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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是小麦种植大市，其丰产和质量直接关系到
粮食安全，小麦病虫害是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的主要因
素，近年来，小麦病虫害尤其是一类病虫害呈重发、频
发态势，其中小麦赤霉病是对我市夏粮生产威胁最大的
有害生物灾害，流行频率高、防治技术要求高、自然危
害损失高，一旦疏于防控，除造成小麦严重减产外，还
会导致真菌毒素超标，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有效控制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发生危害，加
强对小麦病虫害防控技术的全程全方位指导服务，必须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全生育期管控策略，从秋
播种子处理着手，综合运用抗（耐）病品种、健身栽培、
科学用药等措施，提升防控效果，降低危害损失，为保
障小麦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一、总体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强化监测预警、

坚持科学用药、推进统防统治，切实提高小麦穗期病虫害防
治水平，降低毒素污染风险，最大限度降低小麦赤霉病等重
大病虫害危害损失，有效地实现农药减量提质增效目标。

二、防控思路
以“调整品种布局、优化耕作方式”为基础，以“分

类指导、分区施策”为重点，以“主动出击、科学用药”为
关键，推行绿色防控替代单一化学防控、全生育期管控
替代阶段性防治，推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
农业措施与科学用药并举，把以赤霉病防控为核心的关
键技术贯穿于小麦生产的全过程，构建覆盖小麦全生育
期病虫绿色防控模式，切实减轻病虫发生危害程度，保
障粮食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防控技术
以小麦赤霉病防控为核心，综合运用种子药剂处

理、应用抗（耐）病良种、实施健身栽培和关键时期高效
药剂预防等措施，切实提高综合防控效果，减轻病虫发
生危害程度。

（一）推广抗（耐）病品种。因地制宜种植具有较强
抗（耐）赤霉病的优良品种，淮南麦区优先种扬麦 25、镇
麦 12、扬麦 23、农麦 88、扬麦 33、盐麦 1 号等耐病性较好
的品种；淮北麦区种植淮麦33、淮麦35、徐麦35、淮麦44、
瑞华麦516、瑞华麦523等具有较好耐病性的品种。压缩
感病品种种植面积、控制高感病品种种植比例；坚持品种
适区种植，坚决杜绝跨区引种、盲目引种北方感病品种。

（二）推行种子处理。稻茬麦区，以黑穗病、茎基腐
病、纹枯病等为主攻对象，选用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苯
醚·咯菌腈、唑醚·灭菌唑、咯菌·嘧菌酯等悬浮种衣剂
拌种（包衣），同时抑制苗期赤霉病菌侵染危害；旱茬麦
区，以地下害虫、蚜虫、根腐病、纹枯病、黑穗病等为主

攻对象，选用噻虫嗪、吡虫啉、辛硫磷、咯菌腈、戊唑醇
悬浮种衣剂等。多种病虫混发区，可选用戊唑·吡虫
啉、苯·咯·噻虫、吡虫·咯·苯甲等悬浮种衣剂。力争在
黑穗病、茎基腐病、根腐病等病害威胁较大的地区，以
及纹枯病和地下害虫重发区，种子处理覆盖率达 60%，
制种繁种田，种子处理全覆盖。

（三）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强化耕整管理，提高秸秆
还田和整地播种质量，提倡播前增加一次旋耕灭茬还田作
业工序，因地制宜采取耕翻、旋耕等方式进行灭茬埋草整
地，压低害虫病菌发生基数。坚持适期播种、适量用种、控
制播深，确保一播全苗壮苗。推广播后适度镇压，弥合土
缝，提高种子和土壤紧密度，促进齐苗全苗和保墒防冻，提
高植株抗逆能力和抗病水平，降低除草冻药害风险。

（四）坚持科学用药。坚持“立足预防、主动出击”
的防控策略，打好以赤霉病为重点，兼顾白粉病、锈病、
黏虫、蚜虫的穗期病虫防治总体战。

小麦扬花初期（扬花10%）是防控赤霉病的关键时期，
若遇阴雨、露水和大雾天气且持续3天以上，或10天内有5
天以上阴雨天气等特殊天气时可提前防治，采取“齐穗零
星见花喷药”的防控措施，适期、足量喷施氰烯·戊唑醇、丙
硫菌唑·戊唑醇、戊唑·咪鲜胺（选用戊唑·咪鲜胺应选择戊
唑醇含量高的品种）等复配药剂以及氟唑菌酰羟胺等，以
减轻病害发生程度，降低真菌毒素污染风险。

以小麦赤霉病防控药剂减量作为实现全年农药减
量目标的重要抓手，优先选用上述制剂亩用量低的高效
药剂，大力压缩亩用量超过 80 克（毫升）的药剂。穗期
慎用刺激赤霉病菌毒素产生的嘧菌酯、吡唑醚菌酯等甲
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要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
药剂，要停用多菌灵、甲基硫菌灵单剂及其复配制剂，
确保防治效果。对赤霉病流行风险高的田块和品种，用
好二次药，确保有效控制危害。

防治纹枯病，选用噻呋酰胺与已唑醇混剂或肟菌·
戊唑醇等药剂开展防治；白粉病、锈病，可选用丙硫菌唑·
戊唑醇、环丙唑醇、氟环唑、嘧菌酯、吡唑醚菌酯等杀菌剂
及时喷药防治。麦田蚜虫，可选用啶虫脒、吡虫啉等药剂
及其复配剂喷雾防治。沿海麦区还要一并注意小麦黏虫
的防控。大力推广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静电
喷雾器等高效施药器械，用足药量和水量，植保无人机防
控小麦赤霉病要求药液量每亩不少于1.5公斤，添加增效
助剂，保证防治效果，加入叶面肥，保粒增重。要坚持科
学用药，安全用药，做农药好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

小麦成熟后，及时收割、风扬、晾晒、烘干，防止收
获和储存过程中籽粒含水量大，导致赤霉病菌过度繁殖
造成毒素污染。

四、保障措施
以赤霉病为主的重大病虫害防控事关夏粮稳定生

产。各地要强化组织发动，从秋播开始，高效落实以赤
霉病为主的各项防控措施，确保来年夏粮丰产丰收，赢
得粮食安全生产主动权。

（一）强化组织发动。小麦赤霉病是影响全年粮食稳
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不利因素，各地要把防控好赤霉
病作为稳粮保供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面落实“政府主
导、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紧紧围绕小麦赤霉病防控的关
键环节、重点措施，超前谋划布局，落实防控责任，确保各项
措施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中央救灾资金和省对市县转移
支付资金的示范引导作用，积极争取将赤霉病应急防控所
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确保防控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二）加强监测预警。小麦赤霉病是典型的气候型
病害，必须在全面掌握苗情、品种抗性、菌源基数的基础
上，结合小麦抽穗扬花期的天气变化，及时会商分析，科
学研判赤霉病发生趋势，明确重点区域、重点田块和关键
时间，准确发布赤霉病预报预警信息。要强化信息调度，
赤霉病防控期间按照省植保站统一安排，实行防治信息
日报制和发生情况周报制，加强戊唑醇、氰烯菌酯、丙硫
菌唑等药剂对赤霉病病菌的抗药性监测，及时制定抗药
性治理预案，指导种植户合理用药、科学防控。

（三）强化服务指导。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微信
短信、报纸明白纸等多种宣传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宣
传赤霉病综合防控技术以及预防控制的必要性，积极引
导种植户开展种子药剂处理、选用优良抗耐品种、适期
适量播种、科学肥水运筹，最大限度地降低病害流行条
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赤霉病防控
技术培训和服务指导。在赤霉病等重大病虫防控的关
键时期，积极组派精干力量，采取蹲点包片、进村入户
等方式，突出把好选药关、用药关，“面对面”、“手把手”
指导种植户科学防控，确保在小麦扬花初期小麦赤霉病
化学防治最关键的用药期内，所有田块适期、足量主动
预防用药。充分利用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病虫害绿色
防控示范区建设成果，发挥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
升大面积防控水平和防控效果。

（四）推进统防统治。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统防统
治，适时开展应急防治，提高防治作业效率，有效破解
小麦赤霉病预防控制窗口期短、时效性强，一家一户

“打药难”、“乱打药”等问题，切实提升小麦赤霉病等
重大病虫防控组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大力推广大型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高效植保机械和绿
色防控防控技术产品，提升病虫防控服务能力和防控
效果。 （来源：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防控技术意见

11 月 19
日，在山东省荣
成市埠柳镇东
初家村一家甘
薯加工企业，工
人利用晴好天
气，抓紧晾晒甘
薯干。近年来，
荣成市埠柳镇
成立甘薯产业
合作联社，以农
产品加工企业
带动周边农村
进行甘薯规模
化种植，带动农
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
（来源：新华社）

冬季气温逐渐降低，但此时很多蔬菜处于结果期，
需肥量较大，需要菜农及时追肥，但有的菜农在追肥时
仍然大水冲施复合肥且不注意施用方法，导致肥料吸收
利用率低流失到土壤中，导致土壤出现盐渍化现象，伤
害了植株根系，使植株生长不良。对此，建议菜农天气
变冷以后按照以下方法追肥。

追肥要交替进行。冬季地温低，菜农在追肥时最
好选择吸收利用高、对地温影响小的高品质全水溶肥料
及功能型肥料。

高品质水溶肥养分全面，能满足蔬菜生长发育的需
要；功能型肥料可刺激蔬菜生根，提高植株的抗逆性，养
根效果突出，但它所含的氮磷钾含量偏低，单纯冲施功能
型肥料易造成蔬菜结果期脱肥，对产量影响较大。因此
在追肥时，全水溶性肥料要与功能型肥料搭配、交替施
用，这样用肥既保证植株生长期间的养分所需，又达到养
根护根的目的，利于蔬菜健壮生长不早衰。

追肥方式要多样。气温降低以后蔬菜根系活力
差，吸水吸肥能力下降，一味的冲肥反而不利于蔬菜吸

收，也增加了成本。追肥时，可以冲施与喷施、灌施相
结合，水溶肥与叶面肥能够扬长避短，更有利于提高植
株长势，延缓叶片衰老。

针对性施用。在蔬菜生长期间虽然微量元素肥料
用量不大，但它们不可或缺，例如补充含铁含锰的叶
面肥，具有促进植株光合作用的效果，而且还能预防
叶片黄化症状的出现；硼对植株的授粉、坐果及种子
发育十分必要，补充含硼的肥料可以促进植株的花芽
分化。 （来源：《农业科技报》）

天冷了 这种用肥习惯要改变

近年来，玉米穗腐病已成为威胁
我国玉米生产的主要病害之一，其病原
真菌主要是镰孢菌。已有研究表明，
小麦、玉米中存在镰孢菌的抗性基因。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玉米基因编辑育种研究团队，
通过基因编辑靶向编辑玉米内源基
因创制的突变体在多种环境下对玉
米拟轮枝镰孢穗腐病具有明显抗性，
为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的种质材料
与育种技术。

玉米穗腐病尚无有效防治方法
“玉米穗腐病主要造成玉米果穗

和籽粒腐烂，玉米收获后存储不当也
会引发籽粒腐烂。在我国，玉米穗腐
病广泛发生于各个玉米种植区，一般
年份发病率为5% ~ 10%，重发年份可
达 30% ~ 40%，局部地区甚至可达
100%。”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传晓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在生产中还没有防治玉
米穗腐病的有效方法，主要采用合理
的栽培措施、适期播种、防治病虫鸟
害、种子包衣剂等方式降低玉米穗腐
病的危害。然而，选育和推广抗病品
种是解决玉米穗腐病危害最经济有
效的方法。”谢传晓说。

“受环境、病原菌、抗性鉴定方法
等因素影响，较难找到一致的高抗、
多抗的抗性基因。因此，目前国内外
育成的高抗品种较少。”谢传晓说。

改良后玉米抗性得到提高
“该研究采用CRISPR/Cas9基因

编辑技术，创制了系列目标基因突变体，科研人员分别在
2020年北京、2021年海南、2021年北京，采用突变体与野生
型种子1:1混合盲样人工接种拟轮枝镰孢菌，开展单株基因
型鉴定与表型鉴定，进行了抗性分析。”论文第一作者、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昌林告诉记者。

结果表明，与野生型相比，突变体均一致表现为中
等抗性水平。对发病籽粒进行验证鉴定发现，与未发
病籽粒相比，感病野生型发病籽粒的伏马毒素高达数
千倍，符合拟轮枝镰孢菌致病特征，且病原鉴定表明，
病害表型来源于接种的拟轮枝镰孢菌。

“本方法同传统育种方法相比，可以快速改良玉米骨
干种质资源的抗性，降低玉米穗腐病的危害，靶标比较清
楚，能显著缩短改良所需的时间。与传统回交转育相比，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受体玉米种质的抗病性还可以克
服连锁累赘的问题。”刘昌林指出。（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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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出现“细腰瓜”如何解决
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引起，一是头两支瓜摘得

晚，长得大，争夺养分多，导致后来的瓜有机营养供应
不足，所以长成了“细腰瓜”。二是蘸瓜药液浓度大，
用药不均匀。三是土壤盐渍化严重、根系老化等导致
植株出现早衰。

对此，菜农首先要及早摘瓜，避免养分供应不
均。其次是蘸瓜药浓度一定要合适，并且避开高温阶
段进行蘸瓜。三是加强生根养根，改良土壤，避免根
系老化。同时，注意多冲施氨基酸、海藻酸或鱼蛋白
类肥料。

辣椒不坐果怎么办
辣椒不坐果的原因主要由旺长引起，可能与基肥

充足，特别是氮素较多、营养失调有关。对此，菜农应
适当控制肥水，即少浇水，不施用化肥，可以少量冲施
氨基酸、海藻酸、鱼蛋白类肥料，以硼钙锌铁叶面肥为
主，多次喷施，促进花芽分化和果实生长。必要时应
深划锄断根，控制旺长趋势；及时整枝，保留三四根主
枝，打掉多余的侧枝；并结合喷施助壮素 4 毫升/桶，抑
制旺长。 （来源：中国农科新闻网）

设施课堂设施课堂

桃树疮痂病的病菌多以菌丝体在受病的树枝上越
冬，次年借助风雨迅速传播，遇到潮湿多雨的天气时，
最易流行扩散。

在农业防治措施上，一是要结合冬季桃树整枝，将
修剪的病枝带到园外销毁，降低病源基数；二是在冬、
春整理翻晒桃园土壤时，要疏理好沟、厢，做到明水能
排，暗水能滤；三是在冬季施基肥时，要增施磷、钾肥，
控制氮肥，以防止桃园荫蔽，增强通透性能。

在化学防治措施上，一是在发芽前喷施 5 波美度
石硫合剂或 45%晶体石硫合剂 50 倍液一次；二是发芽
后喷施 0.5 度石硫合剂；三是 5 至 6 月间喷施 5%霉能灵
可湿性粉剂800 ~ 1000倍液，或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600 ~ 800倍液，或25%吡唑醚菌酯200 ~ 300倍液；四
是采果后喷施溃腐灵（生物农药）200 ~ 300 倍液，各地
可根据当地实际选择并交替施用不同的农药，以防产
生抗药性。 （来源：《农业科技报》）

桃树疮痂病防治要抓早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花
卉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花卉
种业创新体系基本建立，花卉年销售额达到3000亿元。

为了推动花卉品种创新，指导意见明确，将开展
花卉种质资源普查，强化种质资源数据管理，探索建
立种质资源信息共享机制；推进我国传统名花等主要
花卉种业自主创新，开展花卉育种核心技术攻关，不
断丰富我国自育花卉品种类型和数量，并推进花卉新
品种应用，加强花卉知识产权保护。

指导意见指出，完善我国花卉标准体系，加强花
卉品牌打造，并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推广林下种植模
式，淘汰低端产能，促进花卉生产向专业化、规模化、
机械化、特色化发展。此外，还将深入开展花卉领域
对外交往，为我国花卉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外部
环境。 （来源：新华社）

我国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立花卉种业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