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代果园智能

化精细生产管理技术装备研发”项目中

期检查暨现场演示会由郑州果树研究所

承办。

科技部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智能农机

装备专项主管胡小鹿，灵宝市副市长张

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所长

助理、研究员曹珂以及项目中期检查专家

和项目承担单位、项目参与单位的六十

余位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

“现代果园智能化精细生产管理技

术装备研发”项目是科技部2017年设立

的重大技术装备开发项目。由山东永佳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农

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郑州

果树研究所等14家国内农业与智能化行

业内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生产制造

企业共同承担。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农业现代

化加速发展，项目研发旨在让果园管理

与果业发展更加智慧与便捷，以适应当

前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大量

转移、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现状，破解

农机装备技术和农机产品技术的供需

矛盾。

祁力钧介绍说，经过近三年的努力，

项目形成了适用于标准化果园的植保、

果树剪枝、疏花疏果、套袋、采收等成套

作业技术和装备，新成果走向田间将帮

助现代果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

度、减少生产成本。

据悉，项目将于2020年完成，届时将

为现代果业发展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

发病症状 芹菜基腐病又称黑腐

病，主要为害根茎部和叶柄基部，多在近

地面处染病，有时也侵染根系。发病初

期，受害部位先变为灰褐色，逐渐发展为

暗绿色或黑褐色，仔细查看会发现受害

部位有许多小黑点。之后，受害部位表

皮破裂，露出变黑腐烂的染病组织，腐烂

处较少向上或向下扩展，叶片同时出现

枯萎下垂、腐烂脱落等症状。病田一般

减产10%，严重的减产30%。

病 原 物 芹 菜 茎 点 霉（phoma

apiicola Kleb）属半知菌亚门真菌。幼

嫩菌丝初时无色，成熟后变成黑色，在马

铃薯琼脂培养基上能产生小菌核。分生

孢子器为球形或半球形，分生孢子为长

椭圆形、单个孢子器无色，大小为3.0～

3.8×1.0～1.6微米。病菌生长发育和分

生孢子萌发温度为5℃～30℃，最适宜

生长的温度为16℃～18℃。

发病条件 芹菜黑腐病的病原，以

菌丝形式附着在病残体或种子上越冬。

当外界温度达18℃左右时萌发，遇多雨

天气加重发生，在高湿地块、连作地块、

黏土地块均发病较重。播种带病的种

子，幼苗长出不久就会猝倒枯死。移栽

病苗易引起该病流行，病原也可借风雨

或灌溉水传播，并可形成多次侵染。

防控措施 １.及时清除田间病株

及病残体，并将其带出销毁。２.选用抗

病品种如皇妃、皇后、冬芹、美芹等。种

子用50℃～55℃温水浸20～30分钟后

移入冷水中冷却，捞出晾干后再进行播

种。３.选用大育苗厂的种苗，杜绝病虫

害发生。４.在田间施用生石灰杀菌消

毒，并补充微生物菌剂或微生物有机

肥。５.实行轮作，最好水旱轮作。６.起

垄栽培，采用滴灌技术或勤浇浅灌，开排

水沟，防止大水漫灌及雨后田间积水，避

免田间湿度过高。７.合理密植，注意通

风，合理施肥，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多

施氮肥造成植株徒长。８.药剂防治。

在预防期，用0.1%磷酸二氢钾喷散叶

面，可以增强抗病力，促进植株健壮生

长。在发病期，用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可杀得三千，每隔7～10天喷1次，连续

2～3次，施药时应注意将药液喷在植株

茎基部。

近日，2019年氮肥行业营销工作会

在郑州召开，会上透露，中国氮肥工业

协会征集全行业意见向生态环境部提

出的政策建议得到积极回应，国家对氮

肥的环保限产政策力度将适当调整，生

态环境部已初步拟定了针对煤制氮肥

企业应急减排措施的调整思路。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的

《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

排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环境黄色

预警期间，氮肥行业的固定床气化炉要

停产50%；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固定床

气化炉全部停产，其余气化炉停产

50%。据估算，如严格按照这个意见执

行，“2+26城市”、汾渭平原、长三角地

区合成氨产量预计将减少491万吨，使

氮肥减产约380万吨（折纯氮），折算尿

素减产约850万吨，将会影响今冬明春

农业用肥的供应保障。

为此，中国氮肥工业协会征集了行

业意见后，向生态环境部提出建议：一

是对管理水平高、关系民生保障的企业

要保障生产；二是充分考虑生产实际，

适当放宽化肥固定床气化炉停产比例。

目前，生态环境部已表示会关注农

业用肥形势，适当调整有关政策力度。

其中的两个调整方向受到与会企业的

关注。一是采用连续气化技术的新型

气化炉，将被纳入民生保障类，这意味

着在“2+26城市”、汾渭平原等地，这类

氮肥企业有望不予限产。二是对使用

固定床常压气化炉的氮肥企业，在供暖

季停产30%（含）以上，具体比例以气化

炉数量计。

相关肥企负责人表示，这项调整将

为氮肥企业创造难得的生产环境，能在

环境治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保障氮肥

生产和市场供应。（焦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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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染上基腐病 防控得当才有效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魏志峰文/图

B 新成果最快明年“服役”
将为现代果业发展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

核心提示

A

智慧农机开进山村果园

郑州市金水区农经委

夜查农业生产投入品
10月19日晚，郑州市金水区农经

委对辖区内农业生产投入品生产、经销

集中地，开展了拉网式清查。

此次检查，郑州市金水区农经委执

法人员相继来到马渡物流园、黄庄村、新

庄村，对相关企业在仓库存放的兽药、饲

料、农药、肥料、种子等农业生产投入品

逐一检查。执法人员通过网络系统对

产品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批准文号等信

息比对，以及对产品标签、包装、二维码

等项目进行查验，没发现违法生产、存储

假冒伪劣等农资产品的行为。

通过检查，郑州市金水区农经委进

一步规范了辖区内农业生产投入品市

场秩序，确保了辖区内农业生产投入品

的质量安全。（靳军阳）

10月25日，在汝州市温泉镇连庄

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红薯地里，收获机

缓慢行进，一垄垄红薯被翻出，个个饱

满，鲜红喜人。

“这个红薯不一般，是中国农科院研

发的新品种，抗病、耐旱、结薯多而均匀，

富含多种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矿

物质。另外，整个种植过程不使用农药和

化肥，仅使用牛粪酵素作为底肥，真正做

到绿色、有机、健康、无公害，因此被称为

‘黄金薯’。”该村党支部书记连红昌介绍。

据了解，2017年村“两委”牵头成立

了“汝州市连庄村种植专业合作社”，采

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同

“扶贫、扶智”相结合，由合作社统一提供

薯苗和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并通过流转

土地、务工、入社、集体分红等方式，与贫

困户建立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连红昌说，目前引种的红皮黄壤

“黄金薯”亩产可达2000多公斤，每公

斤售价5元左右，亩均纯收入达6000

余元，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带动了贫

困户脱贫致富。

10月25日，2019第四届中原国际种业科技展览会在新郑市中原地展基地盛大开

幕。本届地展展示了国内外600余家企业的近6000种蔬菜名优品种，展示品种之多、

蔬菜长势之好均创历届之最，来自全国各地蔬菜经销商、种植户、蔬菜专家和种子企业1

万余人参加。会展同期还举行了中原国际种业发展论坛、中原国际有机农业论坛等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报记者肖列摄

□史宣杰

近日，扶沟县崔桥镇部分农户打
来电话反映，他们种植的芹菜根茎部
和叶柄基部出现了变黑、腐烂等症
状，喷洒杀灭细菌的农药也没什么效
果，由此造成芹菜产量下降、品质降
低，多家农户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
损失。

针对这一情况，河南省大宗蔬菜
产业技术体系耕作栽培岗位专家史
宣杰研究员经过实地调研，发现这一
病害是由半知菌亚门真菌侵染造成
的芹菜基腐病，并向当地农户开出了
防控“药方”，帮助他们恢复农业生
产、减少经济损失。史宣杰研究员提
醒广大农户，当前是芹菜基腐病的高
发时期，要做好防治工作才能确保有
一个好的收成。

史宣杰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

所研究员，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耕作栽培岗位专家，省园艺学会

理事，省农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理事，

《中国瓜菜》编委，河南省庆发种业有

限公司和郑州市九如万家家庭农场有

限公司技术专家组组长。

主要从事瓜菜工厂化育苗技术，微

生物土壤修复技术等的研发、示范及推

广工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

等奖5项（主持完成两项），三等奖1项，

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3项，在国内外重

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图书6

本。主持及承担科研类与示范推广类

项目40余项。

演示会现场，现代标准化果园机械

化生产智能管控系统、基于信息素诱捕

远程监控的果园虫害感知技术、果园气

爆深松施肥机、遥控龙门式履带果园喷

雾机等最新科研成果引人瞩目。

据了解，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栽培与植保中心主任、研究员陈

锦永牵头承担了智能管控系统的部分任

务，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栽培、果树病

害、果树虫害、果树营养等相关课题组参

与了项目研发工作。

“基于信息素诱捕远程监控的果园

虫害感知技术是果园虫害管理的‘侦察

兵’。”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登涛

介绍说，这项技术利用信息素诱芯和物

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果园害虫发生种类

和数量的远程监控和预警，为指导果园

虫害防控提供帮助。

高登涛介绍，这项技术可以通过一

个监测器监测多种靶标害虫，为此项目

组调查了果园主要害虫周年发生规律，

收集了果园主要害虫诱捕图像，在害虫

发生高峰期收集了诱捕器诱捕粘板，并

拍摄了诱捕粘板整体照片和害虫特写。

会议现场，围观的种植大户和家庭

农场、种植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对各项果园智能生

产管理技术与装备兴趣浓厚，“智慧”

“创新”“发展”……成了他们谈论的热

点词（如图）。
参加现场演示的，还有苹果苗木嫁接

机、果园整形修剪机和疏花疏果机、果实

自动收集及智能装箱装备、遥控双风筒式

果园喷雾机、果园智能仿形割草机等。

“满足现代标准化果园机械化生产

需求是项目的主要目标。”项目负责人、

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农业工程系教授祁

力钧说，“项目开发了集果园根系管理、

果园冠层管理、花果管理及品质监测、病

虫害监控与防治于一体的智能管控系

统，优化了对靶变量植保、切根与深位施

肥、灌溉技术与装备，研制苗木嫁接、避

障割草、果实套袋与采收等装备。”

国家将调整氮肥环保限停产政策

核心提示

汝州市温泉镇连庄村“黄金薯”撬动扶贫大产业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桂焱炜文/图

合作社负责人之一的连全夫（右一）热情地向参观者介绍刚出土的“黄金薯”。

金秋十月，山村果园里机器
轰鸣。

果园整形修剪机和疏花疏果机
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下，伸出机械“手
臂”灵活地演示整形修剪和疏花疏
果作业。

触动开关，果园气爆深松施肥
机钻头深入地下，“砰”的一声，完成
了直径1.5米内地下板结土壤的疏
松与施肥作业。

果实自动收集及智能装箱装备
让果实采摘作业更加方便快捷，采
摘平台在15度以内的坡地始终能
够保持平衡。

……
10月22日，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现代果园智能化精细生产管理
技术装备研发”项目中期检查暨现
场演示会在灵宝市寺河乡苹果小镇
举行。

会上，项目科研团队研发的现
代标准化果园机械化生产智能管
控系统、遥控龙门式履带果园喷
雾机、果园气爆深松施肥机、果园
智能仿形割草机等10余项果园智
能生产管理技术与装备领域的最
新科技成果，开进山村果园进行
了首次展示。

▲

近日，固始县郭洼村种田大户在用

大型拖拉机播撒化肥。10月中旬以来，

该县迅即开启秋冬播种，全县投入农机

具1000多台次在500多个村子展开机

播机种，截至目前，全县60万亩油菜、60

万亩小麦已播种完毕。丁昌铭摄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了“肥料级氯化

钾国家标准GB/T 37918-2019”，并宣

布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标准

将氧化钾含量指标从55%～60%提升

至57%～62%，水分含量缩减了2倍以

上,首次出台钠离子、水不溶物这类“杂

质”的含量限定指标。

与现行的“农用氯化钾标准 GB

6549-2011”相比，新标准直接指向影

响氯化钾产品质量、品位、成本的指标，

目的在于提品位、挤水分、减“杂质”，这

将倒逼生产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振优

质氯化钾肥料市场。

已在2012年6月1日实施的标准

将农用氯化钾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

格品三大类。不同的是，此次新颁布的

标准并未按上述等级名称进行划分，而

是将氯化钾肥料分为粉末结晶状、颗粒

状两大类型，对应有Ⅰ型、Ⅱ型、Ⅲ型三

挡，且技术指标大幅提升。

现行农用氯化钾合格品中的氧化

钾质量分数含量限定较低，会导致部分

杂质进入土壤和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

资源高效利用甚至造成浪费。新标准

中，颗粒钾与粉末晶体钾氧化钾含量指

标均高出农用氯化钾2～3个百分点,有

利于提升氯化钾品位与质量，避免低品

位氯化钾充斥市场,维护行业稳定健康

发展。（高原）

肥料级氯化钾国家标准颁布

科研新成果“各展风姿”
集中展示10余项果园智能生产技术与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