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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蚕豆的主导品种与主推技术青海蚕豆的主导品种与主推技术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研究员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研究员 刘玉皎刘玉皎

一、主导品种
灌溉农业区：以青海 12 号为

主，搭配青蚕 14 号和马牙。马牙
以湟源高位水地为主。

青海 12号和青蚕 14号的特点
是晚熟，籽粒大，产量高，是适应
目前我省市场需求的主导品种。

雨养型农业区（干旱农业区、
半干旱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区）：青
海 13 号，于 2009 年育成的早熟小
粒蚕豆品种，白脐，结荚多，适于
在海拔 2500~2800 米的雨养型农
业区。

二、主推技术
合理密植技术：灌溉农业区

1.1~1.2 万 株 ／ 亩 ，平 均 行 距
35cm，株距 16~17 cm,种植 4 行隔 1
行；旱作农业区 1.5~1.6 万株，平均
行距 30cm，株距 14~15cm。地膜
覆盖种植区 1.1~1.2 万株／亩，平

均行距 35cm，株距 16~17 cm,种植
4行隔 1行。

精量播种技术：根据适宜的
种植密度和所选用的品种籽粒大
小而定。灌溉农业区选择百粒重
200 克左右的青海 12 号蚕豆品种，
播种量为 22.5 公斤／亩；旱作农
业区选择百粒重 90 克左右的青海
13 号蚕豆品种播种量 15~20 公斤
／亩。

平衡施肥技术：根据蚕豆的
需肥规律和田间的肥力状况而
定。蚕豆每生产 100 公斤所需的
N∶P∶K∶Ca＝7.8∶3.4∶8.8∶3.9。已通
过测土后研制了蚕豆专用肥 35％
（N∶P∶K＝16％∶14％∶15％）。

病虫综合防控技术：青海蚕
豆生产中主要病虫害包括根瘤
象、蚜虫、赤斑病、根腐病等，以预
防为主。根瘤象以土壤处理为

主，蚜虫和病害于开花期喷施低
毒低残留高效杀虫剂和广谱型杀
菌剂。

三、需完善的关键技术
近几年，青海蚕豆需要完善

的关键技术是针对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和提高土地产出率、农
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节
本增效技术，包括机械化播种技
术以及化学除草技术和地膜覆盖
种植技术。

四、生产中需注意的问题和
要求

1.选地。选地时，考虑作物种
类，同时，注意前茬作物种植时除
草剂的使用情况以及地下害虫危
害情况，如小麦茬的除草剂种类
和施用量；小麦茬的金针虫；马铃
薯茬的蛴螬。

2.播种。播种质量要好，要求

匀苗齐苗和壮苗。注意漏播和浮
籽。

3.施肥。施肥时，按基本施肥
要求，但要注意前茬作物，若是油
菜茬要增加氮肥施用量；田间地
力 较 差 时 ，出 苗 后 要 追 施 氮 肥
等。花荚期叶面喷施磷钾肥。

4.灌溉。要注意掌握第一水
灌溉时间，开花后每 3~4 层花开时
灌第一水。

5.田间管理。苗期注意中耕
松土除草，花期注意蚜虫和赤斑
病等主要病虫害的预防以及蚕豆
后期的采取人工打顶防止蚕豆的
徒长。

6.收获和打碾。注意底部 3~4
层荚变黑时即收获，不要完全枯
死后再收获。打碾时尽量不用水
泥地平或水泥马路上重压。

近日，山东省科研机构和企
业六年联合攻关，成功研发了一
种名为“氧化——生物双降解生
态塑料”的技术，让地膜“无害化
降解在土壤中”。5 年来，这一技
术已在全国 20 多个省份示范应用
近 400 万亩，有望彻底破解农田

“白色污染”之困。

2013 年，山东天壮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山东
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经
过多年的科技攻关，成功研发出

氧化——生物双降解生态塑料技
术。中国科学院高分子材料专家
王佛松院士等鉴定专家认为，这
一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管庄
村一片棉田地，山东德州市农科
院棉花研究人员已在这里进行了
5 年的双降解生态地膜与普通地
膜的对比试验。记者进入这片棉
田地，袁海涛指着紧挨着的两垄
棉花根部地膜说，这是今年 4 月同
时覆的地膜，双降解生态地膜已
降解了大部分，只有少量还能看
见，而普通地膜表面依旧完整，塑
料拉力没有下降。经过试验，在

棉花 130 天生长期里，双降解生态
地膜的降解率达到了 86%。

位于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的
一有机蔬菜基地中，170 亩蔬菜大
棚全部使用了双降解生态地膜。
农艺师刘新强告诉记者，通过 5 年
来的试验情况看，这种地膜完全
降解后有利于植物根系生长。

相关专家介绍，这一技术的
核心是在聚乙烯中添加不同比例
的纳米降解助剂，通过自然条件
下的光热作用，定时将大分子量
聚乙烯氧化降解为小分子量聚乙
烯，小分子量聚乙烯再由土壤微
生物最终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

水和微生物有机质，真正做到可
解可控、无毒无害，成为一种“能
化在土壤中的地膜”“能被微生物
吃掉的地膜”。

据了解，双降解生态地膜技
术目前已获得 10 多项国家发明专
利，相关产品已通过国内外 20 余
项权威检测。先后在山东、甘肃、
内蒙古等 25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
示范应用，涵盖棉花、玉米、花生、
大蒜、大姜、烟草、大棚蔬菜等 30
余种作物，推广面积超过 400 万

亩。
山东省商河县白桥镇林场负

责人董发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每亩地用普通地膜成本是 40 元，
用双降解生态地膜每亩成本是 50
元，但回收一亩地残膜的人工工资
是 75 元，还没算回收过程中的运
输、清洗、烘干、熔融再造等成本。”

目前相关企业已开发出生态
降解地膜、购物袋、垃圾袋、保鲜
膜等八大系列 60 多种双降解生态
塑料产品，可应用到农业、工业等
各个领域，对于保护绿水青山、建
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王建涛

“能化在土壤中的地膜”

示范应用效果显著

近年来，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藜麦
以优质、安全、营养丰
富等特点，逐渐走红
市场。青海七色麦香
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
家藜麦种植加工企
业，利用高原独特的
高寒、无污染、光照时
间长等条件，采用“基
地+公司+市场”的经
营模式，成功研发出
全营养、无污染、低
糖、低热藜麦深加工
食品藜麦饼干、藜麦
面条、藜麦罐装油茶
等产品。公司在产品
加工、包装、销售等方
面下功夫，产品销量
节节攀升，经济效益
向好。

才格增 摄

冬季，菇蚊、跳虫等害虫往往在
短期内给食用菌生产造成严重的损
失，尽量采用物理防治措施，避免对
食用菌产生药害和污染。

菇棚的修建：应远离村庄、垃圾
场、粪堆等地，确保出菇环境远离虫

源，可将原材料在强日光下曝晒，或
进行发酵处理，杀死虫卵、活虫，尽
量采取熟料栽培或用于制种。

菌种质量的选择：在制种过程
中，须仔细检查、挑选，发现污染，立
即淘汰，喷施新高脂膜，形成一层高

分子膜，确保生产菌种纯度。
防虫网位置的选取：菇棚通风

口及进出口为佳，防治成虫飞入，在
通风口及进出口撒布石灰隔离带，
以防爬虫类害虫进入。

张扬

答：保持牛圈舍清洁 干
燥和温暖吊挂门窗帘，堵塞
椽眼风洞，避免寒风侵袭，晴
暖午时将牛牵到避风向阳处
晒太阳。

饲喂草料要清洁 禁喂
雨雪淋坏或霉变草料，多喂
些易消化的胡萝卜、南瓜及
发芽饲料，满足牛体对各种
营养的需要，供新鲜深井水
或温水，禁饮冰冻冷水。

喂优质青干草或青贮饲
料 每日补喂 1 公斤麸皮、2
公斤玉米粉、1 公斤豆饼或花
生饼等饼粕类精饲料。在草
料或饮水中补喂适量食盐；
补饲石粉等矿物质饲料，满
足牛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
要，使瘦弱牛安全越冬，以利
来年春耕生产。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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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概
念如今已经不是一
个新鲜词。相比较
于大农场，家庭农
场规模小，经营灵
活 。 和 农 家 乐 相
比，家庭农场规模
又大一些，适合开
展更丰富的项目。
投资家庭农场，有
几个关键环节一定
不能忽视。

首先是土地。
流转土地，一定要
手续齐备、合法合
规，要有严格规范
的 合 同 ，权 利 、义
务、责任写清写明，
避 免 日 后 产 生 纠
纷。

其次，准确把
握劳动力和成本的
变化。如今的人力
成 本 价 格 变 动 很
大，不少失败的创
业者反馈说，自己
的农场生生被员工
的薪水拖垮了。还有人反映，
当初和老乡没签合同，结果磨
洋工、旷工的情况时有发生。
提醒创业者，不仅要提前预估
人力成本的变动，搞家庭农
场，合同这样的必要手续是不
能少的。

另外，有了土地、员工，到
底怎么赚钱？笔者曾经去过
一些家庭农场，项目粗糙，体
验单一，采摘园破破烂烂，满
地的烂水果无处下脚。而反
观国内外一些做得好的农场，
都发挥了家庭农场“精致、特
色”的特点。比如英国的一家
农场常年开办小型运动会，游
客络绎不绝。广东的一家农
场专门引进进口水果，光是这
新奇劲儿就足够吸引人。还
有家庭农场以服务贴心，比如
去果园专门有马车接送，非常
到位，这些家庭农场各有各的
特点亮点。所以说，好的盈利
模式，都需要精心的设计。

当然，经营家庭农场，是
现代商业行为，绝非传统的农
业种植、养殖那么简单。经营
者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非
常复杂。从管理，到营销，到
服务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
您有经营家庭农场的打算，一
定要做好准备，再动手。

李伟民

专家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