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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农作物栽培中利用植保
技术最大化发挥种子作用

李秀玲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农业农村局，山东 德州 251500）

摘　要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工程，农业的发展必须从关注种子种植做起。在农作物栽培过程中，为了提高种子的

栽培成活率和种植效率，就必须重视种子种植和保护，在农作物栽培过程中，采用规范化作业方式，确保种子从选种预处理、

科学化种植直至田间管理等环节随时做好植保工作，以确保农作物种子稳定、健康的出芽率和出芽效果，为农作物生长提

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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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不断发展也提高了中国农业的水平。现在，农

作物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在当今时代，栽培

农作物的各项活动中，各类病虫害更容易侵害那些更为优

质的作物，所以农作物栽培过程中植保技术需要更全面应

用以及扩大实施范围。种子种植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为

提高种子成活率，运用植保技术进行种子种植保护，能从

源头发挥重要作用，减轻病虫害等损害种子生长的问题，

促进农作物有效生长。

1 种子种植作用

种子是指由胚珠发育而成的繁殖器官。种子是农作物

栽培的前提和基础。农业产业链由种子种植开启，良好的

种子种植技术，是提高种子发芽率、降低病虫害侵蚀、促

进后期植株健康成长的保障 [1]。种子种植质量的高低，直接

决定农作物栽培效果和产量。我国是农业大国，非常重视

种子的管理，我国自 1989 年颁布种子管理条例，2000 年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简称种子法，从国家法律

的层面加强了对农业源头种子的重视，对于保护种子使用

权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农

村社会，促进种子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 植保技术对种子种植的意义

种子从发生、发育到成熟、繁殖、萌发、播种都与环

境密切相关。种子种植植保技术即通过对农作物种子种植

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物理、化学方式，对种子种植过程进

行适应性保护措施，以降低种植过程中种子不适应性、病

虫害，加强种子营养供给、促进种子成活及健康生长的保

护措施。植保技术为种子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提高了

种子的生存几率，人为地避免了各类种子栽培问题的产生，

为农作物的稳定高产奠定了基础。

3 农作物栽培过程中的种子种植规范化处理及植
保技术应用

3.1 做好土壤预处理确保提供适合种子生长的环境

土壤是种子生长的基础条件，不同品种的种子对土壤

的要求更有不同，不适宜的土壤将造成种子生长缓慢受限，

严重者将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没有收成。土壤的预处理具有

两层意义，一是去除种子生长的不良因素；二是增加促进

土壤适宜种子生长的物资条件。为适应种子生长，必须做

好与种子生产需求相适应的土壤预处理。

土壤预处理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土壤营养化、无害

化处理。即根据农作物类型和生长需求进行土壤酸碱度调

节、通过元素中和去除旧有的农药残留污染以改善土质对

种子生长的影响，确保土质不出现有害种子生产的因素。

再在土壤中预置种子肥料，以提高土壤肥力；二是去除土

壤中存在的病虫害。土壤中存在一定的病虫卵或幼虫，在

温度和湿度适宜的条件下会加快繁殖危害种子乃至嫩芽生

长。使用 50% 的辛硫磷颗粒剂混土对防治病虫害能起到较

好效果 [2]；三是对土壤的物理化处理。如深翻土提高土壤透

气性和氧气含量，适度灌溉提高土壤湿度等，详见图 1。

3.2 重视药剂拌种、做好种子预处理

播种前的种子加工可使药剂进入种子，消除不同的细

菌，取得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它还可以减少田间用药

量，以降低种子成 本。种子处理操作简单，省时省力，此外，

播种后的药剂扩散对种子生长环境也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以避免病虫害在土壤中传播给种子。

拌种的方法是将种子和药剂混合在一起，该方法药剂

可在种子表面均匀地覆盖、涂抹。经过拌种法处理的种子

所携带的药量明显高于浸种法处理的种子，播种后，对环

境的消毒灭菌远高于浸种法。除了杀死种子本身携带的细

菌外，还可以在种子周围提供一个保护圈，使土壤中的细

菌无法穿透种子，因此防治效果良好。然而，这种处理方

法的缺点是种子附有药剂，不能通过浸种法和催芽法来处

理。因此，该方法仅适用于土壤病害严重的地区。

药剂拌种可提高种子的抗病菌和病虫害的能力，提高

种植成活率。首先需要根据农作物种子特点进行适当的药

剂配置；其次要根据种子重量进行药剂和浓度的调配。再次，

拌种后应进行半天左右的堆闷以确保种子对药物的吸收，

种子晾干后应立即播种，防止长时间存放导致药物失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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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种子萌发调节因子

光和激素是调节种子发芽的两个基本因素。在控制光

诱导种子萌发的光受体中，光敏剂是研究最多的。赤霉素、

ABA、细胞分裂素和乙烯是诱导或抑制种子萌发的主要激素。

3.4 选择适当的播种时期，反季节种植必须做好
植保防护

种子种植必须遵循农作物生长习性及规律，并结合地

方具体气候和环境因素而定。每种农作物都有最佳播种时

限和条件要求，提前或错过都会对未来种子发芽造成影响。

因此，种子的种植必须符合节气和时令种植的特点，尽量

避免反季节种植。确实需要进行反季节种植时，应在温室

中着重做好种子种植前的温度测量工作，确保种子有合理

的生长温度条件。

3.5 根据植物品种选择恰当的种植密度

种植密度是目前直接影响作物生产力和高效生产的最重

（下转第 51 页）

图 1 一些土壤类型归类的国际土壤质地三角图

图 2 玉米种植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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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信息化管理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更要

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信息化管理

的同时提高工程管理效率，节约资源，最终推动建筑企业

的发展。

3.5 建立现代化的信息化管理标准

建筑行业信息化管理中，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是

前提，同时也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保障，想要利用信息

化管理强化工程管理水平，建筑企业必须要紧跟时代发展

潮流，以自身发展状况为基础，深入研究相关信息技术。

应用管理软件的时候，首先要分析管理标准，并以此为基

础开发软件，这样既可以提高信息化管理的统一性，还可

以更好地发挥出管理软件的优势，实现自动化的办公，推

动工程管理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

同时强化整体管理水平。

3.6 提高管理人员信息技术水平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技术管理人员是核心，占据了十

分重要的地位，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与信息化管理效率密

切相关，其不但要拥有良好的品质，还有具备现代化的管

理思维，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主动迎接大的挑战，从而为企

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企业要注重提高管理人员的信

息技术水平，让其不但要掌握建筑行业的相关知识，还要

熟悉信息化管理技术，要定期开展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

在招聘管理人员的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还有，企业要始

终坚持人才为本的理念，为管理人员提供成长和学习的机

会，让其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5]。

4 结语

总之，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迎来

了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为人们带来的极大的便利。对于建筑行业来说也是如此，

信息化时代为建筑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建筑工程

管理工作中，企业要注重应用信息化管理模式，建立信息

化管理平台，应用信息技术完成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效率

的同时，提高企业综合效益，最终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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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之一，科学合理的种植密度是优质作物的重要保证，

因此，为了保持生产效率，必须充分考虑产量和密度比，

对种群结构进行适当的适应，这也是研究高质量和高性能

培养的主要内容。国外也有许多实际研究表明，作物产量

不会都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增加。有时，随着密度的增加，

生产率开始下降，因此，农作物种植密度必须科学合理。

光合作用对农作物种子发芽作用重大。过于细密的种

子种植，后期植株营养竞争加剧，不利于单独植株的营养

吸收和成长，容易导致农作物因养分不足而产量不高。因此，

根据不同农作物生长需求科学设置种子种植密度，控制播

种深度与行距，确保种子能吸收足够的营养并获取充足的

光照条件 [4]。

以玉米为例，玉米的种植密度直接影响群体或单株的

光合作用面积，因此直接影响到产量，密度过大导致养分

不足，通风和透光的条件变差，严重影响到叶面的光合作

用，而密度过小则恰恰相反。在产量方面，籽粒中脂肪、

蛋白质和淀粉的比例也会随着高产种植密度的增加而降低，

但是此类物质的高含量并不与低产量的种植密度相匹配。

如果种植密度较低，良好的通风可以帮助谷物更好地脱水，

而种植密度较高时，由于营养不足，谷物会加速老化，最

终影响其品质。

3.6 规范种植、灌溉充足与除草并行

种子种植应选取适宜温度并尽量阴天种植，可提前做

好土地湿度测定，结合未来气温和雨量综合评定最佳的条

件。同时应科学控制播种量，根据种子生长特点，设定好

播种密度和播种深度来提高种子种植效果。在种子种植后，

应立即覆土并压实平整并合理浇水。其间遇到的石块和草

种必须及时清除，因杂草较多需使用除草剂时，尽量使用

无公害、可降解药剂适度喷洒，详见图 2。

4 结语

种子种植对于农作物栽培意义重大。植保技术能提高

种子种植效率，从源头做好农作物基础保护，必须根据农

作物种类积极探索，规范化坚持进行。找出结论，提出新

的解决方案，创造适合现阶段中国特点的植物保护技术。

对于全面提高植保技术水平，加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以

及植保技术更多地参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黄玉诺 . 种子在农业种植生产中的作用及行业管理特征
分析 [J].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0(05):102,104.
[2]　李例栗 . 植保技术促进小麦高产栽培 [J]. 农业工程技
术 ,2019,39(32):37.
[3]　李慧 . 植保技术在小麦高产栽培中的应用原则 [J]. 热带
农业工程 ,2019,43(05):81-83.
[4]　王洪敏 . 论农作物栽培技术及高产影响因素 [J]. 农业开
发与装备 ,2020(02):182,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