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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的预测预报及防治技术
谭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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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赤霉病发生流行的基本规律袁结合沿淮地区小麦生产实际袁应用小麦田间赤霉病菌源尧病害发生
发展资料以及小麦生长发育期间气象资料袁分析小麦赤霉病发生流行的影响因素袁总结了小麦赤霉病长期尧中期尧短期
预测预报方法袁提出了小麦赤霉病防治技术袁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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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是重大流行性病害[1]遥 近年来袁受气候

标准差与菌丝体发育程度成负相关关系袁即随着旬平

大袁一旦疏于防治袁不仅会导致产量大幅下降和品质

后效应遥 据观察袁相对湿度在 80%以上较为适宜子囊

和栽培方式变化等因素影响袁小麦赤霉病重发频率增

严重降低袁还会影响小麦收购和农民收入[2-3]遥 做好小
麦赤霉病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技术指导工作袁对小麦安
全生产意义重大遥

1 病害发生流行的影响因素
1.1 菌源
根据田间调查和观察袁小麦抽穗期麦田露土稻桩

均相对湿度变异幅度的增大袁菌丝体发育有明显的滞
壳的形成和发育曰相对湿度低于 80%不利于子囊壳的

形成曰当相对湿度低于 70%时袁子囊壳形成明显受阻遥

沿淮地区春季阴雨日相对较多袁小麦拔节至抽穗期田

间相对湿度大多在 80%以上遥
1.2 小麦生育期

小麦各生育期均能感染赤霉病袁但不同生育期感

带菌率是决定病害发生和流行程度的前提条件[4]遥 露

病程度不一致袁扬花期为易感病阶段[5]遥 据观察袁抽穗

1.1.1 温度遥 温度是影响病菌发育的关键因子袁有效

期的感病率仍然不低袁且发病级别较高袁这可能是病

积温与病菌发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遥 据气象资料和田

害突发的原因之一遥 因此袁从流行和危害角度来看袁扬

间调查材料分析袁在水稻收割后至小麦拔节期渊沿淮

花期越长袁感病的概率越大袁反之亦然遥 影响扬花期长

土稻桩带菌率主要受温度和湿度影响遥

地区在 3 月 20 日前后冤逸7 益有效积温达 175 益尧同
期相对湿度变异幅度较小的条件下袁菌丝体在稻桩内

会发育成熟遥 在菌丝体发育成熟的基础上袁抽穗前 30 d
逸9 益有效积温直接影响稻桩带菌率遥 根据有关学者

后至灌浆初期袁以扬花期的感病程度最高袁但灌浆初

短的因素主要有品种尧氮素尧光照和温度遥
1.2.1 品种遥 春性品种对温度敏感袁抽穗后光合产物
运转速度较快袁故扬花期相对较短曰半冬性品种则相
反遥 在不同小麦栽培类型中袁以分蘖成穗为主或分蘖

对 14 年的气象资料单项分析袁在菌丝体发育成熟的

成穗较多的品种花期一般较长袁以主茎成穗为主或分

稻桩带菌率小于 0.2%曰逸9 益有效积温低于 130 益袁稻

1.2.2 氮素代谢及氮素营养遥 小麦抽穗后植株体内氮

基础上袁如果抽穗前 30 d逸9 益有效积温低于115 益袁

蘖成穗较少的品种花期一般较短遥

桩带菌率低于 3%曰只有逸9 益有效积温超过 150 益的

素代谢旺盛或者氮素营养过多袁小麦扬花期较长遥 反

育及子囊壳形成具有典型的积温累加特性遥

1.2.3 光照和温度遥 小麦抽穗后光照少袁扬花期延长遥

1.1.2 湿度遥 稻桩内菌丝体发育初期对湿度的要求较

温度降低幅度越大袁扬花期越长遥 反之袁光照充足且温

低袁但适宜的相对湿度条件有利于菌丝体发育遥 相对

度较高袁扬花期相对较短遥

年份袁稻桩带菌率才能达到流行指标遥 因此袁菌丝体发

湿度大于 70%有利于菌丝体的发育遥 相对湿度的稳定
性对菌丝体发育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袁旬平均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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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袁植株体内氮素营养不足袁小麦扬花期较短遥

1.3 气候条件
小麦扬花期高温高湿是病菌侵染的关键条件之

一遥 据相关文献报道袁病菌侵染需要相对湿度达 99%

以上的环境条件遥 对于小麦穗部来说袁只有阴雨天气
才能满足这种条件遥 据观察袁小麦扬花期日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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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益以上的阴雨日持续 2 d 即可造成赤霉病中度流

行袁持续 3 d 及以上可造成赤霉病大流行遥 由此可知袁
小麦扬花期日平均气温达 13 益以上的阴雨日越多袁病

验公式计算出调查日稻桩理论带菌率渊b冤遥 根据调查
日前后的天气趋势估算抽穗前剩余时间的气温值袁计
算小麦拔节期至抽穗期逸9 益有效积温值渊估计值冤遥

害发生越重遥

抽穗期至齐穗期稻桩可能出现的带菌率渊y冤袁以调查

2 预测预报

日实际带菌率渊a冤尧理论带菌率渊b冤和小麦拔节期至抽

根据近 20 年综合资料分析研究袁小麦赤霉病的预

穗期逸9 益有效积温值渊估计值冤依相关公式求出遥 经

期以及小麦品种的生物学特性袁各期测报的选择因素

于抽穗期 6 d 左右比较适宜袁准确率较高遥 过早调查袁

测预报应立足于影响病菌发育的气象因子尧小麦生育

验公式院y=a/b渊-46.466 6+0.387 4 x冤遥 调查日一般以早

不尽相同遥

准确率易受剩余时间气温值估计偏差过大的影响曰过

2.1 长期预报

迟调查袁又难以及时组织和指导大田防治工作遥

应于小麦抽穗前 30 d 作出长期预报袁选择因素为

2.2.3 天气预测遥 注意收看安徽省和中央气象台的天

气象观测记录的基本数据袁即水稻基本收割期至小麦

气预报袁结合寿县气象站的气象资料进行必要的预报

拔节期渊沿淮地区约为 3 月 20 日冤袁计算逸7 益的有效

矫正袁综合测定扬花期的天气情况袁主要预测阴雨日

积温值和旬平均相对湿度标准差袁代入经验公式遥 根
据对近 20 年渊2001要2020 年冤气象资料与小麦田间稻

桩带菌率相关性的研究袁取得经验公式院y=-21.361 0+

和温度 2 项指标遥

根据预测结果汇总分析后作出中期预报结论袁中

期测报结论的分级标准院极轻发生年份袁抽穗期至齐

0.191 5 x1-1.579 0 x2遥 式中院y 表示小麦拔节期至抽穗

穗期稻桩带菌率达 1%~4%袁扬花期大于 13 益的阴雨

至本年小麦拔节期逸7 益有效积温值曰x2 为上年水稻

4%~9%袁扬花期大于 13 益的阴雨日逸2d曰中度发生年

期稻桩可能出现的最大带菌率曰x1 为上年水稻收割期

收割期至本年小麦拔节期阶段的旬平均相对湿度标

日逸2 d曰轻发生年份袁抽穗期至齐穗期稻桩带菌率达

份袁抽穗期至齐穗期稻桩带菌率达 9%~15%袁扬花期

准差遥 当旬平均相对湿度标准差相对较小时袁x1 达到

大于 13 益的阴雨日逸3 d曰大发生年份袁抽穗期至齐穗

囊壳方向转化曰当 x2 为 6%左右时袁预示未来子囊壳的

日逸4 d遥 从近 10 年的田间菌源实际发生情况来看袁多

2.2 中期预报

大大超过大发生年的实际指标遥

175 益以上袁菌丝在稻桩内已发育成熟袁将向形成子
形成速度较快遥

中期预报主要预报 3 个方面内容袁即小麦抽穗期尧

抽穗期至齐穗期稻桩带菌率以及抽穗扬花期天气变
化趋势遥
2.2.1 小麦生育期预测遥 小麦剑叶全出期选择不同代
表类型田逐日或隔日进行田间调查袁测定大部分麦田
的抽穗期袁依据抽穗期推定扬花期遥 生育期预测除直

期稻桩带菌率达 15%以上袁扬花期大于 13 益的阴雨

数年份田间菌源量渊抽穗期至齐穗期稻桩带菌率冤均
2.3 短期预报
短期预报主要做好短期天气预报和田间小麦生
育期的进展速度调查袁其对第 1 次防治用药并无多大

意义袁但可以作为第 2 次喷药防治的参考依据遥 应用
子囊孢子捕捉法测定孢子释放高峰期等短期测报手

段对于指导大面积防治工作来说为时过晚遥

观印象预测外袁还应考虑植株氮素的营养状况和未来

3 防治技术

天气的影响袁特别是孕穗至出穗前的大幅度气温变化遥

3.1 小麦抽穗及扬花期时间的确定

一般氮素营养充足袁出穗比预计延迟 1耀2 d曰连续数日

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必须准确把握好时间袁即在扬

日平均气温达 17 益以上的较高温度能促进出穗袁低温

花初期渊5%小麦扬花冤喷施第 1 次药剂袁过早尧过迟施

3~6 d遥

短按以下方法确定遥

则延缓出穗速度遥 沿淮地区小麦扬花期一般在抽穗后

药均会降低药效遥 在实际生产中袁抽穗及扬花时间长

2.2.2 菌源预测遥 在长期预报的基础上进一步预计小

3.1.1 小麦长势长相较为一致的田块遥 小麦基本苗比

麦抽穗期至齐穗期的稻桩带菌率遥 根据调查资料分

较均匀尧长势长相比较一致尧后期氮素供应水平一般

析袁抽穗期至齐穗期的稻桩带菌率渊y冤与小麦拔节期

的田块袁在当期温度适宜和晴到多云天气条件下袁春

至抽穗期逸9 益有效积温渊x冤具有线性关系遥经验公式院

性或偏春性小麦品种抽穗期至齐穗期为 3耀4 d尧 全田

行田间实地调查袁掌握田间稻桩实际带菌率渊a冤遥 计算

3.1.2 小麦长势长相不一致的田块遥 小麦基本苗不太

y=-46.466 6+0.387 4 x袁相关系数 R=0.880 5遥 抽穗前进

小麦拔节期至田间调查日逸9 益有效积温值袁按前述经

扬花期约 4 d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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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 CK 差异极显著袁处理 K1 的平均发芽率与 CK 差

理袁激活种子细胞和多种水解酶袁打破种子休眠袁促进

异显著遥由此说明袁擦种和赤霉素处理都可提高苕子种

新酶合成袁加快新陈代谢袁促进发芽袁从而提高苕子种

子发芽率袁赤霉素处理对提高苕子种子发芽率作用效

子发芽率[6]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先采用擦种方式处理提

果极显著袁擦种的同时用赤霉素溶液浸种效果更明显遥
表 1 不同处理苕子种子发芽率
处理

凌云
58.6
68.4
78.4
54.2

K1
K2
K3
CK

发芽率/%
乐业
西林
58.8
53.4
70.6
72.4
81.6
80.2
51.2
49.8

高种子吸水能力袁再用 100 mg/L 赤霉素溶液浸种袁激

活种子袁打破休眠袁可极显著提高发芽率袁从而可以降
低绿肥生产成本遥
平均
56.93 cB
70.47 bA
80.07 aA
51.73 dBC

注院同列不同小尧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尧差异极显
著渊P约0.01冤遥

3 结论与讨论
果园尧茶园尧桑园等旱地苕子绿肥应在雨季结束
前提早播种袁新鲜苕子种子硬粒率高袁种子表面的蜡
质层厚且紧密袁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比例较高袁通常
发芽率较低遥 通过擦种袁破坏苕子硬粒种子表面的蜡
质层袁增强透水性袁利于种子吸水和发芽曰同时袁利用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刺激作用袁使用赤霉素溶液浸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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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袁应进行第 3 次施药遥 以标准喷液量 450耀600 kg/hm2

当期温度适宜和晴到多云天气条件下袁春性或偏春性

机施药效果最好袁也可以使用无人机进行防治遥 提高

均匀或施肥不均匀等袁长势长相很不一致的田块袁在

为适宜袁并对准小麦的穗部喷施遥 以自走式喷杆喷雾

小麦品种抽穗期至齐穗期需 5 d 以上尧全田扬花期为

小麦赤霉病防治效果的关键在于齐穗后用好第 1 次

3.1.3 小麦高产田块遥 小麦基本苗较为均匀尧肥料施

就需要各单位掌握自己的田块类型袁做到心中有数袁

用等生产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尧小麦生育后期的氮素供

避免错过最佳施药时间遥 据有关学者实地调查袁实践

应水平较高渊或称氮素营养充足冤的田块袁虽然抽穗期

中有许多田块防治效果较差袁大多因为错过防治适期遥

至扬花期的时间无明显变化袁但是每个小穗的开花小

因此袁 掌握好防治适期也是提高防治效果的关键之

花数较多袁扬花期明显拉长遥 在当期温度适宜和晴到

一遥 对于感病的白麦品种袁要加强防治工作袁大发生年

6耀7 d遥

多云天气条件下袁春性或偏春性小麦品种抽穗期至齐
穗期需 3耀4 d尧全田扬花期为 6 d 及以上遥

3.1.4 抽穗期遇到低温阴雨遥 在小麦抽穗前后如遇到
低温阴雨天气袁抽穗期至扬花结束的时间明显延长袁
特别是开花期延长更为明显遥 此外袁温度愈低袁阴雨日
愈多袁开花期延长的时间越长遥

药袁一定要掌握于齐穗后尧扬花前或扬花初期施药遥 这

应当防治 3 次遥

4 参考文献

[1] 朱亮.浅谈小麦赤霉病发生原因及防治方法[J].种子科技袁
2019袁37渊16冤院110.

[2] 黄冲袁姜玉英袁吴佳文袁等.2018 年我国小麦赤霉病重发特
点及原因分析[J].植物保护袁2019袁45渊2冤院160-163.

[3] 何维娜.小麦赤霉病化防治措施研讨[J].现代农业袁2018

3.2 药剂防治

渊12冤院27.

小麦赤霉病大发生尧特大发生年份袁可选用 30%丙

[4] 王超杰.小麦赤霉病防治试验及防治措施[J].河南农业袁

1 050 mL/hm 袁或 48%氰烯窑戊唑醇 1 500 mL/hm 袁或

[5] 李迎春袁马进.冬小麦赤霉病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J].陕西

硫菌唑悬浮剂 600~675 mL/hm2袁或氟唑菌酰羟胺 750~
2

2

15%丙唑窑戊唑醇悬浮剂 900 mL/hm2[6-7]喷施防治遥首次

2016渊30冤院47-49.

农业科学袁2016袁62渊5冤院125-126.

用药掌握在小麦扬花初期渊对大户或天气预报扬花期

[6] 张东霞.小麦赤霉病流行规律及加重原因分析[J].农业技

有连阴雨袁可提前到抽穗期冤袁5~7 d 后开展第 2 次防

[7] 许杰.2016 年淮北地区小麦赤霉病发生特点及重发原因

治遥 高感品种尧生育期不整齐尧花期遇连阴雨天气的田

96

术与装备袁2012渊14冤院7-9.

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袁2017渊3冤院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