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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美亚系列玉米各品种播种量是多少？
德美亚系列玉米各品种播种量是多少
？
农艺服务部 王国庆
德美亚系列玉米品种是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从德国 KWS 公司引进的中早熟玉米品种，包括德美亚
1 号、德美亚 2 号、德美亚 3 号。德美亚系列各品种都在多
个省份审定或认定。德美亚 1 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山西、河北五省区通过审定或认定，德美亚 2 号在黑
龙江、内蒙古通过审定或认定，德美亚 3 号在黑龙江、吉
林通过审定。由于审定（认定）当时、当地栽培习惯、种植
技术、机械水平不同，审定时同一品种在不同省份所标注
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审定后，各品种随着推广年限
的增加，各地农业机械不断更新，种植技术不断提高，种
植习惯发生了较大改变，各品种种植密度与原来审定时
相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德美亚 1 号 2004 年在黑龙江省通过审定，审定时每
公顷保苗密度 6.75 万株，目前黑龙江垦区种植习惯每公
顷保苗密度 9 万株左右，采取化控措施，矮化植株，防止
徒长。垦丰种业生产的种子质量一般都高于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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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率大都在 90%以上。为了防止田间作业损失，播种密
度需比保苗密度增加 10-15%，德美亚 1 号播种密度为每
公顷 10 万株左右，如果按照小垅种植 65 厘米的垄距计
算，株距为 15.4 厘米；如果按照大垅双行种植 110 厘米的
垄距计算，株距为 18 厘米。德美亚 1 号包装规格为每袋 5
万粒，
播种用量一般每公顷 2 袋即可。
德美亚 2 号 2008 年在黑龙江省审定，审定时每公顷
保苗密度 6.75-7 万株，目前黑龙江垦区种植习惯每公顷
保苗密度 9 万株左右，采取化控措施，矮化植株，防止徒
长。播种密度与德美亚 1 号相近，在每公顷 10 万株左
右。德美亚 2 号包装规格为每袋 20 公斤，由于不同年际、
不同产地所生产的种子籽粒大小不同，所以不同批次间
种子百粒重也不一致，造成每公顷播种量公斤数也就不
一样，
一般每公顷 30 公斤左右。
德美亚 3 号 2013 年通过黑龙江省审定，审定时每公
顷保苗密度 5.25 万株，目前黑龙江垦区种植习惯每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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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苗密度 7.5 万株左右，采取化控措施，矮化植株，防止徒
长。德美亚 3 号播种密度为每公顷 8.25-8.6 万株，如果按
照小垅种植 65 厘米的垄距计算，株距为 18.6 厘米；如果
按照大垅双行种植 110 厘米的垄距计算，株距为 22 厘
米。德美亚 3 号包装规格为每袋 20 公斤，一般每公顷播
种用量 25-27.5 公斤。

量，造成不同程度的烧种、烧苗现象，最终导致出苗不
齐、不全。
6、除草剂使用不当：在育苗过程中，因除草剂喷
施过量或喷施方法不当造成药害而导致出苗不全的
现象最为普遍。
7、苗床高低不平：做床时床土铺得高低不平，苗
出来后也是有高有低造成苗不齐。
8、覆土薄厚不均：播种覆土时，有的地方盖土较
厚，出苗慢，有的地方薄，出苗快，苗出来后自然也就
高低不平。
9、湿度过大：出苗前床土湿度过大，甚至有积水，
导致坏种和烂种而造成出苗不齐不全。
10、苗床低洼：由于苗床地势低，出苗前遇到降雨
泡床，导致除草剂和壮秧剂过早分解，药效挥发，造成
出苗不齐不全。
二、
解决办法
1、晒种、脱芒：为使种子含水量一致，提高酶的
活性，提高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播前选择晴天晒
种 2~3 天。在播前对有芒的品种或由于脱谷质量不好
而带较多枝梗的种子，进行机械或人工脱芒，提高播
种质量。
2、浸种、消毒：浸种是为了让种子吸收比较多的
水分，
确保发芽快而整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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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河农场分公司积极推广优质良种获点赞

德美亚系列玉米是否容易长
“乌米”？
所谓的“乌米”是指玉米“瘤黑粉”和“丝黑穗”两种病
害。这两种病害都是由担子菌亚门真菌引起的，外观形
态上看起来很相似，都产生瘤状黑粉包，但两种病害却有
着本质的不同。
（详情见附表格）
玉米丝黑穗病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山
区的春玉米区。东北春玉米区，播种时气温较低，出苗时
间较长，出苗后多数年份春季干旱，苗期生长速度较慢，
这就为丝黑穗病菌提供了有利的侵染条件，造成发病严
重。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生有二个条件:一是播种后侵染
条件，如菌源、温度、湿度、感病品种等，二是需要诱发条
件，如苗期干旱或低温、土壤瘠薄、管理粗放等。干旱的
环境条件能促使丝黑穗病的的发生。丝黑穗病原菌在土
壤、种子、粪肥上越冬。病菌在土壤中能存活 2-3 年，结
块的冬孢子存活更长。病菌萌发适宜温度 25℃ ，中性偏
酸性环境。病菌除苗期的初侵染外，无再侵染，一年发生
一次。
不同品种间对本病的抗性有显著差异。接种鉴定结
果：德美亚 1 号丝黑穗病发病率 18.3％～22.7%；德美亚 2
号 发 病 率 15.6％ ～19.1% ；德 美 亚 3 号 发 病 率 13.5％ ～
15.8％。垦丰种业玉米品种采用先进的种衣剂配方和包
衣技术，
对于丝黑穗病可以进行有效预防。
玉米在全生育期内都可以感染瘤黑粉病，玉米瘤黑
粉病菌可侵害植株地上任何幼嫩部位形成黑粉瘤，或者
机械损伤造成发病，冬孢子借风雨气流传播可有多次再
侵染。拔节以后到开花末期易感病，连作地菌源多，病害
发生重。玉米抽雄前后遭遇干旱，抗病性受到明显削弱，
此时若遇到小雨或结露，病原菌得以侵染，就会严重发
病。玉米生长前期干旱，后期多雨高湿，或干湿交替，有
利于发病。遭受暴风雨或冰雹袭击后，植株伤口增多，也
有利于病原菌侵入，发病趋重。玉米螟等害虫既能传带
病原菌，又造成植株产生伤口，因而虫害严重也可造成瘤
黑粉病发生严重。
对于瘤黑粉病目前没有有效的药剂可以防治，种衣
剂防治效果不明显。预防该病可采取如下措施：选择种
植抗病品种；及时防治虫害，减少伤口；及时清除病瘤，带
出田间销毁；
重病地深翻土壤或实行 2 年以上轮作。
德美亚系列玉米品种都是在生产上推广种植多年的
品种，在各地综合性状表现都非常良好，无论是对瘤黑粉
还是丝黑穗抗性表现都较强，从未有过“乌米”大发生的
危害。

水 稻 育 苗 出 苗 不 齐 、不 全 原 因 及 解 决 办 法
每年在水稻育苗过程中都会存在一定问题，不是
出苗不全，就是出苗不齐，不出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因此，不得不补种或重育，增加费用，延误农时。造成
水稻育苗出苗不全、不齐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发生原因
1、浸种前未进行晒种：浸种前忽略了晒种，种子
后熟不足，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受到影响，造成出
苗不齐、不全。
2、浸种时间短：播种前种子没有充分吸足水分，
播种后只有继续吸收水分，才能萌动发芽，因此造成
出苗迟滞。如果播种后水分供应不足，就会造成出苗
不全、不齐。
3、壮秧剂混拌不均：壮秧剂与床土混拌不均匀或
撒施不均匀，特别是壮秧剂分布少的地方容易出现缺
肥和发生苗期病害，而分布多的地方极易发生药害和
肥害，严重的会造成死苗，这都会造成出苗不齐不全。
4、有机肥未充分腐熟：育秧时使用的有机肥没有
完全腐熟或施用过多，播种后形成内高温条件下发
酵，产生硫化氢、甲烷等毒气，导致出现臭种现象，造
成出苗不全。
5、壮秧营养剂或化肥使用过量：在使用壮秧营养
剂时，有些农户在生产操作中随意加大壮秧营养剂的
使用量，还有少数农户加二铵、三元复合肥等肥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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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壮秧剂混拌均匀。
4、配制优质营养：配制优质营养土是培育壮秧
的基础。
5、合理使用壮秧剂及化肥：在营养土与种子混拌
过程中，要避免把壮秧剂直接倒在水分较大的稻种
上，否则将导致烧种现象，也不可随意加大壮秧剂用
量或乱施化肥，
否则造成烧苗。
6 、合理使用化学除草剂：在育苗过程中，为了避
免药害发生，一要选择安全性较高的除草剂；二要严
格掌握除草剂的使用剂量，避免超量喷洒；三要注意
采用正确的喷药方法，即一定要在浇水后等床面上的
水完全干后再喷药，千万不能在有水或积水状态下喷
药，同时注意喷药时不宜走得太慢，更不能重复喷药，
否则，
就易发生药害。
7、苗床一定要平整在做床时，苗床土一定要用耙
子搂平，
还要把土块打碎。
8、覆土薄厚要均匀：覆土度以 0.5-1 厘米为宜，并
且覆土厚度要均匀一致。
9、湿度要适宜：如果出苗前床土湿度过大，甚至
有积水时，
要及时排水和揭膜晾床排湿。
10、高床大中棚育苗苗床要高出地面 50 厘米，降
低床土水分。
（来源：
天下水稻）

本报讯（杨麒龙） 近日，垦丰种
业二道河农场分公司在做好水稻良
种包衣的同时，积极深入田间地头、
种植户家中进行水稻良种宣传讲解
工作，获得广大种植户的点赞，也为
今年种子销售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更好地满足种植户的生产需
要，这个农场分公司的干部员工早准
备、早部署，在 2 月 20 日就开始组织
三个宣传走访小组深入农场七个管
理区对种植户进行宣传走访工作。
宣传过程中，各小组工作人员在水稻
种植户家中、大棚区等地与他们认真
交谈，详细了解今年购种情况，进一
步地对今年农场预留的水稻品种习
性、生育期、活动积温、株数、株高、产

量等情况做细致讲解。积极对种植
户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做
好记录。同时提醒种植户在采购品
种时一定要选择到正规公司采购，这
样既可以保障用种的安全，又维护自
身权益。种植户对于此次宣传工作
非常满意，不仅收获了种植知识，同
时被垦丰种业的优良品种所吸引，表
示一定要到二道河农场分公司去选
购水稻种子。
据悉，这个农场分公司通过此次
宣传走访与调研工作相结合，为种植
户科学选择水稻品种提供了参考依
据，公司产品也得到广大种植户的一
致认可。

销售工作，各农场分公司要及时汇
报，做好供种服务工作，尤其是自有
品种和自有产权的新品种，要加大力
度繁育和推广。在销售关键期，各农
场分公司要强化资金回笼管理、安全
管理和财务管理，及时收回种子款，
坚决杜绝“小金库”、
“账外账”和资金
体 外 循 环 ，消 减 预 算 控 制“ 六 项 费
用”，积极开源节流，节本增效。同
时，按照“八项规定”要求，吸取鸭绿
河事件教训，严把公务招待经费使
用。
最后，党委书记段兰昌针对下部
工作提出三点意见：做好会议传达落
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
会上，主要领导还分别与各农场
分公司经理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
和经济指标考核责任状。

友谊农场分公司联合农场打假维权促销售
本报讯（徐玉国 王学利） 为抵制
劣质种子、假冒种子入市，防止坑农
害农事件出现。近期，垦丰种业友谊
农场分公司与农场种子管理科联合
开展了打假维权的宣传和检查活动，
坚决杜绝套牌、冒牌、低劣种子损害
农户利益的事件发生。这是这个农
场分公司联合农场积极开展打假维
权促种子销售的一个重要举措。
今年，为维护良好的企业品牌形
象 ，推 荐 和 销 售 优 质 作 物 良 种 ，在
“3.15”到来之际，这个分公司和农场
管理区、作业站以及种子执法部门联
合开展了各类普法、维权宣传教育活
动。
在销售季节到来之际，农场农业
生产部门主动向基层管理区下发了
关于《认真选购合法种子，避免造成

本报讯(石梁 高国新) 近日，笔者来到九三分公
司种子加工现场，加工厂机械轰鸣，加工人员正在紧
锣密鼓地精选加工良种，为春耕生产提供高标准的
大豆、小麦种子做好充分准备。
据了解，九三分公司种子生产、加工、仓储、销售
等各环节实现全程可追溯，目前正是种子销售的关
键时期，这个分公司深知种子是农业的先行，种子质
量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也关系到社会安定，农民增
收才能促进企业增效。为此，九三分公司对加工全
过程进行质量监督，确保加工的种子全部达到标
准。由于公司多年来始终本着“品行天下，质创未
来”这一原则，把种子的质量安全做为树立企业形象
的根本，全面提升公司质量管理工作，为增强公司品
牌信誉和市场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九七农场分公司推进催芽工作保春种

红兴隆分公司召开2017年经营工作会议
本报讯（徐玉国 隋 宁） 2 月 24
日上午，在垦丰种业红兴隆分公司召
开了 2017 年度经营工作会议,所属 12
个农场分公司经理、会计，红兴隆分
公司各部门部长、育种站各课题负责
人等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先后传达了总局党委和管
理局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党风廉政和
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及信访工作会
议精神，要求全员认真学习，熟悉和
掌握农垦改革发展中的经济环境和
政治环境，认清形势，创新管理，严明
党员干部队伍纪律等，为科研、经营
工作创造良好局面。
红兴隆分公司总经理王道阳传
达了集团和总部的会议精神，指出了
今年的重点工作是要全力以赴完成
各项经济指标，切实做到增效益、降
成本、少投资、强管理。针对今年的

九三分公司春季生产忙 积极开拓销售市场

种植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的选购种
子意见书。各管理区、作业站农业管
理人员，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在种子
选购过程中，认真筛选市场上经销的
各类作物种子，重点选择像垦丰种业
等品牌好、信誉高的种业公司经营的
品种，
保证种植收益。
同时，友谊农场公司在销售过程
中，对前来光顾客户发放宣传单，积
极做好维权提示，提醒广大农户针对
当前一些个体种子商店保管能力差、
种子质次价低等现象，一定要做好甄
别和提防堤防，防止上当受骗，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此外，公司还借助集
市、供种服务下乡等活动开展《种子
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种植户
质量意识和维权意识。

本报讯（徐玉国 谢强） 近日，垦丰种业
五九七农场分公司 3 名工作人员带领维修工
对水稻催芽车间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调试。这
是这个农场分公司推进做好水稻催芽工作保
证春种的一个缩影。
今年，这个农场分公司是首年提供水稻
催芽供种服务工作，为了做好今年水稻催芽
供种服务工作，这个分公司从强化学习，丰富
操作技术，掌握催芽车间管理和了解安全注
意事项等 5 个方面进行今年的筹备和准备工
作。
为此，这个农场分公司多方面加强员工
的技术水平，要求全员及操作工人熟悉和掌

握催芽技术，组织员工到先进单位学习、交
流，重点掌握适温催芽、均匀晾芽等关键技
术，确保催芽发芽整齐均匀。同时还请水稻
育种专家前来指导，对个别水稻品种提出科
学的催芽方式。为了做好机械准备工作，这
个农场分公司提前组织工人对当前使用的催
芽车间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对发现问题及
时进行抢修和维护，保证催芽车间在生产期
正常投入使用和运营。
据悉，这个农场分公司已接到 650 吨水
稻种子的催芽任务，下步将根据农时和农场
生产计划，
适时分批组织催芽。

严把种子质量关,丰产丰收有保障
本报讯（滕于颖） 近日，鹤山农场分公司
严把良种发芽试验质量关，做到大田播种不
开始，发芽试验不停止，对已经精选入库存放
的各个品种进行多次发芽试验，为种子销售
和农场内供的大田播种提供科学依据。
鹤山农场分公司试验人员严格按照国家
标准，依据《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中的各项
程序进行操作，对精选的大豆、小麦种子进行
全面检验。严格检验种子纯度、净度、发芽
力、病虫及种子含水量等。并对抽检的试验

种子按照每份 100 粒进行芽率试验，同时认真
做好各芽率批次的登记工作。为了保证备耕
生产和种子销售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积极
做好农场供种检验工作，农场供种将按照发
芽试验等检测结果科学下达播种量，为农场
再次夺取农业生产大丰收提供科技支撑。
目前,检验人员最后一次对大豆、小麦种
子室内检测，保证种子的净度、芽率和质量，
为今年农业生产丰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宝泉岭分公司积极参与3.15活动
本 报 讯（于 文 来） 2017 年 3 月 14 日 上
午，宝泉岭分公司在副总经理别田勇的带领
下，联合管理农业局、种子管理局、工商局、质
量监督局，对宝泉岭管理局及所辖农场的各
种子经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严厉查处打击
销售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进行优
良品种的推广宣传活动。
此活动中，宝泉岭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热
情地为农户解答种植难题，同时开展培训课，
详细介绍了今年主推的玉米品种德美亚 1、
德美亚 3 号，大豆品种垦豆 41、垦豆 38、垦丰

22，水稻品种龙粳 31、垦稻 22、垦稻 23、三江
16 号等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要点，并提醒
广大农民一定要到正规种子门店购买，不要
轻信谣言，不要购买流动性销售的种子，购种
时索要正规发票，包装袋和标签，以防出现异
常情况。
此次活动的举办受到了农户们的一致好
评，不仅为农户们普及了知识，加强了维权意
识，同时使我公司的优良品种得到广泛宣传，
为销售工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