和40.5 kg K2O/hm
2。同时追施磷肥促花肥27 kg P2O5/hm

2。 

6.3.4 病虫害防治 

分蘖到拔节期，防治二化螟、大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孕穗到抽穗期，防治稻纵卷叶螟、稻苞

虫、二化螟、稻曲病、稻瘟病，推荐防治方法参见附表B.1。 

6.4 收获和秸秆处理 

6.4.1 适时收获 

水稻在当每穗谷粒颖壳95%以上变黄或95%以上谷粒小穗轴及副护颖变黄，米粒定于变硬，呈透明

状时，进行收获，收获后及时晾晒、收储。如果在收割时期遭遇连续阴雨严重影响收割进程，应该趁雨

停间隙抢晴收割，确保颗粒进仓。喷施穗萌抑制剂。在抽穗后10 d~15 d，即扬花授粉结束后喷施多效唑

或烯效唑等，预防穗萌发现象发生。凡发现穗上发芽的田块，就要在85%的谷粒成熟时，抢抓晴天收割。

收获后的稻种要抓紧时间晒干，减少发芽。 

6.4.2 秸秆处理 

水稻秸秆留茬高度10~20 cm，脱粒后的秸秆全量粉碎均匀撒于田面，秸秆粉碎应小于15 cm，且无

明显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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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小麦主要病虫害的关键防治时期、防治指标、防治技术以及推荐使用药剂见表A.1。 

 

表A.1  防治指标、防治技术与推荐使用药剂 

防治时期 主要病虫害 防治指标 防治技术 备注 

播种期 

纹枯病、白粉

病、根腐病 
预防为主 

每100kg小麦种子用悬浮种衣剂苯醚

甲环唑6g，进行种子包衣或药剂拌

种。 

用药拌种时注意药剂用量和均匀

用药，防止产生药害。 

蛴螬、金针虫、

蝼蛄 
预防为主 

每100kg小麦种子用有效成分吡虫啉

悬浮种衣剂240g，或辛硫磷80g进行

拌种，拌种时加水1.5kg稀释，拌后

堆闷1-2h，再摊开晾干即可播种。 

可根据往年地下害虫发生情况，选

择用药或不用药。用药拌种时注意

把药剂用量和均匀用药，防止产生

药害。 

苗期 麦蜘蛛 

机播行每米有麦蜘

蛛150头，撒播麦田

每平方米有麦蜘蛛

675头 

20%哒螨灵（扫螨净）可湿性粉剂或

15%哒螨灵乳油对水稀释至 50～

70mg/L(2300～3000倍）喷雾。 

安全间隔期为15天，即在收获前15

天停止用药。 

拔节期 

纹枯病 
纹枯病病株率达
10% 

每公顷施用井冈霉素150 g，或丙环

唑135 g，每公顷药液兑水450 kg喷

雾。 

喷雾时间选择上午有露水时进行。 

麦蜘蛛 

机播行每米有麦蜘

蛛600头，撒播麦田

每平方米有麦蜘蛛

3150头 

扫螨净有效成分750 g，每公顷药液

兑水450 kg喷雾。 

安全间隔期为15天，即在收获前15

天停止用药。 

蚜虫 每百株300头 吡虫啉60 g兑水450 kg喷雾。 
注意保护利用天敌资源，当天敌与

麦蚜比大于1:150时，可暂不用药。 

扬花期初期 

红蜘蛛 

机播行每米有麦蜘

蛛600头，撒播麦田

每平方米有麦蜘蛛

3150头 

选择吡虫啉60 g兑水450 kg喷雾 可兼治蚜虫 

吸浆虫 

麦田每平方米有吸

浆虫成虫10头，或

者用两手扒开麦

垄，一眼能看到2-3

头成虫时，应进行

喷雾防治。 

每公顷用辛硫磷562.5 g，拌225 kg细

砂，或每公顷用有效成分敌敌畏

1500g，或啶虫脒105g，拌细沙300kg

均匀撒入麦田。 

抢在雨前施药效果更好，可兼治蚜

虫。 

穗期 

赤霉病 见花预防 

每公顷用40%丙硫·戊唑醇悬浮剂有

效含量1500g，或45%戊唑·咪鲜胺水

乳剂750mL，或25%氰烯菌酯悬乳剂

1500mL。 

沿淮及以南麦区，在小麦开始见花

时，以赤霉病预防为中心综合防

治，淮北麦区，在抽穗扬花期，以

赤霉病、穗期蚜虫为主体综合防

治。 

锈病 

条 秀 病 叶 绿 为

0.5%，叶锈率为病

叶率达10% 

每公顷用有效成分烯唑醇90g，或三

唑醇150g，或丙环唑150g或醚菌酯

135g，兑水450 kg喷雾防治。 

发病严重田快，7-10天后再防治一

次。 

蚜虫 每百穗500头 吡虫啉60 g，兑水450 kg喷雾。 

防治蚜虫可以兼治麦田灰飞虱，注

意保护利用天敌资源，当天敌与麦

蚜比大于1:150时，可暂不用药。 

注：同一生育期，当多种病虫混合发生且达到防治指标时，实施“一喷多防”措施，可以采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混合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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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稻主要病虫害的关键防治时期、防治指标、防治技术以及推荐使用药剂见表B.1。 

 

表B.1  防治指标、防治技术与推荐使用药剂 

防治时期 主要病虫害 防治指标 防治技术 备注 

种子准备期 
纹枯病、稻瘟

病、稻蓟马 
预防为主 

去除杂质和空瘪粒，用40%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和10%吡虫啉浸种，其中每

5 kg稻种分别使用多菌灵20 g、吡虫

啉10 g，兑水6~7 kg进行处理，晾干

后备用。 

喷雾时间选择上午有露水时进行。 

育秧期 

二化螟 

1 代早 稻枯鞘率

7%~8%，常规中稻

5%~6%，杂交稻

3%~5%；2代枯鞘

率0.6%~1% 

10%吡虫啉300 g/hm
2、50%吡蚜酮可

湿性粉剂 225~300 g/ hm
2 、 8000 

IU/mg苏云金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

3.75~4.50 kg/ hm
2进行防治。 

“狠治1代，决战2代” 

稻蓟马 

当秧苗4~5叶期，

卷 叶 株 率 达
10%~15% 

50%辛硫磷乳油1500倍液、50%吡蚜

酮可湿性粉剂225~300 g/ hm
2、10%

吡虫啉375 g/hm
2，兑水450kg常规喷

雾。 

重点防治育秧期和分蘖期，安全间

隔期14天 

分蘖-拔节期 

二化螟、大螟 

分蘖期二化螟枯鞘

率达3.5%，穗期二

化螟为上代亩平残

留虫量500头以上

以上，当代卵孵化

盛期与水稻破口期

相吻合。 

采用8000 IU/mg苏云金芽孢杆菌可

湿性粉剂3.75~4.5 kg/ hm
2或20%氯

虫苯甲酰胺150 ml/ hm
2（二化螟、大

螟，兼治稻纵卷叶螟等），兑水450kg

常规喷雾。 

防治1次应在螟卵孵化高峰后5~6d

施药；大发生年份防治2次，第1

次在卵孵化高峰前1~2d，隔6~7d

或在卵孵化高峰后5d再喷第2次

药，安全间隔期7天 

稻飞虱 

分蘖盛期百丛500

头，穗期常规稻百

丛1000头、杂交稻

1500头。 

采 用 10% 吡 虫 啉 可 湿 性 粉 剂

225~300g/ hm
2、25%吡蚜酮可湿性粉

剂240~300g/ hm
2，兑水450kg常规喷

雾。 

在低龄若虫始盛期至高峰期施药 

稻纵卷叶螟 

分蘖及圆杆拔节期

每百丛有 50个束

尖，穗期平均幼虫

过10000头 

采用100亿活芽孢/g Bt可湿性粉剂

1.5~2.25kg/ hm
2、48%乐斯本乳油

600~750ml，兑水450kg防治。 

在2龄幼虫高峰期防治 

纹枯病 预防为主 

采 用 25% 丙 环 唑 乳 油 450~600 

ml/hm
2，或40%嘧菌酯可湿性粉剂

90~120 g/ hm
2，兑水450kg防治。 

水稻封行时防治一次，病丛率达

20%时再防治一次。安全间隔期7

天 

稻瘟病 预防为主 

可 用 75% 三 环 唑 可 湿 性 粉 剂

1200~1800倍液喷雾、或1000亿活芽

孢的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150g/ 

hm
2，兑水225~450kg喷雾，共喷施3

次。 

分蘖期田间出现急性病斑或发病

中心，老病区及感病品种及长期适

温阴雨天气后水稻穗期预防。 

避免高温干旱时使用生物农药。 

孕穗-抽穗期 

稻曲病 预防为主 同纹枯病 

水稻破口抽穗前5-7天施药，如遇

适宜发病天气，7天后需要第2次施

药。 

粒黑粉病 预防为主 
25%咪鲜胺乳油1500倍液或20%三

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 
盛花期用药 

叶尖枯病 出现发病中心后 
40%多菌灵胶悬剂1125mL/ hm

2，加

水1125kg喷雾。 
孕穗后期至抽花期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