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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小麦黏虫
从了解习性开始稻田除稗有特效 易产药害悠着用

二氯喹啉酸是防除稻田稗草的特效选择性除草剂，主要通过抑制稗草的生长点，使其心叶不能抽出，从而
达到防除稗草的目的。在很多稻区该除草剂已施用多年，其施用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据农技部门调查，
随着稗草对该药抗性的增加，一些地方任意加大剂量，加之施用二氯喹啉酸时的天气、温度、秧苗素质、施用
不当等因素影响，药害时有发生。

生产提醒

专家提醒

草铵膦有市场
想介入须谨慎

资料图片

据调查，稻田施用二氯喹啉
酸产生药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①施药偏早。
因为水稻的栽培方式不同，

二氯喹啉酸的施用时期也应有
所不同。秧田、直播田必须在秧
苗 2 叶 1 心期以后用药。移栽
稻、抛秧稻可以见稗喷药，最佳
用药时期为2～3叶期。水稻制
种田不要施用该类药剂，施用后
容易造成花期不遇。在生产上
有些农户抓不住用药适期，结果
造成药害发生。如在稻苗1叶期
以前，即使按常规用药量施用，
也容易发生药害。有的在2叶1
心期前施药，施药后15天秧苗叶
色变深，心叶从叶鞘开始纵向卷
曲形成葱管叶，新生叶必须冲破
葱管叶才能长出，而且新生出来
的叶片也不能正常生长，一般要
长出2～3片叶后秧苗才能恢复，
药害重时新生叶不能生出，最终
在秧田死亡。

需要着重提醒的是，浸种、
露芽种子、秧苗2.5叶期前以及
水稻分蘖期、孕穗扬花期，切勿
施用二氯喹啉酸（盐）。

②药量过大。
在施药适期内超量用药，尤

其是在稻苗4叶期以前超量用药
易发生药害，一般来说50%二氯
喹啉酸（盐）在直播田、秧田施用
每亩 30～40克，是最佳用药时
期（稗草2.5～3叶期）的用药量，
要对足水量，一般为 30～45公
斤，不能低于 30公斤。36%二
氯·苄可湿性粉剂推荐用量为每
亩60克。

部分田块由于草龄较大，有
的农户将二氯喹啉酸的每亩用
量增大到90～120克，很容易对
秧苗造成药害。药害一般在施
药后 10～15天表现出来，持续

15～20 天，症状也是形成葱管
叶，但叶色比前期略淡，新生叶
不易冲破葱管叶。值得注意的
是，在施用时，药剂必须充分溶
解，要做到充分搅拌，防止药效
不均匀，喷雾要均匀，做到不重
喷、不漏喷。

③品种敏感。
不同的水稻品种对二氯喹

啉酸的敏感性有差异，一般常规
稻比杂交稻敏感，稻苗根系不发
达的比根系发达的敏感。

④天气影响。
安全施用二氯喹啉酸，必须

考虑实际苗情，注重天气因素。
弱苗、地膜覆盖的嫩苗由于抵抗
恶劣环境能力较差，必须进行炼
苗，使之壮苗后再施用该药；气
温低于20℃，水稻苗生长缓慢，
植株对二氯喹啉酸分解能力差，
增加了施用该药剂的风险；同
样，在高温天气条件下施药，也
容易对稻苗产生药害。

⑤田间管理不到位。
在施用二氯喹啉酸除草之

前，要排水至浅水层或湿润泥土
状，药后2～3天放水回田，并保
持2～3厘米浅水层5～7天，以
后恢复正常的田间管理。不少
农户在施用该药时田间管理马
虎，水层深度超过7厘米，并长期
深灌水，或者在用药前田水太
浅，这样都易造成药害。

⑥弥雾机喷药药液浓度过
大。

为保证药物充分稀释，喷施
二氯喹啉酸一般要求用手动喷
雾器喷雾，每亩加水30公斤。如
果采用弥雾机喷药，每亩用水量
只有 10～15公斤，药液浓度较
大，施药后10天左右秧苗会矮
缩、停止生长、叶色变深，田间会
出现葱管叶，如果不及时补救，
秧苗在短期内不能恢复。

“不少消费者错误地认为，
有农药残留就等同于不安全，甚
至故意选择‘虫眼菜’。”复旦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说，
这其实是混淆了“农药残留”和

“农残超标”的概念。
农业生产中病虫草害经常

发生，必须用农药进行防治，即使
有机农业也要使用天然生物农
药。农药残留是施用农药后的必
然现象，因而几乎所有农产品都
可能含有农药残留。中国农产品
是，发达国家农产品也是。

农药的危害性与残留剂量
是有直接关系的。“只要农药残
留在国家标准范围内，农产品就
是安全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副主任顾宝根说，农残

标准是根据农药药剂的毒性、农
药实际残留量和人们的饮食结
构，通过风险评估技术计算出来
的极限安全值，而且还要再加上
100倍的安全系数。如果农药理
论安全残留值是每千克1毫克，
那么最后定的标准是每千克
0.01 毫克，追求的是绝对安全。
所以，农残即便有一定量的超标
也未必就会产生危害。

“离开剂量和接触时间去谈
农残毒性不科学，含有致癌物质
不等于一定‘致癌’，需要明确区
分清楚接触多长时间、有多大
量。”厉曙光说，比如，即使按照
2015 年央视曝光的草莓中乙草
胺最高值计算，每天都吃1公斤
草莓也不碍事。

来自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的信息显示，2014
年，我国蔬菜水果农残合格率是
96.3%，畜禽产品是 99.7%，水产
品是 95%。欧盟食品安全委员
会 2015 年 5 月蔬菜水果农残检
测结果是 97.3%，我国 2015 年第
二三季度蔬菜水果农残检测结
果是 97%，与之相近。近年来，
甲胺磷、对硫磷等禁用农药基本
没有检出；氧乐果、克百威等限
用农药的检出和超标的次数也
大大降低，已不是造成蔬菜不合
格的主要原因；检出值也逐步降
低，虽然仍有部分蔬菜有农药残
留检出，但普遍检出值并不高，
基本都低于限量值。

“人们往往喜欢比较我国与

欧美发达国家的农残标准，这是
缺乏科学性的。”顾宝根认为，因
为农药残留标准往往是某些发
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工具，标准值
未必科学。而我国制定农药残
留标准主要考虑安全，很少涉及
贸易保护问题，标准尽可能与国
际食品法典标准(而不是欧美日
标准)接轨，有的标准比发达国家
低，但有的比发达国家高。如新
农药甲氧虫酰肼我国在甘蓝中的
标准为2毫克/公斤，而美国和日
本的为7毫克/公斤；马拉硫磷是
老农药，我国在柑橘、苹果、菜豆
中的标准为2毫克/公斤，在糙米
中为 1 毫克/公斤，在萝卜中为
0.5 毫克/公斤，均低于美国 8 毫
克/公斤的标准。 (华农)

随着农药百草枯被
禁用，草甘膦抗性杂草
问题日益严重，草铵膦
作为全球第二大转基因
作物耐受除草剂，成为
2016年农药行业的必争
当家产品。但不少相关
企业、行业专家认为，草
铵膦市场刚性需求增
加，但原药价格一路下
滑挫伤信心，生产工艺
关键技术尚未解决，草
铵膦虽热，但应谨慎介
入。

据了解，草铵膦由于
工艺复杂、生产受限，吨
价曾一度高达30万元。
近两年，草铵膦产品呈
现井喷式增长。至今，
中国登记草铵膦相关产
品160种，其中超过一半
是2014年以后登记的产
品，生产企业也从原先
的 5 家发展到 120 家。
除已经获批的登记产品
以外，据消息人士透露，
2013～2015 年 ，有 近
200 个公司的 400 多个
草铵膦相关产品获批进
行田间药效试验，在未
来几年期待在这一市场
中分得一杯羹。

产能方面，拜耳作物
科学、浙江永农等纷纷
扩大产能，新起之秀如
利尔化学、江苏辉丰、河
北威远等也来势汹汹。
一时间竞争趋向白热
化，草铵膦吨价跌破17
万元，行业走向扑朔迷

离。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

教授级高工张一宾表
示，目前草铵膦关键技
术问题还没解决，这导
致价格居高不下，远高
于百草枯等产品，这将
是推广中的瓶颈。

四川利尔作物科学
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丰预
计，百草枯退市后，相比
麦草畏等替代产品，草
铵膦更具大规模推广优
势。

永农生物科学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崇锋介
绍，今年草铵膦价格下
跌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市
场信心，另一方面，市场
容量刚性增长为行业带
来了机遇。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
副总经理俞世能表示，
产品质量是赢得草铵膦
市场的关键，而在制剂
方面，未来复配是趋势，
草铵膦与草甘膦等产品
的复配将有助于抗性杂
草管理。

查阅中国农药信息
网，草铵膦复配制剂较
少，仅有氧氟·草铵膦、
乙羧·草铵膦等少数复
配产品。中国农业科学
院植保所研究员李香菊
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
草甘膦·草铵膦复配产
品正式登记，但美国已
有相关产品专利。

（资导）

小麦黏虫繁殖力极
强，想要将其彻底消灭非
常困难，这让广大农民朋
友头疼不已。想要消灭
小麦黏虫，首先要掌握其
生活习性，然后采取科学
的防治方法方能奏效。

小麦黏虫成虫具有
远距离迁飞的习性，春季
由南方向北逐渐迁移为
害，秋季又由北迁飞回南
方为害。我省一年发生
3～4代，成虫昼伏夜出，
黄昏时觅食。成虫对灯
光、糖醋液有较强的趋
性。

雌虫产卵趋向黄枯
叶片，在玉米苗期卵产在
叶片尖端，成株期产在穗
部苞叶或果穗花丝等处，
形成纵卷条状卵块，每个
卵块 20～40粒，多者达
200～300粒。每头雌虫
一 生 产 卵 1000～2000
粒。小麦黏虫喜好潮湿气
候，相对湿度75%以上，
温度23℃～30℃有利于
成虫产卵和幼虫存活。

幼虫有 6 个龄期，
1～2龄幼虫多隐藏在作
物心叶，取食叶肉，只残
留表皮。3龄后将叶片
咬成不规则缺刻，密度大
时能将叶片吃得仅留下

叶脉。4龄后幼虫具假
死性并进入暴食阶段，大
发生时有群集转移为害
的习性。幼虫老熟后停
止取食，爬入3～4厘米
的土层中作土茧化蛹。

针对小麦黏虫的这
些生活习性，宜采取这些
防治方法：

方法一：百株幼虫
10头或每平方米5头时
需防治，选用 90%晶体
敌百虫 1000～1500 倍
液，50%马拉硫磷乳油
1000～1500倍液。

方法二：90%晶体敌
百虫加40%乐果乳油等
量混合液1200～1500倍
液喷雾，或 4.5%高效氯
氰菊酯2000～3000倍液
均匀喷雾，或25%灭幼脲
三号500～600倍均匀喷
雾 ，或 25% 敌 马 乳 油
50～80毫升，兑水 15～
30千克均匀喷雾。

方法三：在三龄前选
用25%灭幼脲三号悬浮
液 500～600倍液，40%
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或
40%毒死蜱乳油，4.5%
高效氯氰菊酯 1500～
2000 倍液或 2.5%高效
氯氟氰菊酯2500倍液进
行喷雾防治。（王海方）

二氯喹啉酸

热议

农药残留≠农药超标

当前，稻田施用二氯喹啉
酸产生药害比较普遍，生产上
必须认真对待。

一是掌握在适期安全用
药。

稻田施用二氯喹啉酸一
般掌握在2叶1心期后，在秧
龄差距较大的直播稻田，为防
止对弱势小苗的伤害，用药适
期应适当推迟，以3叶期为宜，
在这个阶段因用药推迟，可能
导致草龄偏大，用药量也应相
应增加。如施用36%二氯·苄
可湿性粉剂，每亩用量以80～
90 克为宜，控制在 100 克以
内。大田用药在秧苗返青后
至幼穗分化前比较安全。

二是不能与多效唑、烯效
唑等抑制生长的调节剂混用
或在短期内间隔施用。

因为二氯喹啉酸属激素
抑制类除草剂，与多效唑、烯
效唑等生长调节剂有拮抗作
用。因此，对施用过（或准备

施用）多效唑、烯效唑的水稻，
要过30天间隔期才能施用二
氯喹啉酸。

三是规范用药。
用药前放干田水，使杂草

整株受药，药后24小时内不
上水，保证药物被杂草充分吸
收，注意不能重喷。

对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水
稻药害症状，如生长点褪绿，
心叶、嫩叶扭曲、纵卷或葱管
状叶，植株矮缩，新生叶变黑，
导致植株生长停滞或逐渐枯
死，可以喷施腐殖酸盐叶面
肥、碧护 0.136%赤·吲乙·芸
苔素可湿性粉剂。第一次用
药后症状没有缓解的，可以间
隔一周再喷一次。有的地方
用赤霉素解除二氯喹啉酸药
害，但大面积用药时较难掌
握，可能使没有受害或受害较
轻的稻株正常窜高生长，反而
不利于管理和减少药害损
失。 （曹涤环）

多因素易致药害

核心提示

谨慎施用防药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