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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

滁州市植保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柏新盛
渊安徽省凤阳县植保站袁安徽凤阳 233100冤

摘要 论述了公共植保体系在保障农业生产发展中的重要性袁对滁州市植保体系现状尧综合能力尧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袁以期
促进滁州市植保体系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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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国土总面积 133 万 hm2袁约占安徽省总面积的

1/10袁总体概貌为野五山一水三分田尧一分道路和庄园冶遥现

辖 8 个县市区尧110 个乡镇 渊办冤尧1 001 个村遥2017 年末袁共
有耕地面积 71.92 万 hm 袁盛产水稻尧小麦尧油菜尧花生等多
2

种农产品袁历史上是长江北岸著名的鱼米之乡袁素有野安徽
粮仓冶之称遥滁州市气候湿润袁土壤肥沃袁适于农作物生长袁
同时也有利于多种病虫草鼠害发生袁常年农作物有害生物发
生面积为 210 万~300 万公顷次遥

植物保护肩负着发展生产尧保障农作物产量尧维护生命

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和重要任务遥为进一步推动植保工作

1.2.1

重大病虫害防控能力提升遥野十一五冶至野十三五冶期

间袁应对重大农作物生物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遥其间农作物

病虫出现了多发尧重发的严峻形势袁其中 2006要2007 年的
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尧2009要2011 年的稻曲病尧2015 年的
玉米锈病均出现了偏重至大发生袁2012 年尧2015 年尧2016 年尧

2018 年小麦赤霉病等流行性病害出现大流行袁病虫草鼠害
年均发生面积 210 万公顷次以上袁重发年份高达 300 万公顷

次袁防治工作任务重遥野十二五冶期间袁累计挽回损失粮食
200.4 万 t尧油料 12.2 万 t袁棉花 7.5 万 t袁损回其他作物损失
10.1 万 t袁确保农作物增产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遥

的发展袁滁州市充分发挥植保的技术优势和网络优势袁不断

1.2.2

加大新植保药械尧新技术推广力度袁以种粮大户尧基层农资

广应用工作取得成效遥滁州市已建立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

经营户尧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袁成立大批机防服务队袁使
植保技术普及率大幅度提高袁应急防治成效显著遥为满足新
形势下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袁滁州市植保工作从以前
的查虫治虫逐渐发展为健全的植保服务体系遥
1 滁州市植保体系现状
1.1 植保服务体系稳健

植保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遥一是绿色防控技术推

区91 个袁核心面积 0.9 万 hm2袁示范区面积达 10.3 万 hm2袁直
接用于绿色示范片建设的项目资金 2 000 万元袁整合各类涉
农项目资金 2 亿元遥通过水稻开展香根草种植避虫试验示

范尧二化螟性诱剂绿色防控示范推广应用袁总结出适合滁州
市的粮食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遥二是新型植保机械推
广应用成效显著遥大力推广植保遥控飞机尧自走式喷杆喷雾

植保机构承担着农业技术推广中重要的公益性职能遥

机尧热力烟雾机等新型植保机械袁用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中市级 7 人尧县级 35 人尧乡镇级 148 人渊多为兼职冤曰高级农

机械总装备尧590 台大中型植保设备尧18 068 台机动喷雾器尧

滁州市有植保渊植检冤站 8 个袁专职植保技术人员 190 人袁其
艺师 21 人袁农艺师 100 人遥在岗专职农业植物检疫员 42 人袁
其中高级农艺师 13 人尧农艺师 23 人尧助理农艺师 6 人袁在
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及有关部门聘任兼职植物检疫员 148 人遥

现有农作物病虫测报站 11 个袁包括水稻尧小麦病虫专

业测报站 7 个袁棉花病虫专业测报站 1 个袁蝗虫专业测报站
3 个袁其中全国区域测报站 4 个袁乡镇病虫观测点累计达到

31 个袁专业病虫测报人员 29 名袁监测对象涉及逾 37 种病虫

鼠害遥已建立定期汇报和重大病虫会商预报制度袁开展了短

期和长期预报业务袁病虫预报综合准确率达到 90%以上[1]遥
近年来袁病虫信息的传播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袁有病虫情报尧
电视预报尧微信袁提高了公共信息的时效性和利用率遥
1.2 植保职能充分发挥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袁植保工作已由原先的大宗农

控工作遥充分利用现有 761 个专业化防治组织尧18 600 多台
242 台植保无人机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行动袁带动并帮助周
边群众防治袁加快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进度遥据统计袁主
要粮食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35.3%袁专业
化防示范区内袁化学农药使用量比周边区域下降 20%袁防治

成本下降 16.5%袁高效尧低毒尧低残留药剂使用覆盖率达到
96%袁病害和虫害防治效果分别达到75%尧95%袁防效较农民
自防区平均提高 21%尧节约成本 231 元/hm2遥三是科学安全
用药推广应用成效显著遥主要推行灯诱尧性诱尧色诱尧食诱野四
诱冶技术措施袁发挥植保体系和网络优势袁推广一批科技含
量高尧防治效果好的低毒尧低残留农药遥农药使用量 5 556 t袁

与基期相比减少 227 t遥同时袁农户安全储粮技术得到应用袁

推广应用赤眼蜂等天敌繁育与释放技术袁稻鸭共养等生物
多样性利用技术受到重视和推广遥

作物病虫测报尧防治袁拓展到瓜果尧蔬菜尧果树等种植业的所

1.2.3 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防控能力提高遥作为植保工作的执

有领域袁同时在服务的内容尧形式上也发生了改变遥通过多

法性职能工作袁为适应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袁认真贯

年的努力袁目前植保工作已由技术服务发展成为集技术服

彻叶植物检疫条例曳叶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曳叶安徽省农业

务尧植物检疫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模式袁使滁州市的植保工

植物检疫管理办法曳袁滁州市植保站突出重点区域尧重点对

作取得了较好成绩袁自身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2]遥

象袁有针对性地开展小麦全蚀病尧小麦腥黑穗病尧扶桑棉粉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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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722 g/L 霜霉威盐酸盐

水剂渊霜胜冤尧巴斯夫欧洲公司生产的 60%唑醚窑代森联水分
散粒剂渊百泰冤尧拜耳股份公司生产的 687.5 g/L 氟吡菌胺窑霜

幅 13.25%袁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遥
4.5

推荐应用全程植保技术解决方案

针对霜霉病尧菌核病尧锈病在元胡生产上交织发生尧集

霉威悬浮剂渊银发利冤尧美国世科姆公司生产的 60%霜脲窑嘧

中危害的情况袁经试验示范袁在汉中元胡产区推荐全程植保

20%丁香菌酯悬浮剂+40%烯酰吗啉悬浮剂尧山东禾宜生物

荐使用 48%苯甲窑嘧菌酯 450 g/hm2+5%氨基寡糖素免疫剂

菌酯水分散粒剂渊诺凡冤尧吉林八达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技术解决方案渊经济实惠型冤袁即于 3 月上旬防治第 1 次袁推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35%异菌窑腐霉利悬浮剂等防治效果

450 mL/hm2+绿芬威 900 g/hm2曰在 3 月中旬防治第 2 次袁用

较好的药剂袁并在元胡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曰在菌核病防
治上袁筛选出了浙江禾本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25%嘧霉胺
可湿性粉剂尧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生产的 50%腐霉利可
湿性粉剂渊速克灵冤尧山东省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等防治效果较好的药剂在生

27%寡糖窑吡唑酯 360 g/hm2+23%寡糖窑烯酰 4 500 g/hm2+爱
增美 225 mL/hm2+绿芬威 600 g/hm2曰在 3 月下旬防治第 3 次袁
用 23%氨基窑嘧菌酯 450 g/hm2+23%寡糖窑烯酰 450 g/hm2+爱
增美 225 mL/hm2+绿芬威 600 g/hm2遥以上 3 种配方分别兑
水 675 kg/hm2 喷雾袁交替使用袁间隔 7~10 d袁连防 3 次[7]遥

产上示范推广应用曰在锈病防治上袁筛选出了 10%苯醚甲环

5 建议

产的 430 g/L 戊唑醇悬浮剂等防治效果较好的药剂在元胡

特色主导产业袁具有种植经济效益好尧发展前景广阔尧药用

元胡虽然属于小宗经济作物袁但在陕西汉中属于区域

唑水分散粒剂渊世高冤尧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生产上示范推广袁为指导大面积防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遥
4.4 试验示范防治新模式

价值较高等特点袁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遥建
议农药登记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元胡病虫草害防治药剂

采取野杀菌剂+叶面肥冶药肥配方组合防治模式袁主治元

试验筛选研究袁加快推进区域特色产业元胡病虫草害防治

胡霜霉病袁兼治菌核病和锈病袁比单一使用杀菌剂防效好遥

药剂登记遥同时袁广泛宣传培训元胡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

先后试验筛选出了优多氨基酸叶面肥尧翠康生力液尧霍尚澳

术袁加快推广应用野杀菌剂+免疫诱抗剂冶配方组合技术及全

优果蔬专用 12 元素液体肥尧爱增美尧绿芬威等叶面微肥袁并
大面积应用于生产实践遥

在此基础上袁积极探索免疫疗法袁开展野杀菌剂+免疫诱
抗剂冶渊5%氨基寡糖素水剂冤配方组合防治元胡野三大病害冶
试验和大面积生产示范研究袁防效更胜一筹遥实践证明袁苯
甲窑嘧菌酯是防治元胡霜霉病的理想药剂[5]袁氨基寡糖素在
农业上被称为植物疫苗[6]袁二者配方组合使用袁收效更加明
显遥试验结果表明袁用 32.5%苯甲窑嘧菌酯悬浮剂 750 倍液+

5%氨基寡糖素水剂 750 倍液配方组合袁在 3 月上旬尧中旬和
下旬各防治 1 次袁元胡生育期可延长 10 d 左右袁增产 20%

以上遥该配方组合的大面积生产示范表明袁可有效延迟元胡

倒苗时间袁一般延长元胡生育期 7~10 d袁从而增加光合积累袁
大幅提高元胡产量遥元胡产量比对照增产 1 302 kg/hm2袁增

程植保技术解决方案袁为元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
的技术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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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植保技术人员身兼数职袁特别是基层人员紧缺袁部分工

查活动遥滁州市已查明袁属于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对象有 1 种袁

确岗位职责袁确保工作有力有序推进遥

等疫情的调查工作袁也积极开展种子市场植物检疫执法检
即水稻细菌性条斑病曰安徽省补充植物检疫对象 1 种袁即小

作难以细化到位遥按现有编制逐步落实农技推广人员袁明
2.3

科技支撑不够

麦全蚀病遥对已经传入的植物检疫对象袁采取得力防控措施袁

加强优新技术集成和先进装备的引进尧试验尧示范工作

降低危害程度袁控制传播尧蔓延袁维护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3-4]遥

力度遥同时袁加强宣传培训袁开展试验示范袁提高植保技术人

2 滁州市植保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1 工作经费不足

加强工作宣传尧开展试验示范尧组织观摩培训尧调研总
结推广等各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资金保障袁市级资金来源
有限袁相关工作开展缺少经费保障遥县市区推进相关工作主
要靠整合项目经费支撑袁但项目经费有限袁投入明显不足袁
且项目投入限制性强袁相关项目也基本没有工作经费袁难以
保障工作积极开展遥
2.2 工作任务较重
植保工作涉及内容较多袁现有植保服务力量相对薄弱袁
100

员和规模经营大户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袁加大对统防统治
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力度袁推进农药减量控害袁促进农业产
业绿色健康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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