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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召开在兰州召开在兰州召开在兰州召开

以“优势特色农业与现代植保”为主题的“甘

肃省植物保护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于 2014 年

10 月 17-18 日在兰州召开。会议由学会理事会负

责组织和召集，挂靠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具体承办。来自全省 10 个市（州）植

保站、农科所（院）以及省植保植检站、兰州大

学、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植保所等有关学会

理事单位共 138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以主题

报告、专题报告、学术交流与研讨等形式进行。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秘书长王振营研究员代表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专程到会祝贺，他在致辞中充

分肯定了甘肃省植保学会过去所做的工作和取得

的成绩，并对学会的工作和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和要求。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魏胜文、甘

肃省农牧厅副厅长杨祁峰、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陈炳东等专家领导应邀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并致辞。开幕式由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金社林

研究员主持。

会议特邀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王振营研究员作

了题为《我国玉米主要病虫害发生现状、趋势与

防治》的大会报告。针对我省相关植保热点问题，

邀请省植保植检站刘卫红研究员、兰州大学李彦

忠教授、甘肃农业大学尚素琴副教授、省农科院

植保所罗进仓研究员等 4 名专家分别做了题为

《马铃薯晚疫病远程监测预警技术》、《沙打旺

黄矮根腐病研究进展》、《甘肃省捕食螨类研究

及应用》、《苹果蠹蛾的研究进展》等专题报告。

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之后，大会分“植物病

害”、“害虫、生物防治及抗病性”2 个分会场，

来自相关教学科研单位的 36 位学者和研究生,

分别围绕植物保护领域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

学术交流和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年会召开前，学会理事会根据提交年会的 30

篇论文，组织相关专家开展了优秀论文评选，经

过严格筛选，共评选出优秀论文 13 篇，其中一等

奖 1 篇、二等奖 3篇、三等奖 5 篇、优秀论文奖

4篇。年会期间对评选出的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

并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奖励证书。会前还印制

了《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论文

集》供参会人员交流。

通过本次会议，加强了全省植保科研、教学、

推广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合作与交流，为进一步发

挥学术交流在推进全省植保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更好地为广大植保工作者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与科研合作平台，努力推动我省植物保护事业的

跨越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的成功举办，

会议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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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也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声誉。

（赵峰供稿）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2014201420142014 年学术年会年学术年会年学术年会年学术年会

在福建厦门召开在福建厦门召开在福建厦门召开在福建厦门召开

11 月 5-7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4 年学

术年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会议由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主办，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福建省植物保护

学会协办。本届年会以“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植

保”为主题，邀请福建农林大学谢联辉院士及农

业部种植业司陈友权副巡视员分别做了“绿色植

保，路在何方” 及“我国植物保护事业发展成就

与前景展望”的大会专题报告。大会同时设了植

物病理学论坛、农业昆虫学论坛及化学防治与生

物防治技术论坛三个分会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植

保专家及会员代表共 10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

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金社林研究员、副

理事长王生荣教授、副秘书长刘长仲教授，省农

科院植保所胡冠芳研究员、贾秋珍研究员、何苏

琴副研究员、杜蕙副研究员及青年科技人员郭建

国、牛树君、余海涛、荆卓琼，甘肃农业大学梁

巧兰副教授、尚素琴副教授、杨宝生副教授、杨

顺义副教授和张振粉博士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罗进仓 刘长仲供稿)

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在兰州召开在兰州召开在兰州召开在兰州召开

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在兰州召开。会议由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金社林研究员主持，31 名理事

参加了会议。受理事长陈明研究员的委托，金社

林秘书长向理事会通报了学会近两年的主要工

作，并就召开 2014 年学术年会的相关事宜进行了

商议。

自第九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学会在省科协和

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指导下，在各位理事

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

开展，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1.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邀请国内外知名

专家来我省考察并举办学术讲座交流，组织学会

部分会员和相关人员参加国际国内各种学术会议

和学术交流活动；

2.积极承接中国植保学会安排的各项工作，

认真完成交办的任务，及时上报和下传全国性学

会文件，组织会员参加每年的会议，得到了中国

植物保护学会的充分肯定；

3.按照省民政厅和省科协的要求积极完成提

交学会工作总结，学会活动及收支情况等材料，

参加每年年检等各项工作，并积极参加组织的各

种专项培训；

4.按时出版《甘肃植保通讯》，按照年初制

定的一季度出版一期计划，及时将电子版和纸质

版材料发送给各位理事，在材料收集和通讯出版

方面得到了省植保植检站、兰州大学、甘肃农业

大学等理事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听取学会近年工作情况汇报后，参加会议

的各位理事对学会近几年的工作充分肯定，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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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即将召开的 2014 年学术年会相关事宜及明

年的工作进行了商议。

一、商议确定 2014 年学术年会有关事宜

1.大会对征集到的科技论文全文及摘要，聘

请相关专家进行评选，并印制《甘肃省植物保护

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会议特邀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王振

营研究员向大会做报告，邀请省植保植检站、兰

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等单位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并安排“植物病

害”和“害虫、生物防治及抗病性”2 个分会场

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

二、2015 年的工作安排

1.按照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省科协和省民政

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要求，继续做好日常工作，

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2.鼓励各理事单位积极组织会员参加 2015

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植保大会；

3.积极筹备，承办西北地区植物病理学术研讨

会和第四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与控制学

术研讨会。

4.继续办好《甘肃植保通讯》，希望各基层

单位会员积极踊跃投稿，为《通讯》提供更多的

基层动态。

（赵峰供稿）

第三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与控制第三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与控制第三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与控制第三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与控制

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

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

会、植保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植物病理学

会病害流行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国农业大学

开封实验站承办的第三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

流行与控制学术研讨会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河南省开封市中国农业大学开封实验站

召开。

来自国内外 32 个单位的 91 位代表出席了会

议，会议邀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科尼农

业研究中心骆勇研究员，“973”首席专家、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黄丽丽教授和公益性行业专项首席

专家、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周益林研究员

做特邀报告，15 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学术报告，

报告内容主要涉及玉米、小麦和苹果及热带作物

抗病虫新品种选育、抗性评价、病害流行、病原

菌群体动态及遥感监测预警等多方面内容。

经过积极争取，会议代表通过民主投票决定，

第四届会议将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和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承办。学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金社林研究员、青年科技人员孙振宇、郭

成参加了本次会议。金社林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

为《小麦抗条锈育种和抗锈品种应用》的专题报

告。

(罗进仓供稿)

第十二届全国植物线虫学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全国植物线虫学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全国植物线虫学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全国植物线虫学学术研讨会

在海南海口召开在海南海口召开在海南海口召开在海南海口召开

11 月 7-9 日，第十二届全国植物线虫学学术

研讨会在海南海口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植物病

理学会植物线虫专业委员会、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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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农业、林

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

代表共 240 多人出席会议。大会针对线虫分类与

鉴定、线虫分子生物学、线虫综合防治技术、重

大线虫病害等做了专题报告。学术研讨气氛浓厚，

专家学者就植物线虫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深

入探讨和交流。

我学会会员漆永红助理研究员参加了本次会

议。

（罗进仓供稿）

第十三届国际木霉菌和粘帚霉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国际木霉菌和粘帚霉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国际木霉菌和粘帚霉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国际木霉菌和粘帚霉学术研讨会暨

第二届全国木霉菌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第二届全国木霉菌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第二届全国木霉菌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第二届全国木霉菌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10 月 19-23 日，第十三届国际木霉菌和粘帚

霉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木霉菌学术研讨会在

上海成功举办，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植物

保护学会和中国菌物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全球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 多名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代

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陈捷教

授主持，特邀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 Lorito Matteo

教授、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 Dr.Irina Druzhinina

教授等该领域 10 位国际知名专家做了专题报告。

本届会议出版了论文集，报告交流论文 47

篇，墙报形式展出 43 篇。内容主要涉及木霉菌和

粘帚霉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分类学，木霉菌和

粘帚霉生物防治，木霉菌和粘帚霉基因组学和生

物技术，木霉菌和粘帚霉产品开发与应用等 4 个

方面的内容。我学会会员郭成助理研究员参加了

此次会议，提交了“Study on Biolog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Trichordema rossicum Strain GAU1-X-2

”的论文摘要，并通过墙报进行了展示。

（罗进仓供稿）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草地病害草地病害草地病害草地病害

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2014201420142014 年度总结会议年度总结会议年度总结会议年度总结会议

在海南海口举办在海南海口举办在海南海口举办在海南海口举办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名

誉理事长、兰州大学教授南志标主持的公益性行

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草地病害防治技术研

究与示范”2014 年度总结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来自全国 11 个

高校或科研的项目参加人及研究生 36 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邀请了海南省农业厅黄正恩总农艺师和

会议承办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刘国道副院长

出现开幕式，黄正恩总农艺师介绍了海南省畜牧

业发展状况，刘国道副院长介绍了该院海南省牧

草育种进展，项目首席南志标院士介绍了项目执

行两年来已取得的成绩和 2015 年主要任务。会议

由兰州大学李彦忠教授主持。

各研究任务负责人及研究团队成员分别做了

工作汇报，汇报结束后所有项目参加人对其他参

加人做了打分考核。在讨论环节中大家提出了项

目执行中存在的困难，经集思广益提出了应对措

施，部署了 2015 年工作任务。项目首席做总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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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鼓励大家加强协作，实现资源信息共享，

圆满完成 2015 年的研究任务。

会议最后一天参观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热带

植物资源圃和家畜培育基地。

本项目自 2013 年启动以来，项目成员已在东

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开展的牧草病害普查，

研究了病害检测和防治技术。

（李彦忠供稿）

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国家国家国家国家973973973973 计划项目计划项目计划项目计划项目““““重要牧重要牧重要牧重要牧

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生物学基础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生物学基础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生物学基础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生物学基础””””2014201420142014

年度总结会年度总结会年度总结会年度总结会在在在在海口海口海口海口召开召开召开召开

2014 年 12 月 21-23 日，由我学会名誉理事

长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国家 973 计划项目“重要牧

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生物学基础”研讨会

在海口召开。

出席会议的领导有：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

心李霄处长、兰州大学科研处王志成副处长、海

南省科技厅计划处副东方处长和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孙好勤。科技部 973 计划农业领域咨

询专家有：中国工程院院士荣廷昭教授（四川农

业大学）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家骅教授（西南农

业大学）。项目专家组成员有：北京林业大学卢

欣石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周健民研

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商鸿生教授、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桑涛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赵新全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张建华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曹致中教授和师尚礼教授。

在开幕式上，与会的各位领导做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对过去一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对未

来提出希望。项目首席科学家南志标院士主持了

开幕式，并项目首席科学家南志标院士首先汇报

了项目总体进展，强调了项目组成员围绕“牧草、

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等重要性状形成与变异

的分子机理，牧草、乡土草优异农艺性状的多基

因聚合育种和建立牧草、乡土草、家畜与环境耦

合的草类种质资源评价体系”三个关键科学问题

开展的工作。

在项目研究进展汇报中，各课题负责人及子

课题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所负责的研究内容的工作

进展，其中第二课题组受南志标院士委托，由兰

州大学李春杰教授和田沛副教授汇报了第二课题

在利用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

组学等技术深入研究内生真菌和寄主以及基因多

样性、内生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和内生真菌提高

禾草抗逆的机理等方面开展的深入研究。与会的

领导和咨询专家充分肯定了项目的进展，并对项

目和课题实施过程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

（李彦忠供稿）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AlejandroAlejandroAlejandroAlejandro

CalderCalderCalderCalderóóóón-Urrean-Urrean-Urrean-Urrea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来我省来我省来我省来我省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

11 月 24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Alejandro Calderón-Urrea 教授来我学会挂靠单位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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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科院植保所进行了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New strategies to control plant Parasitic Nem-

atodes：the use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gene prod

ucts and organic chalcones” 学术报告，就 ced-4

和 ced-9 基因的作用机理， chalcones-15 和

chalcones-27 对 南 方 根 结 线 虫

（ Meloidogyne incognita）和 秀 丽 小 杆 线 虫

（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致死作用等做了专

题讲座。

学会理事李敏权研究员，省农科院植保所科

技人员和甘肃农业大学的老师及研究生等参加，

并与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

（罗进仓供稿）

““““农作物病虫害无公害防控技术农作物病虫害无公害防控技术农作物病虫害无公害防控技术农作物病虫害无公害防控技术””””培训班培训班培训班培训班

在兰州举办在兰州举办在兰州举办在兰州举办

11 月 14 日-16 日，我会挂靠单位甘肃省农科

院植保所与省世行贷款小城镇项目办在兰州联合

举办了“农作物病虫害无公害防控技术”2014 年

第二次培训班。来自天水、平凉、庆阳、定西、

张掖、酒泉、白银等地 12 个乡镇的项目办负责人

和植保技术人员 40 余人参加了培训。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魏胜文、省世行

贷款小城镇项目办主任王志民、副主任师建民参

加开班仪式。

我学会会员孟铁男研究员、罗进仓研究员、

李继平研究员及杜蕙副研究员分别就农作物地下

害虫、果树、道地中药材及葡萄病虫害的绿色防

控进行了专题培训。

（罗进仓供稿）

定西市植保站在漳县新寺举办黄瓜根结线虫病定西市植保站在漳县新寺举办黄瓜根结线虫病定西市植保站在漳县新寺举办黄瓜根结线虫病定西市植保站在漳县新寺举办黄瓜根结线虫病

防治技术培训会防治技术培训会防治技术培训会防治技术培训会

11 月 28 日，定西市植保站邀请甘肃省农科

院植保所漆永红助理研究员、河北威远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蒲平同志到定西市漳县新寺

镇指导黄瓜根结线虫病的防治。通过参加此次培

训会广大菜农掌握了根结线虫病的识别、农药选

择和防治。通过厂家和蔬菜协会对接，减少了农

药流通环节费用，菜农防治线虫病农药的投入大

大的减轻。

漳县新寺镇农业科技园区位于漳县新寺镇内

龙川河畔，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灌溉

条件便利、日照充足，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空间大、

势头强。已形成了蔬菜生产区、农业科技服务区

和蔬菜交易市场的蔬菜生产、销售一条龙的科学

发展运营模式。截至 2014 年已建成日光温室大棚

1651 座，1300 多亩。生产的蔬菜有黄瓜、西红柿

和辣椒等，其中生产的黄瓜甘甜可口，远销全国

各地。由于连作等因素，根结线虫病在该地发生

越来越重，对菜农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减

少因根结线虫引起的损失，在漳县植保植检站、

园艺站和新寺镇政府的大力配合下，市植保站组

织邀请了有关专家、公司负责人来指导菜农科学

的识别、选药防治线虫病。漆永红助理研究员制

作的 PPT 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线虫的先进防治技

术，结合我市实际如果能做好植物检疫、农业防

考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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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五道关卡的

关键性防治措施，黄瓜根结线虫病就会得到控制。

蒲经理对公司生产的 10%噻唑磷颗粒剂、2%阿维

菌素微胶囊剂如何防治线虫病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还发放了我站编写的黄瓜根结线虫病防治措

施宣传单。

（定西市植保植检站 陈爱昌供稿）

学会副秘书长李彦忠教授等考察学会副秘书长李彦忠教授等考察学会副秘书长李彦忠教授等考察学会副秘书长李彦忠教授等考察

定西地区牧草加工企业定西地区牧草加工企业定西地区牧草加工企业定西地区牧草加工企业

2014 年 11 月 12 日兰州大学李彦忠教授、沈

禹颖教授、杨惠敏教授、郭正刚教授、郭旭生教

授、唐增副教授等一行 6人考察了定西市安定区

著名牧草加工企业甘肃民祥牧草有限公司，参观

了牧草加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了解了牧草

的原料采购、加工、销售各环节，就企业发展中

存在的难题提出了意见或建议，达成了 2015 年开

展合作的意向。安定区农牧局薛建军局长介绍了

安定区牧草发展规划。

考察中李彦忠教授注意到该企业收购的饲草

上病害发生严重，提出苜蓿褐斑病、玉米大斑病

等一些病害产生的真菌毒素影响家畜的生长与繁

殖的问题。企业要求委托兰州大学开展相关研究，

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祁旭升教授已在该企业开

展苜蓿青贮加工试验多年，已取得了成功。苜蓿

青贮可提供苜蓿的高效利用，减少了苜蓿刈割后

晾干难的问题，便于农民边采收边销售，提高了

农民种植苜蓿的收益。

（李彦忠供稿）

全国农技中心专家组赴甘肃省调查全国农技中心专家组赴甘肃省调查全国农技中心专家组赴甘肃省调查全国农技中心专家组赴甘肃省调查

小麦条锈病秋苗期发生情况小麦条锈病秋苗期发生情况小麦条锈病秋苗期发生情况小麦条锈病秋苗期发生情况

为掌握小麦条锈病秋苗期发生情况，分析预

测明年发生流行趋势, 在各地植保部门调查的基

础上，11 月 16 日至 21 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组织甘肃、宁夏、青海、湖北等 4省（自

治区）植保部门和农科院植保所专家，对我省平

凉、天水、定西、临夏等市（州）小麦条锈病常

年重点发生区域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今年我省小麦条锈病秋苗期发病程度是近年来较

轻的一年，但发病范围较广，局部早播麦田普发，

菌源量较大。若今冬明春气候适宜，明年小麦条

锈病将中度发生，局部地区有偏重发生的可能，

对我省小麦生产安全依然构成一定威胁。

一、发生情况

据冬麦区各地植保部门调查，截止 11 月 21

日，全省冬小麦秋苗期条锈病总体为中度偏轻发

生，发病面积为 193.78 万亩，较去年同期的

376.37 万亩减少了 182.59 万亩，减幅 48.5%，较

发病较轻的 2007 年和 2012 年同期分别减少了

40.31 万亩和 67.36 万亩。其中，天水市发生 55

万亩, 同比减少了32.5万亩，平均病田率28.2%，

同比减少了16.6个百分点，发病田病点率11.5%，

同比减少了 10 个百分点，平均普遍率 0.18%，同

比减 0.05 个百分点，严重度 5-20-60％。浅山、

半山以发病中心为主，高山区零星发生。发生程

度是 2000 年以来最轻的一年；陇南市发生 27.4

信息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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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 同比减少了 24.6 万亩。海拔 1600 米以上

区域为单片病叶至发病中心阶段。发病较重的礼

县平均病田率 42.9%，发病田平均病点率 24.8%，

普遍率 0.06%，最高 1.25％，严重度 10-40-60％。

西和县平均病田率 58.5％，发病田平均病点率 40

％，平均普遍率 0.0015％,严重度 20-40％。武都、

文县海拔 1800 米以上高山区病田率为 25％，较

去年同期下降 10 个百分点，发病田平均病点率

14.5％、平均普遍率 3.8％，亩均发病中心 3个，

个别田块普遍率最高达 8.9％，严重度 5-20％。

白龙江、白水江流域海拔 1600 米以下区域及康

县、徽成盆地目前尚未发病。总体属中度偏轻发

生年份；平凉市发生44.8万亩，同比减少了68.94

万亩，平均病田率 22.3%，同比减少了 52.9 个百

分点，发病田平均病点率 9.5%，平均普遍率

0.0014%，亩均发病中心0.7个，严重度5-40-80%。

发生较重的庄浪县平均病田率 53%,发病田平均

病点率 13.8%，普遍率 0.013%，严重度 5-20-80%,

亩均发病中心 7.54 个，最大发病中心 1m2 内有病

叶 85 片；庆阳市发生 7.5 万亩，同比减少了 49

万亩，平均病田率 4.18%，仅在镇原县部分乡镇

查到少量发病田块，发病田平均病点率 1.1%，大

部分为零星单片病叶，个别田普发，普遍率最高

5%，严重度 5-20-60%；定西市发生 29.68 万亩，

同比增加了 1.58 万亩,平均病田率 45.77%，发病

田平均病点率 14.51%，平均普遍率 0.74%。除岷

县外各县（区）均有发生，通渭、临洮和陇西发

生较重，临洮县发生较重的玉井镇岚观坪村平均

病田率 67%，平均普遍率 2.74%，平均严重度 40%；

临夏州发生 29 万亩，同比增加 4 万亩，平均病田

率 85%，同比增 20 个百分点，但总体发病程度轻

于往年同期，川塬区苗龄较大，叶片密度大，普

遍率较高，山阴区普遍率较低；甘南州仅在舟曲、

临潭、迭部三县发生 0.4 万亩。临潭县冶力关、

王旗等部分乡镇发生较重，平均普遍率

5.9-8.8%，严重度 5-20-80%。

据专家组在静宁、庄浪、麦积、秦州、甘谷、

陇西、临洮、康乐、和政、临夏等 10 县（区）15

个乡镇 17 个村 44 块麦田调查，调查面积 63.1

亩，平均病田率为 20%-100%，平均病点率为

19.4-100%。从调查结果来看，今年小麦条锈病秋

苗期总体发生程度轻于去年及常年，但局部地方

普遍率较高、发病较重，如甘谷县白家湾乡宋家

岔村、临洮县衙下镇董家寺村、康乐县苏集镇马

寨村、和政县达浪乡达浪村和松鸣镇科托村、临

夏县尹集镇新寨村和麻尼寺沟乡赵家村，均查到

部分条锈病普发田块，平均普遍率达 2%，最高达

21.7%。

二、发生特点及原因分析

今年秋苗期我省小麦条锈病发生特点：一是

显病时间晚。据各地监测，今年秋苗期小麦条锈

病发病时间较常年推迟一周左右，如天水市各县

区显病时间在 10 月 26—28 日前后，较正常年份

推迟 7—13 天。二是发病范围广。冬麦区 7个市

州除庆阳市仅在个别县区查到条锈病外，其他市

州大部分县区均有发病，与去年同期相比，虽然

发病面积减少幅度较大，但大部分区域均有不同

程度发生。三是发病程度较轻。以临近核心越夏

区和早播的麦田发病较重，发生面积是 200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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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最少的一年，总体发生程度较轻，接近发生较

轻的 2007 年和 2012 年同期。

今年秋苗期小麦条锈病发病较轻的原因：

一是越夏菌源量小。今年越夏期间干旱少雨、

气温偏高，小麦条锈病越夏范围小，发生程度轻，

越夏菌源量是近年来最少的一年。全省自生麦苗

条锈病发生面积仅 7.5 万亩，较上年减少 17.5

万亩，减幅 70%。发病程度明显轻于上年及常年，

属偏轻发生年份。

二是小麦播期普遍推迟。由于秋播期间适逢

连阴雨，小麦播种普遍推迟约 7-10 天左右，部分

小麦冒雨播种，播种质量较差，导致冬前小麦苗

龄偏小、分蘖少、长势弱，麦苗群体密度小于往

年，寄主条件不利于条锈病菌侵染和扩散。

三是气候条件不利。今年秋季冬麦区大部气

温明显偏低，如陇南市 11 月上旬平均气温 5.1

℃～11.0℃，较历年偏低 1-1.9℃，降水相对偏

少，且时空分布不均，对小麦秋苗条锈病侵染和

扩散抑制作用较大。

四是秋播药剂拌种措施到位。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全省完成秋播拌种面积 736 万亩，占播种面

积的 95%以上。秋播药剂拌种措施的全面落实，

推迟了秋苗期条锈病的发病时间，减轻了发生程

度。据临夏州调查，实施药剂拌种的平均病田率

为 28.3%，普遍率 0.5-1%，未拌种田平均病田率

100%，普遍率 3-24%。

三、2015 年发生趋势

据各地气象部门预报，冬季（12-2 月）天水、

陇南、庆阳降水比常年正常略偏多，平凉正常略

少。各地平均气温正常略偏高。明春（3-5 月）

降水除陇东和中部部分地方正常略少外，其余各

地正常略多，其中，陇南大部分地方偏多 1-3 成。

第一场≥10 毫米降水出现日期正常。陇东有春

旱，第一场好雨将在 5 月上中旬出现，较历年同

期稍偏晚。春季平均气温正常略高或偏高，无春

寒、倒春寒，但有低温时段。气象条件对小麦条

锈病菌安全越冬有利，对春季发生流行无明显不

利。据天水市 2013—2014 年小麦品种抗锈性观察

圃监测，40 个小麦主栽品种中，中感及高感品种

占 67.5%，感病品种种植面积较大。

结合秋苗期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综合分析预

测：预计明年我省小麦条锈病将中度偏轻至中度

发生，局部地区中度偏重发生。其中，天水、临

夏、定西将中度发生，天水渭河以南部分区域及

高山晚熟麦区、临夏部分区域中度偏重发生，陇

南、平凉、庆阳中度偏轻至中度发生，甘南中度

偏轻发生。流行盛期陇南、天水及甘南局地将出

现在 4 月下～5 月中旬，平凉、庆阳将出现在 5

月中旬～6 月上旬，临夏、定西及甘南晚熟麦区

将出现在 6 月下～7 月中旬。发生面积约 350 万

亩左右。

（甘肃省植保植检站供稿）

蚕豆使用种衣剂效果好蚕豆使用种衣剂效果好蚕豆使用种衣剂效果好蚕豆使用种衣剂效果好

临夏州农科院从2012年开始，开展了“蚕豆

种衣剂研究与示范推广”项目，经过近三年的试

验研究，摸清了春蚕豆病虫鼠害种类主要有根腐

病、赤斑病、褐斑病、蚜虫、蚕豆象、根瘤象、

地老虎、金针虫、蛴螬、中华鼢鼠和仓鼠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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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蚕豆主栽品种临蚕6号使用蚕豆种衣剂合理

包衣浓度为药种比1﹕200，使用蚕豆种衣剂能增

加蚕豆种子活力，显著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出苗率，

种子发芽率比CK提高8.3%-12.3%，种子出苗率比

CK提高5.9%-9.5%；研究证明种衣剂包衣与磷化铝

熏蒸具有相同效果：即对蚕豆粒内的蚕豆象都具

有显著的杀灭作用；蚕豆经种衣剂包衣后密封贮

藏180d，对蚕豆活力有明显促进作用；筛选出杀

虫型种衣剂47%丁硫克百威乳剂、病虫兼防型种衣

剂35%多福克乳剂和杀菌型种衣剂70%和噁霉灵粉

剂三种，田间应用增产率分别达19.7%、18.0%和

11.0%；在临夏、和政、康乐、积石山等县进行了

大面积示范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项目研究达到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临夏州农科院 张廷礼供稿）

定西市植保植检站省列星火项目定西市植保植检站省列星火项目定西市植保植检站省列星火项目定西市植保植检站省列星火项目

通过省级验收通过省级验收通过省级验收通过省级验收

2014 年 11 月 7 日，受甘肃省科技厅委托，

定西市科技局邀请有关专家组成验收专家组，对

定西市植保植检站承担完成的甘肃省星火计划项

目《马铃薯种薯病虫草全程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推广》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

该项目技术路线合理，资料齐全，数据翔实，经

费使用合理，超额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各项任务

指标，在马铃薯病害病原方面有新发现，在防治

技术方面有创新，同意通过验收。

马铃薯种薯生产是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重中之重。由于种植马铃薯的效益明显好于其它

农作物，种植马铃薯种薯效益更为显著，重茬现

象非常普遍，因此病虫草害发生种类多，危害重。

2012 年经定西市植保植检站申请立项，省科技厅

下达了《马铃薯种薯病虫草全程防治技术研究与

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期限为 2012—2014 年。

在项目主持单位市植保站和七县区农技中心

（植保站）的配合下，通过 30 项次试验研究，取

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和一些具有先进性的突破性

技术成果。形成了马铃薯晚疫病预测预报技术规

程、马铃薯晚疫病综合防治技术规程和马铃薯病

虫草全程防治技术 3个规程。在国家级《植物病

理学报》等期刊发表文章 12 篇。

三年累计开展技术培训 207 场次，培训种植

户 12162 人次，发放各种资料 12600 份。累计示

范推广马铃薯种薯病虫草全程防治技术 116.40

万亩，种薯亩增产 520.76 公斤，新增总产值

64812.93 万元，新增总纯收益 54510.08 万元，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定西市植保植检站 陈爱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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