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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育苗移栽能充分利用温光资源、缓和

季节矛盾，确保粮油兼收。育苗移栽使油菜种
子萌发和小苗生长在小面积的苗床上，易管理，
可以适时移栽，并且与水稻的收割错开，解决
前后茬口矛盾，合理控制种植密度，充分利用
土地、光、温等自然资源，延长了油菜的生育
期，可充分发挥油菜的生产潜力，获得较高产
量。高素质、高密度、盘根成毯的油菜毯状苗
方可为后续机器高效移栽提供前提条件。

本手册规定了油菜毯状苗育苗技术要点，
所培育的毯状苗适用于油菜毯状苗移栽机进行
移栽。

本手册参照江苏地区的油菜毯状苗育苗方
法，其它地区依此作为参考。

前言



/合格油菜毯状苗指标0301
油菜毯状苗需要达到5 0 0 ~ 6 0 0株/盘，苗高8 

0～120mm，苗龄30天以上，叶龄5～8叶,绿叶数3～
4.5叶，菜苗在苗盘上直立、均布，空格率低于10%，

菜苗健壮，75%以上菜苗的颈部直径应大于1.8mm，

菜苗盘根好，双手托起时不会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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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手可提，盘根好

根系发白

苗高
8 0～120mm

茎秆发紫、直立度好



/育苗前准备工作0302
在开展大规模油菜毯状苗育苗前应提前做好以下育苗辅材、设施与产地的准备工作：

育苗辅材与设施：
1、种子
2、育秧盘
3、麻地膜
4、烯效唑
5、育苗基质
6、播种器
7、无纺布
8、喷灌设施
9、尿素

产地
选取平整的水泥场地或田块作为育苗场地，周围无遮光物，供水方
便，排水顺畅。

02



附件1

尽量选用株型矮壮、根颈短，根系发达、根系盘结

好的品种，且需要提前做好种子的发芽实验。选择发芽

率高的品种(发芽率达85%以上)是油菜毯状苗培育成功的

关键步骤。

种子的选择 育秧盘
育秧盘选用9寸392孔育秧平盘（白色、绿色、黑

色），外尺寸（mm）600×300×30，内尺寸（mm）

580×280×30，重量＞550g，透水孔392个。

600mm

300
mm

购买渠道：罗汉兵，13801412596 03



附件

秧盘播种需要使用麻地膜垫盘，以促进盘根成毯，

外形尺寸（mm）570×270，7.5g/张。

麻地膜 烯效唑
播种前需要使用烯效唑进行拌种处理，以抑制主根、

促进侧根发育，防止秧苗陡长。烯效唑有效成分含量为

5%，可湿性粉剂。

购买渠道：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4950232473购买渠道：李玉荣，15893153097

570mm

270
mm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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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初次开展油菜毯状苗育苗，为保证育苗成功率，推

荐使用油菜毯状苗专用基质进行育苗。也可以用水稻或

蔬菜商品育苗基质进行油菜毯状苗培育，使用之前要进

行小规模试验育苗，以检测商品基质对菜苗是否存在不

利影响。

育秧基质 无纺布
摆盘后，苗盘摆出后需对缺水的地方进行补水，补

水过后需覆盖，覆盖材料为30～50g/m2的白色无纺布。

购买渠道：李文康，15751403181 05



附件
播种设备

购买渠道：江苏云马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大规模育苗推荐使用油菜育秧播种流水线进行；小规模试验可以使用推拉式播种器。

主要技术指标：
①作业效率： 400-500 盘/h；
②空格率：≤5％；
③盘播量一致性变异系数：≤3％；
④播种均匀度合格率：≥90％

送盘 底土 浇水 播种 盖土

购买渠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1378931709 
（备注：打开客服，说明贵州贵州油菜毯状苗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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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规模育苗推荐喷灌，便于管理；小规模育
苗可以使用蔬菜喷头。

喷灌设施

水
泵

水源

电源

水管

喷头

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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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处理0303
播种前选晴天进行晒种，以提高种子发芽率。使用

有效成分含量5%的烯效唑处理种子，2.5g烯效唑

对水500ml可以处理20k g种子。平均每2 0 0 g种子

吸取5ml溶液，拌种时需将种子与溶液充分拌匀，种子

晾干后才可以进行播种。种子处理剂拌种准确用量视品

种特性、千粒重和播种密度而定，针对不同情况需要预

先进行试验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第一步：配置烯效唑溶液

2.5g烯效唑粉末

第二步：拌种

500ml水

500ml烯
效唑溶液

5ml
烯效唑溶液

200g
种子

充分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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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以云马农机有限公司油菜播种流水线为例0304
使用播种流水线播种前，应做好机器的调试工作，

确保底土、浇水、播种以及盖土等环节符合油菜毯状

苗培育农艺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1）底土厚度16~18mm；盖土厚度6~8mm；播种

结束总的床土厚度≥22mm；

（2）水量调到最大，底土浇水要浇透；

（3）播种量控制在每盘800~1000粒种子。

具体调节方法阅读机器使用说明书！

机器调试

购买渠道：李文康，15751403181

云马2BSL-320型油菜播种流水线
作业序图

送盘 底土 浇水 播种

盖土

播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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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送入垫好麻地膜

的9寸育秧盘；

2、使用油菜毯状苗

专用基质覆底土；

3、使用最大水量浇

透底土；

4、使用烯效唑溶液拌种

后的种子进行播种，播

量800~1000粒；

5、使用油菜毯状苗

专用基质盖土；

6、播种流程结束，盘

内总床土厚度＞20mm； 10



/播种/以推拉式简易播种器为例0304
使用推拉式简易播种器播种前还需要准备2种规格

刮板以及播种器，具体规格参数如下：

（1）简易播种器，外形尺寸565×265mm，孔径

2.2mm（种子千粒重3.5~4.5g，如使用大粒种子，孔径要

相应增大），开孔数800~1000，如下图；

（2）底土刮板和盖土刮板可以自制，对材质无要

求，规格如右图。

图 简易播种器

图底土刮板

图盖土刮板

270mm

14mm

5mm

270mm

320mm

3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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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送入垫好麻地膜

的9寸育秧盘；

2、装入底土，用底土刮板刮平，

保持底土厚度在16~18mm左右；

3、摆盘浇透水；

4、使用简易播种器播种；5、盖土后用盖土刮板刮平；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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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盘暗化0305
将覆土后的苗盘层层叠放在一起，

叠放层数以30～50层为宜，最上层用两

张苗盘中间夹一层塑料薄膜盖顶。两列

苗盘之间保持5～10cm距离。叠好的苗

盘不能置于阳光下和风口处，因苗盘内

需保持充足的水分使种子发芽。

备注：时刻观察出苗情况，以便及

时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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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盘0306
叠盘一段时间后需将苗盘及时摆出。摆出

的时机对后期出苗至关重要。苗盘需摆放在通

风、光照良好的地方。通风、光照的不足会影

响菜苗在自给养阶段的发育。

摆盘时机可用三种方法控制：

1、按时间估计，正常育苗季节，叠盘后

36～48小时。

2、按有效积温估算，叠盘后有效积温达

到45～50度。

3、根据目测，当看到苗盘内有2/3左右的

籽粒露黄时即要将苗盘摆出到育苗场地。

图示状态即为最佳摆盘

时机，摆盘最宜傍晚，

避免幼苗受到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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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盘0306

摆盘应注意：

（1）在田间或者苗床摆盘时，在苗盘与土壤之间应垫上一层塑料薄膜（对秧苗后期高度均匀性和控制至关重要），在水泥

产地摆盘可以不垫塑料膜；

（2）苗盘摆出后需及时浇透水，浇水过后覆盖白色无纺布；

（3）当菜苗子叶完全展平且变绿时，即摆盘后24-36小时左右，可揭去无纺布，二叶期之前如遇大雨需适当遮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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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盖后要及时施用肥料。出苗期追施尿素0.5g/盘。
一叶期和二叶期分别施尿素1 g /盘， 移栽前施尿素
2 g /盘。施用时可将尿素溶于水中进行喷施（1 g尿素兑
150-200ml水）。喷施时间宜在早晚，避开晴朗的正午，
后期看苗的情况而定。（苗叶如果泛黄，需及时施肥）

/水肥管理0307
（1）2叶期前要保持床土湿润，试

当地气候情况，1天1次或早晚各1次，

避免中午高温时浇水；

（2）2叶期后以苗盘边角部位不发

生萎蔫为度，控制水份的供应，促进根

系下扎。发生萎蔫时少量补充水。苗盘

尽量做到不干不浇水；

（3）前期使用喷头浇水时不要对

着秧盘浇水，应使水滴抛物线自由落下。

浇水 施肥
揭盖后要及时施用肥料。一般控制在5~7天施叶面

肥一次，不同苗龄，施肥量如下表进行配方，喷施时间

宜在早晚，避开晴朗的正午，后期看苗的情况而定。

（苗叶如果泛黄，需及时施肥）

时期 配比 用量

1~2叶期 200g尿素 20L水 800~1000盘

3~5叶期 500g尿素 20L水 800~1000盘

16



揭盖后要及时施用肥料。出苗期追施尿素0.5g/盘。
一叶期和二叶期分别施尿素1 g /盘， 移栽前施尿素
2 g /盘。施用时可将尿素溶于水中进行喷施（1 g尿素兑
150-200ml水）。喷施时间宜在早晚，避开晴朗的正午，
后期看苗的情况而定。（苗叶如果泛黄，需及时施肥）

/适期移栽0308
移栽前秧苗处理：
油菜苗移栽时需达到油菜毯状苗的

指标（参照该手册第1页）。

油菜苗移栽前一天需补足定根水

（浇透）和施用叶面料，以增加移栽时

根部的带土量，提高油菜苗的成活率和

成活速度。

如条件允许，移栽前一天按照500g
尿素+20L水配置尿素溶液，将秧盘整体

泡入尿素溶液中，使基质土浸透尿素溶

液，择期移栽。

注意：如推迟移栽时间，需要再次

补水！

移栽前田块处理以及配套动力：
（1）田块留茬高度≤25cm，黏质土壤田块秸秆需要离

田；砂质土壤田块秸秆可以不离田，但需要做粉碎处理；

（2）移栽时田块土壤含水率在15%到30%之间；

（3）田块要规则、方正，单快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

米（1.5亩）；

（4）水稻收获后，充分利用最佳墒情，即收即栽；

（5）移栽机配套拖拉机动力≥100马力以上拖拉机，

具备液压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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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盖后要及时施用肥料。出苗期追施尿素0.5g/盘。
一叶期和二叶期分别施尿素1 g /盘， 移栽前施尿素
2 g /盘。施用时可将尿素溶于水中进行喷施（1 g尿素兑
150-200ml水）。喷施时间宜在早晚，避开晴朗的正午，
后期看苗的情况而定。（苗叶如果泛黄，需及时施肥）

/移栽机0309

2ZGK-6型油菜联合移栽机

适合稻茬田以及各类土壤；
机具一次下田即可完成旋耕灭茬-开沟做畦-切缝移栽-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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