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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滨州市沾化区小麦条锈病的发生及防治
李占辉 1 李占俊 2 *
渊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农技站袁山东滨州 256809曰 2 滨州市沾化区农业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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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调查和查阅资料袁详述了滨州市沾化区小麦条锈病的发生特征及发生情况袁分析了发生的原因袁并提出了防治对策袁
以期为小麦高效生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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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沾化区小麦常年种植面积在 2 万 hm2 左右袁主

发病面积达 93.3 万 hm2 以上遥二是小麦品种抗病能力差遥沾

积 3 333.3 hm2袁大高镇 2 466.7 hm2袁古城镇 1 866.7 hm2袁黄升

植密度大的田块通风透光能力差袁易感病遥四是土壤湿度

要集中在泊头尧黄升尧大高尧古城等乡镇袁其中泊头镇种植面
镇 1 666.7 hm 遥小麦条锈病具有分布广尧传播快尧危害性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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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面积广尧危害重等特点袁防治小麦条锈病对小麦高效生
产具有重要意义遥

化区种植的小麦品种抗病能力差遥三是小麦种植密度大遥种
大遥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小麦处在抽穗扬花期袁由于浇水灌

溉造成田间小气候湿度大袁再加上 5 月上旬降水量大袁十分
有利于条锈病的发生遥

1 发生特点

3 防控情况

1.1 发病时间早

针对小麦条锈病突发性强尧蔓延速度快尧监测难度大尧

从 2018 年大田调查结果看袁小麦条锈病发生时间明显

危害损失重的特点袁制定了小麦条锈病防控方案遥小麦条锈

植区域很难调查到条锈病发生地块袁而 2018 年 4 月下旬即

田普查尧重点调查尧发现一点尧控制一片冶的防治策略袁综合

早于往年遥常年沾化区黄升尧泊头尧大高尧古城等乡镇小麦种
查到条锈病发病田块袁发病时间较往年提前了 1 个月遥
1.2 发生范围广

2018 年袁沾化区所有小麦种植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发现

了条锈病发病中心袁与往年相比袁发生范围广泛遥小麦条锈
病主要发生在泊头尧黄升尧大高尧古城等乡镇袁全区发生面积
达 5 333.3 hm2袁总体发生程度为 1 级袁病叶率最高达 27%遥

病防治应贯彻野预防为主尧综合防治冶的植保方针袁采取野大
运用统防统治尧专业化防治尧群防群治等防治手段[2]袁并使用
无人机尧电动喷雾机进行喷雾防治袁以有效控制小麦条锈病
的蔓延和危害遥
4 防治对策

4.1 组织发动
在发现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后袁立即对全区小麦进行大

2018 年 5 月 8 日在泊头尧黄升尧大高等乡镇麦田普查袁均发

田普查袁提前着手袁科学防控遥组织各乡镇农技人员深入田

田间调查发现袁泊头镇明家村小麦条锈病发生最严重袁调

片尧见片打面的防控措施袁严防病害大面积流行遥

现小麦条锈病感病中心袁发病面积达 2 000 hm2遥5 月 11 日
查面积为 6.7 hm2 左右袁条锈病病田率达 30%曰黄升镇王侯

村调查面积逾 6.7 hm 袁条锈病病田率达 18%曰大高镇发现新
的感病中心曰古城镇东三里尧西三里等村均发现感病中心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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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病病田率达 7%遥
1.3 扩展速度快

在调查的发病麦田中袁小麦条锈病各发病点几乎均已发
展成发病中心袁一些田块小麦条锈病已扩展到上部第一
叶片袁个别田块已扩展至全田发病 [1]遥一旦发病即迅速扩展
蔓延遥
1.4 呈点片发生
地块与地块之间病情差异较大袁以点片发生为主曰且感
病品种发生重袁田间湿度大尧密度高的地块发病重遥
2 发病原因
一是外来菌源量大遥2018 年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生早尧范

围广尧危害重遥至 5 月 2 日袁山东省已有菏泽尧济宁尧泰安尧枣
庄尧济南尧聊城尧临沂尧德州尧莱芜尧淄博尧东营尧日照尧滨州渊惠
民尧邹平冤等 13 个市 64 个县渊市尧区冤发现小麦条锈病袁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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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头袁对小麦进行田间普查袁及时掌握病情袁采取见点打
4.2 投入保障
为大力开展小麦条锈病应急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袁
有效防控小麦条锈病的发生与危害袁确保小麦生产安全袁制
定了 2018 年小麦条锈病防控技术方案遥沾化区发放防控补

助农药 5%己唑醇悬浮剂 5 t曰在小麦条锈病防控期间袁共动
用无人机 10 架尧直升机 1 架尧地面大型机械 35 台尧电动喷
雾机 300 余台遥
4.3 指导培训

为了更好地做好小麦条锈病的防控工作袁在泊头尧黄

升尧大高等乡镇发现小麦条锈病感病中心后袁先后召开 2 次
小麦条锈病防控会议并到田间地头进行现场防控督导曰技
术人员每天都要到田间地头进行病情调查[3]袁及时发布病虫
预报和防治简报曰举办防治技术培训班袁组织专家现场指导
科学防治袁有效控制小麦条锈病的发生与危害遥
4.4 舆论宣传
在准确判断病虫害发生趋势的基础上袁技术指导小组深

入田间地头指导防治工作袁因地制宜制定小麦条锈病防治技
术意见袁利用电视尧田间学校尧现场会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治
技术培训[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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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每隔 1 月发生 1 代袁具虫态重叠现象袁10 月上旬老熟幼虫
吐丝缀叶结茧化蛹后越冬遥5 月中下旬尧7要8 月是杨小舟蛾
的主要危害期遥

害的发生遥
2.4 生物防治
利用捕食性天敌或寄生性天敌可以对杨树上的虫害进

成虫有较强的趋光性和假死性袁白天多隐蔽于叶背面

行有效防治袁如鸟类尧管氏肿腿蜂和舟蛾赤眼蜂等天敌在生

及隐蔽物下袁羽化当天即可交配产卵遥卵产于叶片袁成块状遥

产中的应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另外袁利用白僵菌和苏云

初孵幼虫群集于叶片袁啃食叶片叶肉袁仅留表皮袁呈箩网状曰

金杆菌等微生物也是生产中防治杨树病虫害常用的有效措

稍大后分散取食袁4 龄后进入暴食期袁可吃光杨树叶片袁仅留

施之一遥

粗的叶脉和叶柄遥

2.5 物理防治

2 防治措施

一是利用一些害虫的假死性袁进行振落捕杀曰二是利用

杨树上的病虫种类繁多袁实施科学尧经济尧有效的防治

某些幼虫的群集性袁进行人工摘除曰三是利用多种害虫具有

是促进林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的关键遥

趋光性的特点袁使用黑光灯诱杀曰四是对蛀干类的害虫袁在

2.1 加强植物检疫

产卵期检查树干上有无产卵刻槽袁发现有刻槽即用木锤锤

加强种苗产地检疫和调入苗木的复检袁对运输过程尧保
存环境尧种条等都要进行严格检疫袁做好杨树种植源头的防

击刻槽内卵粒遥
2.6 化学防治

治工作袁同时对已栽植的苗木也要进行定期检疫遥特别要防

化学防治是目前生产中最常用且最有效的病虫害防治

止美国白蛾尧杨树花叶病毒病等危险性病虫害的传入或造

方法袁但在实施运用中易造成环境污染尧抗药性及有害生物

成进一步扩散遥

再猖獗袁故在生产中选择高效尧低毒且易降解药剂袁且要对

2.2 选用抗性品种

症选药袁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药剂遥

选用抗性品种是防治病虫害最经济的措施遥宜选用对病

对林地内的地下害虫袁可通过土壤处理方法进行消灭袁

虫害抗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种植袁例如欧美杨 107 号尧中林

即将辛硫磷或甲胺磷混入土壤袁消灭土壤中的蛴螬和蝼蛄袁

的抗性较好遥

可向新鲜的排泄孔内注入 40%乐果乳剂 50耀100 倍液袁再用

46尧108 号等对天牛的抗性较强袁意大利的西玛杨对黑斑病

同时利用农药的内吸作用杀灭食叶害虫遥防治钻蛀类害虫袁

2.3 林业技术防治

棉花或湿泥堵住虫孔曰也可直接用棉花蘸上有机磷药液堵塞

2.3.1 营造混交林遥大面积营造杨树纯林容易引起生态系

虫孔袁或磷化锌毒签插入虫孔袁效果都很好遥防治食叶类害

统脆弱尧不稳定袁导致生态系统对病害虫的自我控制能力严

虫袁可在低龄期尧虫态相对整齐时袁使用有机磷类或菊酯类

重失调遥有研究表明袁在杨树林缘栽植 2 行苦楝树袁可作为

药剂喷施幼树曰高大树木可用氧化乐果尧久效磷等在树干基

使林分内的天牛虫株率和植株平均虫口密度明显下降遥因

类害虫袁可在若虫上树前在树干 1 m 以下用废机油加有机磷

有效阻断天牛成虫的隔离带袁从而大幅减少天牛入侵数量袁

此袁营造混交林能够形成良好的森林环境袁减少病虫害大面
积传播和暴发的可能袁是防治病虫害行之有效的营林措施
之一遥
2.3.2

加强林地抚育管理遥一是要根据当地实际的气候尧

土壤以及往年杨树病虫害发生情况袁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
杨树品种袁做到适地适树遥二是在生产中要加强抚育管理袁
适时剪枝修整树形和间伐袁使树体间尧枝叶间通风透光袁增
强树势袁提高树体自身抗病能力遥三是加强林内的水肥管
理袁特别是雨季或大雨过后袁要及时排水袁适时增施磷肥尧
钾肥袁提高抗病能力遥四是在秋冬季清除病枝及病落叶残
枝袁及时清运集中处理袁以减少翌年初侵染源袁控制杨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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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根部打孔注射防治袁也可用烟雾机熏烟防治遥对于刺吸

农药涂成 10 cm 宽的药环袁以阻止若虫上树曰在害虫上树后袁
主要在若虫期用内吸性农药喷雾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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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遥二是大力推广小麦野一喷三防冶技术袁做到防病虫尧防倒

4.5 药剂防治

伏尧防干热风遥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袁特别是在病虫预测

对小麦条锈病零星发病地块可挑治袁对重病地块采取

预报尧防控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袁

大田普治措施遥大田普治选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750~

确保病虫害及时得到有效控制遥

750 kg/hm 均匀喷施袁或 25%丙环唑乳油 2 000 倍液喷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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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 g/hm 或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300~450 g/hm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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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地块间隔 7~10 d 再喷 1 次遥
5 建议

一是流行性病害发病急尧蔓延快尧危害重袁应加强专业
化统防统治队伍建设袁充分发挥专业化统防统治队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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