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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小麦赤霉病发生特点及防控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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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宿州市小麦赤霉病由偶发病害上升为常发病害，对粮食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为

摸清小麦赤霉病的发生特点，本文结 合安徽省宿 州市小麦生 产实际 ，从 小麦品种、防 治时期及次
数、茬口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剖析重发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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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Wheat Scab in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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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Suzhou, Anhui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heat scab has increased from accidental disease to frequent diseas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wheat scab, the variety, prevention, control period and stubble of wheat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wheat scab was summarized. Finally, some proposals 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wheat scab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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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麦赤霉病发生北移，小麦赤霉病在宿州
市由偶发病害上升为常发病害，对粮食生产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1]。研究表明，在1975—2000年宿州市小
麦赤霉病中度（3级）以上流行的年份仅2次，发生频
次极低。21世纪，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秸秆的
全量还田以及品种更新、气候变化，小麦赤霉病的
流行频率明显增加 [2]，2001—2018年小麦赤霉病已
形成中度以上流行的频次6次，其中2012年、2015
年、
2016年见病面积分别为389万亩、303万亩、
322
万亩，对宿州市小麦生产造成较大损失。为摸清小
麦赤霉病的发生特点，剖析重发原因，本文结合宿
州市小麦生产实际，从小麦品种、防治时期及次数、
茬口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提出适合宿州市小
麦赤霉病的防控对策。

1

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针对小麦赤霉病发生趋重的严峻形势，
宿州市提高思想认识，不等不靠，及时组织发动，指

导农户科学开展防控，取得较好成效。

1.1

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为确保小麦病害综合防治工作的顺利实施，宿
州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工作，
连续2年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关于切
实加强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宿州市农业委
员会印发了《关于印发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方案的
通知》，为领导当好参谋，为农民科学防治提供有效
措施。针对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
市农业
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小麦赤霉病防控指挥部、防控工
作督导组，各县区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组织，明确目
标，细化责任，确保小麦赤霉病各项防控措施落到
实处，最大限度减轻小麦赤霉病造成的损失。
农业部门、气象部门、宣传部门等各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赤霉病的防控工作，部门间加强协作，齐
抓 共管，形成防 控工 作 合 力 ，全 力 营 造 小 麦 赤 霉
病防控的良好舆论氛围，充分体现了“公共植保”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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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强病虫情监测，强化落实各项防控工作
为准确掌握小麦重大病虫害发生动态，宿州市
各级植保工作人员增加田间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
围，实时掌握病虫动态，全市每年召开病虫情趋势
会商会10余次，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指导农户科学
防治。

1.3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防控技术到位率

宿州市各级植保部门不断开拓创新病虫害防
治技术宣传措施，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短信、网络、
微信等宣传途径进行包村联户、新型农民培训、发
放技术明白纸等多种形式的大力宣传，普及重大病
虫防治技术。宿州市通过市电视台滚动字幕的形式
提醒广大农户扬花期及时防治小麦赤霉病，市植保
站通过市电台“金色田园”栏目宣传防治小麦赤霉
病的时机和药剂。市植保站每年4月中旬定期召开
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控现场会，对小麦赤霉病防控工
作进行再动员和再部署，有效带动全市小麦赤霉病
防控工作。各县区也采取多种措施宣传赤霉病防控
技术，发动农户在关键时期及时开展防治。据统计，
宿州市每年召开电视讲座15场次、现场会30余次、
培训班60余期、短信10万余条，印发技术明白纸80
万余份。市、
县各级电台、
报社等新闻媒体也通过各
种形式广泛宣传，营造小麦赤霉病防控良好氛围，
提高病虫防控技术到位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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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与统防统治专业化组织

为了打好小麦赤霉病防治硬仗，宿州市每年早
部署、早安排，推动小麦“一喷三防”药剂招标工作，
防治物资准备充足。2018年“一喷三防”资金取消，
全市仍整合农业救灾等项目资金1 857万元用于小
麦病虫害防治工作，其中泗县、灵璧县分别投入660
万元和800万元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采购植
保无人机，防治小麦病虫害合计80万亩次。
大力扶持植保机防组织，充分发挥统防统治优
势，推动植保机械的更新，增强病虫防控应急能力，
据统计，2018年5月宿州市专业化防治组织总数已
达798个，从业人员总数16 036人，拥有各类施药机
械15 017台（套），其中无人航空喷雾机416台，服务
能力显著提高。2017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水
稻）统防统治完成面积为1 352万亩次，统防统治覆
盖率为37.27%，其中全程承包防治面积125.9万亩
次。2018年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1 247万亩次，开展
防治面积2 168.6万亩次，其中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885.3万亩次，统防统治覆盖率40.82%，其中仅小麦
赤霉病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2.21%。

1.5 先行先试，大力开展植保无人机示范应
用及推广
宿州市是农业大市，小麦每年的播种面积650
万亩左右，小麦赤霉病防治适期短、防控任务紧，在
农药物资贮备充足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药剂及时下
田是关键问题。为此，宿州植保植检站从2015年开
始，先行先试，大力开展植保无人机示范应用及推
广工作，探索出适合的病虫害防治集成技术。目前，
宿州市已经进驻无人机生产企业3家，无人机飞防
服务已辐射周边地区。2016年小麦抽穗扬花期阴雨
天多，大型植保机械无法下地，植保无人机在小麦
赤霉病防治上优势明显。2018年，在小麦赤霉病的
防控工作中，灵璧县20万亩“一喷三防”飞防项目，
实施单位出动160架植保无人机在3 d内完成防治1
次的任务，平均每架无人机每天飞防面积416亩，防
治效率高，确保了防治药剂在防治适期进入麦田。
植保无人机的推广使用提高了全市农作物病虫害
的应急防控能力和水平。

2

小麦赤霉病发生情况以及特点

2.1

2018年赤霉病发生情况

宿州市2018年小麦种植面积648万亩，主栽品
种有华成3366、紫麦19、连麦2号、安农0711、华成麦
1688、徐麦35、宿553、山农17、未来0818、皖麦52、淮
麦33、济麦22、良星99、鲁原502、周麦27等，小麦品
种普遍易感赤霉病。宿州市小麦于4月中旬普遍进
入扬花期，此时是小麦赤霉病的防控关键时期，在
市农业部门的科学指导下，在关键时期小麦赤霉病
基本防治1～2次。最终统计，小麦赤霉病防控面积
995万亩，其中防治1次的占46.78%，防治2次的占
44.92%、未防田仅占8.30%，其中开展统防统治面积
占42.21%。
2018年5月中旬定案调查，宿州市小麦赤霉病
总体发生较轻，最终见病面积46.95万亩。通过田间
防效调查，未防治田块平均病穗率12.28%，平均病
指4.11。防治1次的田块平均病穗率0.51%，平均病指
0.19，平均病粒率0.07%，防效为86.33%；防治2次的
田块平均病穗率0.31%，病指0.13，平均病粒率0.03，
防效可达95%。

2.2

发生特点

种间差异显著
2016年、2018年对宿州市部分小麦主栽品种进
行了小麦赤霉病发生情况调查，结果见表1、表2。
由表1、表2可知，在同样的管理水平下，所种植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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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品种均发病，但不同品种之间病穗率、病情指数、
病粒率均差异显著。通过调查以及各县区定案调查
表1
小麦品种 病穗率/%

病情指数

7

结果可知，宿州市重发品种主要有华成3366、百农
207、淮麦33、周麦26等。

2016 年小麦品种赤霉病病穗率

小麦品种 病穗率/% 病情指数

小麦品种

病穗率/% 病情指数 小麦品种 病穗率/%

病情指数

瑞华麦520

3.52

2.93

阜麦8号

11.02

8.57

丰德存麦1号

13.45

11.73

青农2号

18.89

15.68

山农17

4.56

4.02

涡麦99

11.38

8.92

国盛1号

13.74

11.55

良星77

19.24

17.10

鲁原502

5.54

5.31

未来0818

11.60

9.39

皖麦999

13.97

12.47

豫麦158

19.53

13.67

紫麦19

5.78

4.87

豫农416

11.76

9.78

良星99

14.09

12.42

山农22

19.89

15.61

泰农19

7.61

6.75

淮麦33

11.82

8.53

济麦22

15.33

13.78

周麦26

21.53

19.27

三丰101

7.95

7.28

安农0711

12.25

9.49

淮麦32

15.64

12.45

华成3366

27.71

22.57

连麦6号

7.96

6.27

济科33

12.5

9.81

淮麦30

16.47

14.34

百农207

29.21

24.81

山农19

10.18

9.43

周麦28

12.59

9.97

徐麦33

17.22

12.82

淮麦35

32.70

25.10

注：调查地点为泗县天益青种业试验田，未施药。

表2
品种

2018 年不同品种小麦赤霉病田间病情
总穗数/ 病穗数/ 病穗率/ 病穗病粒率/ 平均病粒率/
%
%
%
穗
穗

带菌率为20.9%。5月中旬定案调查，前茬为玉米的
麦田平均病穗率为0.62%，大豆茬病穗率为0.33%。
防治次数对防效的影响

2.2.4

天益科麦5号

432

18

4.167

21.60

0.899 8

华成863

704

20

2.841

32.30

0.917 7

研 究 表 明 ，小 麦 齐 穗 时 施 药 赤 霉 病 防 效 为

紫麦19

375

17

4.533

22.87

1.036 8

63.52%；扬花6%时施药赤 霉 病 防效为71.76%；扬花

瑞华516

486

40

8.230

13.33

1.097 4

皖垦麦0622

37.5%时施药赤霉病防效为76.76%；扬花78.5%时

753

62

8.234

17.05

1.403 6

荃麦725

449

48

10.690

17.73

1.895 4

施药赤 霉 病 防效下降至51.76%，可见防治赤霉病关

济麦22

484

22

4.545

43.68

1.985 3

键是适期防治。但在实际防治时，往往很难做到适

山农102

717

64

8.926

27.85

2.486 2

期防治。天气预报2018年4月20日宿州市降雨，此时

淮麦33

683

114

16.691

20.11

3.356 2

西农822

我市小麦大部分刚处于抽穗期，有些农户、甚至种

783

119

15.198

22.21

3.375 0

华成麦1688

687

67

9.753

43.17

4.210 0

郑麦379

372

52

13.978

31.10

4.347 2

花期并没有补治，最终造成病穗率为10%左右，而在

烟农999

454

30

6.608

77.09

5.094 4

技术部门正确指导下的农户，在雨后（扬花初期）开

山农20

729

82

11.248

55.00

6.186 6

展防治，即使只防治1次，田块病穗率也低于1%。田

注：调查地点为埇桥区天益青种业试验田，于2018年4月19日防
治1次。

早播田块重于中迟播田
2018年5月21～24日，宿州市植保部门在赤霉
病病情稳定时进行了定案调查。早播田块（2017年
10月25日前播种）平均病穗率1.43%，中迟播田块平
均病穗率0.65%。该现象可能是因为4月21～22日下
雨时，中迟播小麦普遍为齐穗期，尚未开始扬花，
而早播田块小麦已开始扬花，扬花期适逢降雨，为
赤霉病菌侵染创造了有利条件，造成早播小麦病穗
率较高。
2.2.3 秸杆还田玉米茬重于豆茬
2013年开始宿州市全面禁止焚烧秸秆，秸秆全
量还田，大量未经过处理的植株病残体直接混入土
壤，导致土壤中病原菌数量累积量增加。4月初田间
调查，宿州市玉米秸秆带菌率为2.0%～39.4%，埇桥
区玉米秸杆带菌率高达39.4%，全市玉米秸秆平均
2.2.2

粮大户及早抢在雨前防治1次，雨后4月22～23日始

间调查结果表明，防治2次的防效优于防治1次的防
效。2016年防治2次的田块，病穗率、病指分别为
1.35%、0.69，防 治 1 次 的 田 块 小 麦 病 穗 率 、病 指 分
别为4.01%、0.74，防治田块的小麦赤霉病病情远低
于未防治田块小麦赤霉病病情；2018年防治1次田
块平均病穗率0.51%，平均病指0.19，平均病粒率
0.07%，防效为86.33%；防 治 2 次 田 块 平 均 病 穗 率
0.31%、病指0.13、平均病粒率0.03，防效达95%。综
合考虑天气情况，如果能做到适期防治，小麦赤霉
病防治1次即可达到防控目标。
2.2.5 统防统治效果优于农民自防区
2018年灵璧县政府整合项目资金798万元用于
小麦“一喷三防”无人植保机飞防，5月22日，灵璧县
农委组织专家对项目验收时，对飞防项目高度评
价，项目区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穗率低于0.23%，显著
低于农民自防区病穗率（2.56%），且项目区群众满
意度高，飞防项目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拉动

了灵璧县植保无人机领域的良性发展。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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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化学药剂预防
加强监测预警，准确掌握小麦扬花时间，以及

扬花期的天气状况。

目前宿州市农户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意识普遍

在小麦抽穗扬花期针对小麦赤霉病全面实施

很高，但个别农户、甚至有些种粮大户仍不能做到

药剂预防措施，这是保证防治效果的关键。在皖北

适期防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具备防治意识，

地区对易感赤霉病的品种，应根据天气情况酌情实

但防治适期不能准确掌握，盲目听从农资经销商的

施2次防治，以最大限度的减轻小麦赤霉病造成的

建议，既增加了防治成本，又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二

损失，减少农药使用量的投入，保障小麦质量安全。

是缺少高效的植保机械，小麦赤霉病的关键防治期

优先选用渗透性好、耐雨水冲刷性、持效性较

为3～4 d，而我市小麦面积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

好且对小麦叶部病害具有兼治作用的复配制剂，如

外出务工，如何保证及时开展施药防治是当前急需

氰烯·戊唑醇、丙唑·戊唑醇、咪铜·氟环唑、戊唑·咪

解决的问题。

鲜胺、戊唑·噻霉酮、唑醚·戊唑醇、唑醚·氟环唑、苯

防控对策

甲·多抗、苯甲·丙环唑、戊唑·百菌清、戊唑·福美

防控上应主动出击，采取以农业防治为基础、

冈·蜡芽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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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丙环·福美双、甲硫·戊唑醇、咪鲜·甲硫灵、井

化学药剂预防为重点的综合防控策略。继续大力扶

另外，继续做好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组

持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组织队伍建设，大力

织队伍建设，同时大力推广新型高效施药机械，提

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

高施药效率和农药利用率，确保适期防治。

4.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方法主要有3点。首先要选用抗耐病

性强的优良品种；二是对发病重的田块，秸秆尽量
离田处理，或者深耕压埋，播种时进行种子包衣（或
药剂拌种）处理，以降低田间病原菌量；三是做到健
身栽培，适期适量适墒播种，构建合理群体，科学使
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提高小麦抗逆能力。
（上接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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