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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宿州讯 (记者房
孝钰)为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需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大豆产业发展，9月12日，由山
东省农科院主办、该院作物研究所
和山东祥丰种业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的“高产优质耐逆大豆品种齐黄34

现场观摩会”在安徽省宿州市召
开。

来自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黄淮海大豆主产省份种子管理部
门、农技推广部门、农科院，山东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杂粮创新
团队、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
学以及省内地市农科院的领导和专
家、种子经销商、科技示范户、种
植大户等共计 2 3 0余人参加了会
议。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

对观摩会现场的齐黄34进行了测产
验收，350亩平均亩产253公斤。专
家组一致认为：齐黄34植株繁茂，
高抗倒伏，荚大，粒多，在今年大
豆花荚期、鼓粒期持续高温、干旱
的情况下仍然达到较高的产量水
平，表明该品种生产潜力高，有很
大的推广应用前景。

在宿州市埇桥区杨庄乡小高庄
村的观摩会现场，种植大户汪建兵
介绍说：“我连续几年都种齐黄
34，去年亩产达到263公斤，比其它
品种高出30多公斤。今年天这么
热、这么旱，但我这200多亩的齐
黄34仍然长得很好，再有半个多月
就该收获了，我对今年的产量很有
信心。”

山东省嘉祥县山东祥丰种业董
事长刘龙介绍：“我们公司从2009

年开始关注齐黄34这个品种，当时
只拿出2分地进行试验。因试验发现
此品种具有抗病性强且产量较高等
优势，逐年扩种，到2013年时，公司扩
种到1000亩地。客户对此品种反应越
来越好，去年光此品种种子销量达
到了400万公斤。接下来，会继续加
大和齐黄34的合作规模。”

东营市垦利县兴国豆腐坊老板
陈兴国介绍，齐黄34出豆腐率明显
高于其它大豆品种，做内酯豆腐，每
斤大豆比其它大豆多出0 . 5-1公斤，
普通豆腐能多出0 . 25-0 . 5公斤，并
且，做出的豆腐口感好、结实、香滑。
用齐黄34加工成的豆浆香、浓、甜、
滑。他说:“多出0 . 5公斤豆腐就能多卖
4元钱。齐黄34是我见过的最适合做
豆腐的品种,与东北豆相比,齐黄34卖
价每公斤高1元钱不成问题。今后

谁家有齐黄34，我愿意每公斤至少
多花2毛钱购买。”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大豆
研究室主任、齐黄34育种人徐冉介
绍，近年来齐黄34不仅在山东大面
积种植，而且在安徽省的种植面积
也已达到200多万亩。大力推广应用
齐黄34等优质高效大豆品种，有望
将黄淮海地区大豆的平均亩产提高
到200公斤以上。同时，大豆生产成
本低，具有固氮的生态效益，有利
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调减玉
米、增加大豆”的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目标不再遥远。

记者从山东省农科院获悉，目
前，齐黄34大豆在新疆，甘肃，安
徽，江苏，陕西，山西，河南生产
上表现都不错，在甘肃最高亩产达
335公斤。

我省大豆品种齐黄34亩产达253公斤

近几年，随着我省农业不断的
发展，种植结构也从单一的粮食种
植变为多样化种植。尤其是我省大
豆的种植面积在近两年不断增加，
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成为农
民所青睐的农作物产品之一。可是
传统作物的种植习惯让农民对大豆
种植也实行粗放化管理，导致大豆
生产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能。为
此，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大豆
研究室主任、大豆品种齐黄34育种
人徐冉，根据目前我省农民在种植
大豆中出现的问题，介绍了夏大豆
一三三高产栽培技术，即一播全
苗、三水、三肥。

一播全苗：苗全、苗匀、苗
壮，是大豆高产的基础

徐冉介绍，缺苗断垄是大豆减
产的主要原因，减产幅度可达20%

以上。苗全、苗匀、苗壮，才是大
豆高产的基础。

高产夏大豆应于6月20日前，在
土壤墒情适宜的情况下，用精量点
播机播种，保证苗全、苗匀、苗
壮。判断土壤墒情是否适宜的简单
方法是用手抓起耕层土壤，握紧后
可结成团，离地1米处放开，落地
后可散开。也可用土壤水分测定仪
测定土壤水分含量，以确定适宜的
播种时间。土壤水分含量19%-20%

时播种，大豆种子萌发良好；低于

18%时，大豆种子虽然能够萌发，
但出苗较困难，影响出苗率，且幼
苗不健壮；低于 1 0 %将会严重缺
苗。土壤水分过多，氧气供应不
足，也不利于种子萌发。

三水：即确保三个关键时期的
水分供应

第一是播种水。夏大豆播种
时，干热风较重，一般情况下土壤
墒情较差。如果土壤墒情不足，土

壤水分含量低于18%，就应浇水造
墒播种；也可根据天气预报等降雨
后抢墒播种，但易造成播种推迟，
影响产量；最好的方法是播种后喷
灌或滴灌，可在播种后当天喷灌一
次，出苗前(播种后第4天)再喷灌一
次，确保出苗。

第二是开花结荚水。开花结荚
期 (播种后25-50天 )大豆需水量较
大，约占总耗水量的45%，是大豆

需水的关键时期，蒸腾作用达到高
峰，干物质积累也直线上升。因
此，这一时期缺水则会造成严重落
花落荚，单株荚数和单株粒数大幅
度下降。如果出现干旱(连续10天以
上无有效降雨或土壤水分含量低于
3 0% )应立即浇水，减少落花、落
荚，增加单株荚数和单株粒数。

第三是鼓粒水。鼓粒期(播种后
50-95天)大豆需水量约占总耗水量
的 2 0 %，也是籽粒形成的关键时
期。这一时期缺水，则秕荚、秕粒
增多，百粒重下降。如果出现干旱
(连续10天以上无有效降雨或土壤水
分含量低于25%)应立即浇水，减少
落荚，确保鼓粒，增加单株有效荚
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

三肥：即确保三个生育阶段的
养分供应

第一是地肥或施底肥。各地的
高产经验表明，高产大豆的土壤有
机质含量要在1 . 25%以上。土壤肥力
不足者，可于播种前每亩施腐熟好
的优质有机肥1000kg以上，培肥地
力，保障养分的持续供应。

第二是鼓粒初期追肥。鼓粒初
期(播种后50天左右)是籽粒形成的
关键时期，每亩追施氮磷钾复合肥
10kg以上，保荚、促鼓粒，增加单
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和百粒重。

第三是鼓粒中后期喷施叶面

肥。鼓粒中后期(播种后70-95天)对
大豆产量形成至关重要，每7-10天
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1次，可延缓
大豆叶片衰老，促进鼓粒，增加百
粒重，提高产量。试验表明，喷施
叶面肥可使大豆百粒重增加2 . 4g，
增产10 . 7%。

专家简介
徐冉：男， 1 9 6 7年 1 2月生。

现任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大
豆研究室主任，兼任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
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
农技协大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等职务。

徐冉系统开展了大豆育种技
术、产量性状遗传、品质遗传、抗
烟粉虱、抗胞囊线虫病等研究，建
立了大豆抗烟粉虱鉴定技术体系、
大豆抗胞囊线虫病定向选育技术体
系和大豆高产育种技术体系，定位
了一批品质、抗虫性等重要功能相
关的QTLs；培育高产、优质、抗
病、耐逆、广适大豆新品种9个，7

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其中齐黄34

因产量高、增产潜力大、蛋白脂肪
双高、抗病毒病、耐盐、耐涝、广
适，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6项，发明专利2项。研究
提出了“夏大豆一三三高产栽培技
术”，并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
创造了多项大豆产量纪录。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山东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3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主编、副主
编、参编著作共9部。

夏大豆一三三高产栽培技术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徐冉（图右）向种植户介绍齐黄34的种植技术。

产自沂蒙山腹地山东省蒙阴县
的一种汁液丰富、酸甜爽口、香气
浓郁、果形美观的中熟苹果新品种
“蒙山红”(暂定名)，9月14日通过
专家验收。专家们认为，该品种树
势稳健、成花容易、早实丰产性
强，具有优质高产、抗病耐贮、栽
培适应性广等优良特性，高抗斑点
落叶病。这个综合性状优良的中早
熟苹果新品种，是苹果结构调整和

更新换代的优良新品种，适合在泰
沂山区及周边区域推广种植。

验收现场位于蒙阴县桃曲镇墁
子村的果园，这里的土壤属于低山
丘地的沙质土壤，土层厚度为60至
80厘米，土壤肥力一般，管理水平
中等。

在验收现场，专家们随机抽取
5株树，调查单株坐果数；每株树
随机采摘30个果实，测量单果重；

用数显糖量计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进行品质鉴评。

验收结果显示：“蒙山红”苹
果的果实为大型、圆柱形，平均单
果重245克，果形端正、高桩，果形
指数0 . 98；果面光洁，底色黄白，
有鲜红色条纹；果肉淡黄色，肉质
细脆，汁液丰富，酸甜爽口，香气
浓郁；果实硬度7 . 01公斤/平方厘
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4 . 6%。果实

发育期140天左右，在临沂地区9月
初成熟。

2至4年生果园 (株行距2米× 4

米，砧木为平邑甜茶)，平均单株结
果146个，平均株产35 . 8公斤，折合
亩产2968 . 9公斤；高接园(株行距4米
×4米，改接树为4年生“嘎啦”)，高接
后第3年平均单株坐果361个，平均株
产88 . 5公斤，折合亩产3891 . 6公斤。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

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王
金政介绍，“蒙山红”是依托山东
省农业良种工程“苹果品种创新成
果集成与现代栽培模式示范”重点
项目，由蒙阴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蒙阴县硕航果品专业合作社与山东
省果树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联合选育
而成的。历经8年的引种试栽、性
状观察、品种比较和生产试验，该
品种表现树冠较开张、树势稳健、
萌芽率高、成枝力中等，以中短果
枝结果为主。在9月上旬在同一果
园的嘎啦、金帅苹果叶片几乎全部
落光的情况下，它仍然青枝绿叶、
生机盎然。“蒙山红”高抗苹果早
期落叶病，完全有希望取代易感斑
点落叶病和炭疽叶枯病“嘎啦”
系、“金冠”系等苹果栽培品种，
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蒙阴县有了自己的苹果新品种
与山东省果树所联合选育出中熟苹果“蒙山红”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通讯员 刘观浦

▲种植户展示自己种植的齐
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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