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1期 (中 )总第 483期生物科学

56

如何在栽培过程中提高农作物的无公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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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栽培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作物的无公害性，生产者应当适当减少对于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

秉承生态环保的农作物生产发展理念，采取多样化的生产管理内容，实施对农作物精细化的管理，结合当地的自

然条件，因地制宜地选取优势物种以及管理策略，提高农作物的存活率以及生长品质。本文对栽培过程中提高农

作物的无公害性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为提高农作物存活率和品质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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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新农业的发展态势下，农作物无公害栽

培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其能够降低对农

药以及化肥的使用量，提高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品质。

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者还需要参考农作物的种植类

型以及种植需求，严格管控种植策略，提高生产效益。

1 农作物无公害栽培技术的概述

农作物无公害栽培技术主要是结合特定的手段来

管控农作物在生产过程中对化学药剂以及化肥的使用

量，结合生物法、物理法来完成对农作物生长的保护 [1]。

因此在当前无公害农作物的栽植技术中主要是致力于

降低肥料以及农药的使用量，在此期间生产者需要根

据当前土壤的实际理化特性，合理调整有机肥的使用

数量和使用种类。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农药

的使用，生产者还需要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定向化防

治，结合诸如人工捕捉，引入病虫害天敌等多种防治

策略，尽可能降低对于农药的使用量。此外，在无公

害的农作物栽培过程中，还需要实现为农作物提供良

好的生长发育环境，例如实现对土质、土壤精细化管

理调控，在上一季完成对土壤的肥力调节，确保在农

作物栽植生长的过程中可以提供充足的养分支持。

2 在栽培过程中提高农作物的无公害性策略

2.1 选择适当的生产基地

土壤以及外在的气温环境作为农作物生长发育的

核心要素，影响着农作物的生产品质。为了产出高质量、

高品质的农副产品，生产者在生产管控前需要提前完

成对产地生态环境的构建和打造。相应的生产基地应

当坐落于无污染且外在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结合当

地的气温条件，因地制宜地选取适当的产业基地。具

体来说，在对相关生产基地进行选取时，应当秉承以

下三个原则：首先，生产基地应当尽可能远离诸如制

造业、化工业等高污染行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同时还

应当远离诸如工矿、铁路干线等区域 [2]。其次，对应的

生产基地还应当具备连续不断的生产功效，通过整合

自然环境资源来实现为农作物持续、稳定地供给水分

和养分。最后，土壤内还应当富含足够量的微量元素，

满足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条件。总体来说，在对种植

基地进行选取的过程中，生产者应当侧重考量光、温度、

水源、土壤理化特性等多个层面上的元素，同时规避

高污染区域，为无公害种植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支持。

2.2 采取合理轮作策略制定生产种植的制度

由于自然环境对病虫害具备筛选的功效，因此在

同一场地实施生态种植的过程中，生产者应当采取不

同农作物交叉轮换的种植策略，避免同一种农作物在

同一片土地上种植的次数过多，形成对病虫害的自然

选择。结合轮换种植策略能够有效地打破原有生态基

地中病虫害以及草害的生长发育规律，提高整个生态

系统抵御病虫害的能力。此外，实现对土地养分均匀

合理地利用，也能够提高物种的生态抵抗能力 [3]。因

此，生产者应当适当地提高土壤中有益生物的含量，

通过生态法进一步抑制有害物质的增长，以此减少后

续对化肥的使用量，提高对土壤内部肥料的使用效率，

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当今生态农业的发展需求。

因此结合轮作交叉的种植策略，在当前生态农业的发

展过程中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

2.3 采取科学合理的耕作方法

除了需要对种植的策略、制度进行合理制定，对

土壤的耕作方法也应当做出定向化调整。具体来说，

在相关养殖基地内部，其土壤结构要得到有效地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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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应当不间断地对土壤上下层进行翻新、翻垦，

以此来对土壤原有的理化特性以及生物状况进行改善。

结合此类耕作方式，还能够提高对土壤内部有机物和

无机物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农作物病虫害爆发的

几率 [4]。同时通过翻垦操作也能够进一步使得土壤表层

的有机物，诸如茎、叶等，在经过翻垦之后埋入到土

壤内部进行发酵，增加土壤肥力。并且结合常态化的

翻垦作业，生产者也能及时发现土壤中所存在的病原

类型以及生态环境特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调节土壤养

分。因此在当前无公害农作物的种植期间，生产者要

充分考量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以及相关农作物种

植的特性，采取适当的土地耕作策略，将表层土壤与

深层的土壤进行适当地翻垦，以此来增加土壤的养分，

排除土壤内部所存在的病原体，从而实现对病虫害的

有效防范。

2.4 选择优势品种

农作物本身在经过自然长期的选择之后具备一定

的抗病虫害能力，其作为农作物遗传特性之一，不同

的农作物也具备对不同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因此在农

作物的生产种植过程中，生产者应当根据当地的气温

条件以及常流行的重大病虫害类型，因地制宜地选取

适当的优势物种，以此来提高农作物针对病虫害的抵

抗能力，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选取优势的物种对其

进行广泛种植和推广，使得无公害种植作业更加高效、

稳定。

2.5 种子处理

种子内具备较多的养分，其表面也吸附了大量的

病原体，所以在播种前生产者应当落实对种子的消毒

处理耕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种子表面所附着的病原体

数量。其次，还应当根据当地的气温条件来完善催芽

工作，尽可能实现种子提前出苗，提高种子的生存概率。

因此在播种之前，需要进一步完成对种子定向化的处

理，提高种子存活率。

2.6 选择适当的时间播种

当今生态农业无公害栽培种植技术能够显著提高

农作物的生产品质，但是也需要适当地选取农作物的

播种时间。首先，生产者需要通过对农作物的生长发

育周期进行计算，在适当的季节管控好农作物种子的

播种时间。此外在播种时，还应当避免在敏感期播种

对应的敏感物种，同时在播种时节还应当考量温度、

光照等多种因素，尽可能地在天气稳定时实施播种管

理。总之，在对播种时间进行选取时，要考量病虫害

爆发的可能性，同时还需要考量外部自然环境的时间

特征，选取合理的播种时间，提高种子的成活率。

2.7 合理管控种植密度

在对农作物实施无公害种植时还应当选取适当的

种植策略，调节农作物的种植密度。在此过程中，农

业生产者需要考量农作物的种类、植株生长类型、枝

叶生长发育的状况、生产种植的季节以及当地的土壤、

水肥状况等多种因素，来对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以及相

应的种植规格进行设定 [5]。在种植前提前设置好合理的

群体结构，既需要考量到农作物在生长发育期间的透

光、通风以及温度问题，还需要确保在土壤内部单位

体积、面积内的养分含量能够支撑农作物生长发育的

需求。总之，合理地管控种植密度能够确保农作物实

现稳定高效的生长，避免种植密度过稀导致的土地利

用效率不高的状况出现，也规避种植密度过高植株养

分不足的问题。但是在对种植密度进行计算的过程中，

既需要根据经验判断同时也需要考量实际的种植因素，

对各项因素进行整合、分析，为农作物规划合理的生

长发育区域。

2.8 及时间苗、补苗、定苗

虽然完成了对农作物的播种以及对播种密度的管

控，但是农作物在出苗生长之后，其生长趋势以及出

苗概率仍然无法得到量化分析，因此在出苗的早期还

需要根据出苗的状况加强田间管理，例如结合前期的

间苗处理、补苗处理以及定苗处理，为农作物在生长

发育前期规划好具体的生长密度，提高农作物在后期

生长过程中对于养分的利用效率，实现农作物更加全

面、高效的生长。

2.9 合理施加肥料

无公害栽培技术不代表不施加任何的肥料，由于

土壤内部先天性的缺陷使其缺乏特定的元素，此时生

产者只有通过施加肥料才能够使得土壤的理化特性得

到最优化的改善。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地管

控肥料的施加量，要做到无公害、绿色产品的生产施

加形式，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1.生产者需要选取合格的有机肥，例如结合微生

物肥料、有机肥等，还要确保有机肥内矿物质含量充足，

在具体的施肥过程中，需要提前对植株的种植密度进

行确认，适当地管控施肥量。此外，在对肥料进行配

比时，还应当采取动态化的施加方式，在不同的时期

沿用不同的施加策略。例如在出苗时期结合多次少量

的施加策略，而在生长时期结合重点施加策略，确保

每一次施肥的比例控制合理、恰当。

2.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使用，以有机肥为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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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为辅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降低化肥施用量，严格

按照农作物绿色种植技术为标准，合理控制肥料的使

用量，真正实现高质、高产、高效施肥，减少环境污染。

遵循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原则，重视高质有机肥

的施用，配比少量的化肥，以有机氮肥和无机氮肥 1:1

的比例进行用地养地。尽量不单独施用化肥，虽然短

时间内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但是会对土壤造成长久的

伤害，因此我们要合理配比有机肥和无机肥，从根本

上改变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3.配方施肥原则，作为当前我国农村主推的施肥

方法，通过土壤养分鉴定或田间试验的方式测定土壤

肥力、农作物需肥规律和肥料作用。在合理施肥的基

础上，配比一定量的氮肥、磷肥、钾肥、微量元素肥、

有机肥等肥料，并采用相应的施肥方法。通常无机氮

肥的施肥量是 225kg/hm2，无机磷肥和钾肥的施用量应

该按照土壤肥力与农作物的生长特性而定，确保土壤

养分均衡。忌氯农作物一定不能使用氯肥，叶类、根

茎类农作物切忌施用硝态氮肥。

4.营养诊断追肥的原则。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特性、

土壤、植株营养的诊断结果进行追肥，最大程度满足

农作物的养分需求。一次性收获的农作物在收获前 20

天内不能使用氮肥，尤其是根茎、叶类蔬菜。如果是

连续结果的农作物，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追肥次数不能

超出 5次。

2.10 病虫害防治

物理防治手段是比较常见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其

最大的优点在于对无公害农作物没有污染，在防治的

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生长带来

有益的影响，属于一种绿色防治手段，在具体应用的

过程当中，可以运用害虫的生长发育特点，通过其物

理特性对害虫进行有效的诱杀。

目前，主要采用人工诱捕的方式，对一些害虫进

行有效灭杀，比如可以通过相关机械设备，对一些具

有聚集性的害虫进行有效灭杀，也可以根据某种害虫

的生理特性，比如针对具有趋光性的害虫，可以通过

光来进行诱杀，例如可以安置黑光灯，利用其趋光特

性吸引害虫，进而将其有效捕获，进行集体灭杀，还

可以通过部分害虫的趋化性质，比如糖醋液对地老虎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在对此类害虫进行防治的过

程当中，可以有效利用糖醋液对其进行灭杀。通过物

理手段能够针对部分害虫进行有效防治，而且不会对

农作物造成任何污染，保证绿色生产。

生物防治手段在无公害农作物种植的过程当中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通过害虫的天敌对虫害进行

有效防治，而且不会对农作物造成化学污染。相关人

员在种植无公害农作物的过程当中，针对其常见的虫

害类型，可以引进相应的天敌，如此在害虫生长的期间，

就能够通过天敌对其进行有效灭杀。也可以通过一些

微生物，让其寄生在害虫内部使害虫得到有效灭杀，

通过相应的病菌感染，使害虫的存活率有效降低，进

而起到防虫害的作用，保证无公害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通过生物防治手段，能够有效减少农药残留，进

而使无公害农作物的质量得到有效保证，并提高其安

全性，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提升，也可以通过合理种

植，以及良好的田间管理，改变农作物生长环境，使

病虫害难以滋生，如此也能够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影响，

提高无公害农作物产量。

2.11 沿用精细化的灌溉策略

农业生产要实现对水源精细化的管理，在对水源

进行管控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保所结合使用到的水

源水质满足相关质量标准。其次，使用到的灌水策略

和灌水量也需要根据当前农作物生产种植的具体需求

来进行设置，尽可能从降低田间湿度的方向出发考量，

来选取适当的灌溉策略。再者，针对水源的灌溉时间、

状态、次数以及方式，需要根据农作物的种植类型来

确认，还需要考量病虫害的发生状况，天气等多种因

素，确保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能够得到充分的水源支持，

但是也不至于水源灌溉过度而使得农作物的根系腐烂。

此外，在汛期还应当及时地做好排水作业。

3 结语

总之，无公害性农作物的栽培种植所需要考量的

因素相对较多，农业生产者应当秉承因地制宜的农业

发展原则，选取合理的种植策略以及植株类型，通过

精细化的工作管理形式，减少农药以及化肥的使用量

来提高农业生产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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