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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 正确的土壤准备
是影响土壤熏蒸效果的最重
要因素。整地不好，将影响
土壤消毒效果。要确保无作
物秸秆，无大的土块，特别是
要清除土壤中的残根。因为
绝大多数熏蒸剂不能穿透作
物的残根，而杀死残根中的
病原菌。这样的话会导致消
毒效果不好而成为新的传染
源。

土壤疏松深度 35厘米
以上。保持土壤的通透性将
有助于熏蒸剂在土壤中的移
动，从而达到均匀消毒的效
果。

土壤温度 土壤温度对
熏蒸剂在土壤中的移动有很
大影响，也影响土壤中活的

“生物体”。适当的土壤温度
有助于熏蒸剂的移动。如果
太冷，熏蒸剂移动较慢；如果
太热，熏蒸剂则移动加快。

理想的温度是让靶标生物处
于“活的”状态，以利于更好
地杀灭。通常理想的土温是
在15厘米处，15℃~20℃。

土壤湿度 适宜的土壤
湿度能确保杂草的种皮软
化，使有害生物处于“生长
的”状态，有充足的湿度可以

“活化”熏蒸剂，如威百亩和
棉隆。此外，湿度有助于熏
蒸剂在土壤中移动。一般土
壤湿度应在60%左右。

塑料薄膜 由于熏蒸剂
对不同的塑料布的穿透性有
很大的差别，因此薄膜的质
量显著影响熏蒸的效果。推
荐使用 0.04 毫米以上的原
生膜，不推荐使用再生膜。
如果塑料布破损，需要用宽
的塑料胶带进行修补。当前
最有效的塑料膜是不渗透
膜，可大幅度减少熏蒸剂的
散发和用量。

在麦田除草方面，以
下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盲目施药，
不能对症下药
每种除草剂有其杀

草谱，使用时应根据田
间杂草种类来选择杀
草谱适宜的药剂。在
不了解杂草种类的情
况 下 ，盲 目 选 购 除 草
剂，只会起到事倍功半
的效果。

用量过大，
造成小麦药害
除草剂是在小麦与

杂草之间进行选择性杀
除，其选择性是有剂量
限度的，不是用量越大
越好，超过其安全剂量
就会影响小麦产量。

使用时间偏晚，
影响药效

小麦出苗时杂草就
开始出土，在冬前达到
第一个出苗高峰，这部
分杂草对小麦的危害远
大于冬后出土的杂草，
而且这部分杂草冬前防
治，因叶龄小、长势弱，
不需要高剂量除草剂就
可有效控制。但我国大
部分地区，农民用药习
惯是冬后小麦返青期喷
施除草剂，此时，冬前出

苗的杂草叶龄已经较
大，需要较高的剂量才
能杀除。

单一使用，
造成杂草群落演替
连年使用同一种或

同一类药剂，杂草抗药
性增强，也导致难治杂
草种群密度加大，使麦
田杂草群落演替加剧，
防治难度增加。
禾本科杂草防控不利，

造成减产
目 前 缺 乏 杀 草 谱

广、安全、高效的针对禾
本科杂草的除草剂品
种，导致麦田禾本科杂
草种群密度增加。解
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
杂草监测预警，在施药
前掌握田间杂草种类
及发展动态，根据杂草
种类选择药剂；在施药
时间上，改春季喷施为
秋季小麦分蘖期前喷
施；施药方法上，做到
安全合理施药，不超量
用药，不重喷漏喷；使
用不同作用机制的除
草剂轮换使用和杀草
谱不同的药剂混用；强
化对靶药剂的研发、筛
选及相关配套技术研
究。 （李香菊）

入春以来，扬州四
季园、石塔等大型农贸
市场出现一种长在塑料
盒子里的芽苗蔬菜，新
鲜绿色还能边吃边养，
受到消费者青睐。

“活体蔬菜”发明者
丁存明是扬州大学园艺
植保学院的一位教师，想
到这么“卖菜”，源自于前
不久的“毒豆芽事件”。
丁存明介绍，市场上出售
的豆芽菜或多或少在培
养过程中都使用了添加
剂，而这种长在塑料盒中
的芽苗蔬菜，完全靠自来
水和植物种子的本身营

养来完成生长，与传统去
根芽苗菜相比，这种“活
体蔬菜”全植株都可食
用。

丁存明尝试了十几
类种子，目前空心菜芽
苗菜、油葵芽苗菜、有
根黄豆芽、有根绿豆芽
的培育技术已完备，其
食品安全性也明显提
升：199 种农药残留均
未检测到。“活体蔬菜”
在冰箱冷藏 3～5 天仍
能保持活体新鲜状态，
吃不完就养着，始终保
鲜。

（中国水果蔬菜网）

笔者下乡采访，发现有块麦田长满杂草，问及
群众说是这家麦田的主人不在家，打工去了，麦田
没有喷施除草剂。于是我把这块麦田拍下来，想
告诉大家，麦田除草剂用与不用不一样。

张超 摄

土壤病虫害
“熏蒸”应对很管用

近年来，由于多年连茬种植、缺少轮作，许多地方的高附加值作物种植基地土壤病
虫害日趋严重，大幅度影响作物产量和品质，成为最让种植户头疼的问题之一。土壤
熏蒸（消毒）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怎样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好这一技术，且听这
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农药室主任曹坳程的详细讲解。

土壤消毒（也叫土壤熏蒸）是近年来
新兴的一种高效病虫草害防治技术，在国
外已得到广泛应用。为什么要给土壤消
毒？曹坳程告诉记者，连续多年种植的土
壤中，容易滋生大量有害细菌、真菌、病
毒，还有根结线虫、地下害虫、杂草等，很
难防治。土壤消毒能有效杀灭土壤中的
多种有害生物，很好地解决重茬和土传病
害、线虫等防治难题，并显著提高作物的
产量和品质，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
效措施。

曹坳程介绍说，常用的土壤消毒技术
有物理消毒、化学消毒和生物熏蒸三大
类。物理方式包括太阳能消毒、蒸汽消
毒、热水消毒等。生物熏蒸技术通过多施
有机肥，加入秸秆、稻秆，旋耕后加上塑料
布提高温度，生成氨杀灭土壤病原菌和线
虫。

其中，化学方式是最稳定、最能保证
效果的。化学消毒将熏蒸剂注入土壤中
发挥消毒作用，熏蒸剂可以均匀分布到土
壤的各个角落，并且绝大多数会在土壤中
分解、挥发掉，在发达国家已经经过多年
的验证，使用后代谢产物多会被吸收利
用，不会造成残留。

“不过，土壤熏蒸要比喷雾技术复杂
得多，喷雾的介质是空气，而土壤的理化
特性和含水量都不一样，要让药剂在土壤
中分布均匀很多时候要借助专业的机械
来完成。”曹坳程说。

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土壤消毒会不
会把有害的和有益的生物都一并杀灭了？
曹坳程说，我们对比试验发现，土壤消毒后
的植物长势比没有经过土壤消毒的要好很
多，抵抗力也大为增强，也有利于菌根的生
长，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土壤消毒目前在我国应
用情况如何？曹坳程回答，
土壤消毒在国内刚刚起步，
应用比例还不到0.1%，在山
东、北京、河北等地已经有
规模应用，主要用于草莓、
生姜、西瓜、芦笋等高附加
值经济作物上。

如果条件许可，采用轮
作特别是水旱轮作可以有效
防治土传病害。但轮作在许
多地方难以实现，因为高附
加值作物经济价值高、投入
成本大，农民舍不得与低附
加值作物轮作。土壤消毒的
前景非常好。以美国加州为
例，用量最大的20多个农药

品种中，10多种是天然物质
如矿物油、硫磺等，6种是熏
蒸剂，4种是除草剂。而我
国用量最大的20种农药，有
10种是杀虫剂，5种是杀菌
剂，5种是除草剂。事实上，
土壤熏蒸做好了，可以大大
减少土壤有关的病害，减少
后期用药。日本每年氯化苦
的用量为1万吨左右，而我
国每年用量目前仅3000吨，
所以说发展潜力很大。

土壤消毒的成本高不
高？根据病虫害发生的轻重
情况，土壤消毒的成本从
1000~3000 元不等。“农民
开始接受这项技术比较难，

会觉得成本那么高，操作起
来那么麻烦，但一旦见到效
果就很容易接受，因为它
的投入产出比至少能达到
1∶5，从技术可行性和经
济效益上可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了。现在在山东安丘等
地的生姜种植上，土壤消毒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
到农民的广泛认可。”

值得提醒的是，土壤消
毒后处于一个生物真空状
态，有两个月的危险期，要
特别注意预防病菌的再次侵
染，在农事操作和保持水源
的洁净上要格外注意。

（王腾飞）

土壤消毒方式多种多
样，要根据病虫害发生情
况、土壤条件等因地制宜选
择施药方式。病虫害发生
较轻的时候，用太阳能等物
理方式或者撒石灰氮消毒
就可以，防效可达到50%~
60%。如果病虫害中等发
生，可以用生物熏蒸加物理
方式。病虫害发生比较严
重的情况下，就得用化学消
毒了。

据了解，常用的化学熏
蒸剂有甲基溴、氯化苦、威百

亩、棉隆、二甲基二硫、碘甲
烷和福尔马林等。其中，甲
基溴（溴甲烷）是国际上公认
的土壤熏蒸效果最好的，也
是应用最广泛的药剂，但因
其具有破坏臭氧层的作用，
各国均在逐步淘汰甲基溴，
我国将在今年将其全部淘
汰。

除了溴甲烷，不同种类
的化学熏蒸剂该如何选择
呢？曹坳程打了一个形象
的比喻说，棉隆是个“三好
学生”，病虫草害都管。氯

化苦是“特长生”，对病害有
特效。棉隆和威百亩农民
朋友可以自己施用，如果土
壤湿度大、有机质含量高，
黏性土壤，建议使用棉隆；
如果有滴灌的话，建议用威
百亩采用滴灌施药法，既省
事又省力。氯化苦毒性较
高，需要通过专业的公司来
实施。

因为很少有药剂能达到
溴甲烷的宽广效果，所以需
要将熏蒸剂混配使用以取得
更好的效果。

破解土传病害防治难题 选择哪种方式要因地制宜

投入产出高发展潜力大

哪些因素影响熏蒸效果？

除草剂用与不用不一样

麦田除草有误区
你中招了吗 ？

前沿

扬州：

无农药“活体蔬菜”受青睐
完全靠自来水和种子本身营养实现生长

喷施除草剂后的麦田没有喷施除草剂的麦田

温汤浸种 使用 55℃温水浸
泡种子并不断搅拌，随着温度降低
加入热水使水温稳定在 53℃～
56℃，维持15～30分钟，防治种子
传带的真菌性病害。

酸处理 使用1%盐酸溶液或
1%柠檬酸溶液浸泡种子40～60分
钟后用清水洗净，防治种子传带的

细菌性病害。
碱处理 使用 10%磷酸三钠

溶液或2%氢氧化钠溶液浸泡种子
30分钟后用清水洗净，防治种子传
带的病毒病。

还可以选择亮盾(甲霜灵+咯菌
腈)、卫福(萎锈灵+福美双)、吡唑醚
菌酯等农药进行拌种或浸种。

熏蒸后的种植时间 天气冷、
湿时，应增加敞气时间；天气热、燥
时，可减少敞气时间；高有机质土壤
应增加敞气时间；黏土比砂土需要
更长的敞气时间。

田园卫生及管理 土壤灭虫之
后，避免病虫害的再引入至关重
要。避免将塑料布上未消毒的土壤
带入消毒的田中，避免消毒后再旋
耕。

种子处理 为了避免土传病害

传入已处理过的土壤中，应当从种
子开始。首先应根据本地蔬菜病虫
害的发展情况，选用适宜的抗病品
种。播种前进行种子消毒。

农具及鞋的清洁 在熏蒸处理
过的地块中使用机械和工具之前，
要去除鞋子、机械和工具上粘附的
土壤，特别是在种植的时候。当土
壤处理后移走防水布时，小心不要
将未处理的土壤带入消毒过的土
壤。（王腾飞）

推荐的种子消毒技术

土壤消毒后注意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