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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绵阳市 2021 年大春主要农作物

中后期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及防治
技术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各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现将《绵阳市 2021 年大春主要农作物中后期病虫害发生趋

势预报及防治技术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确保全市粮食丰收。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7月 13日

绵阳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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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 2021 年大春主要农作物
中后期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及防治技术方案

根据我市当前大春主要农作物田间病虫害发生情况，结合病

虫害历史资料和 7-8 月天气气候趋势预测，综合专家会商意见，

现发布我市 2021 年大春主要农作物中后期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

及防治技术方案。

一、发生趋势

（一）稻瘟病：预计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3（4）级），

稻叶瘟发生面积 2 万亩次，穗颈瘟应防面积 170 万亩次。重发区

域为常发区、老病区、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及周边稻田。

（二）稻曲病：预计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3（4）级)，

发生面积 50 万亩次，应防面积 170 万亩次。重发区域为我市西

北部降雨偏多的江油、安州、平武、北川等县市区的沿周山区。

（三）水稻纹枯病：预计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3（4）

级），发生面积 75 万亩次。

（四）水稻“两迁”害虫：预计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3

（4）级），稻飞虱发生面积 25 万亩次，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 3

万亩次，重发区域为我市西北部降雨偏多的江油、安州、平武、

北川等县市区的沿周山区和生育期偏迟的稻区。

（五）水稻螟虫：预计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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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和北川以二化螟为主；其他县市区三化螟、二化螟混合发生。

发生面积 95 万亩次。

（六）稻苞虫：预计中等发生（3 级），发生面积 5 万亩次，

主要是生育期长、迟栽贪青晚熟田块。

（七）玉米螟：预计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3（4）级），

发生面积 70 万亩次。

（八）玉米纹枯病：预计中等发生（3 级），发生面积 35

万亩次。

（九）玉米粘虫：预计中等发生（3 级），发生面积 12 万

亩次。

（十）草地贪夜蛾：预计中等发生（3 级），发生面积 12

万亩次。

二、主要依据

（一）前期田间病虫轻至中等程度发生

1.稻叶瘟在安州、江油、梓潼、涪城、北川等县市区发生

546 亩，同比发病县数增加 3 个，发病面积减少 12%，但局部区

域发病重，最高病叶率达 65%，田间菌源量充足。2.水稻纹枯病

中等程度发生 30.6 万亩，同比发病面积减少 12%，当前雨水增

多扩展迅速。3.稻飞虱见虫 0.432 万亩，是去年同期的 86 倍，

但达到防治指标的田块少。4.水稻螟虫中等偏轻程度，发生 40.3

万亩，同比发生面积减少 37.2%。5.玉米螟中等程度危害，发生

50.34 万亩，同比发生面积增加 37.1%。6.草地贪夜蛾为害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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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至今年 7 月 12 日发生 1 个县 1 个乡镇 0.01 万亩，去年同

期发生 8 个县 36 个乡镇 3.08 万亩。

（二）稻飞虱在虫源地川东、川南灯下始见期提早，灯下虫

量大，田间发生严重。

叙永县 4 月 30 日灯下见虫，比上年提早 18 天，截至 6 月

30 日灯下累计诱虫 20098 头，是上年同期的 43.88 倍、历年的

18.39 倍、大发生年的 8.01 倍；合江县 4 月 21 日灯下始见，比

大发生的 2007 年、2009 年和 2012 年分别提早 20 天、提早 17

天和提早 5 天，截至 6 月 28 日灯下累计诱虫 3976 头，大发生的

2007 年、2009 年和 2012 年同期迁入量分别是 1258 头、564 头

和 8657 头，灯下迁入高峰期出现时间与大发生年一致；高县、

达川区分别于 5 月 8 日、5 月 16 日灯下见虫，比上年分别提早 3

天、提早 20 天。

6 月下旬各监测点调查稻飞虱田间高峰期平均百丛虫量

1677.34 头，是上年同期的 5.34 倍。其中合江、叙永、兴文、

大竹等县调查有虫田率 88-100%，达标田率 34.5-89%，百丛最高

虫量 16120-182360 头，均接近或超过大发生年。

（三）作物品种抗性水平提高

大面积 70%以上田块种植的水稻品种对稻瘟病具有抗性，水

稻品种多样化布局不利于稻瘟病流行；稻瘟病菌生理小种种群组

成复杂，部分主栽品种抗性下降甚至开始丧失，桂朝 2 号等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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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品种有一定种植面积，稻瘟病流行风险高。玉米主栽品种中，

对灰斑病的抗性有所提高。

（四）部分栽培措施利于病虫发生

1.我市旱育秧面积大，分蘖力强、长势旺，适宜螟虫和水稻

纹枯病的发生；种植密度和施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玉米纹枯病的

发生。2.机收面积逐年加大，稻草覆盖、免耕有利于螟虫越冬，

增加虫口基数。3.三化螟在我市大部地区上升趋势明显，与二化

螟混合发生，增大了施药防治难度。4.水稻播插期拉长，部分地

区水稻生育期推迟，病虫为害期延长，有利于稻飞虱、稻纵卷叶

螟、稻苞虫、稻曲病等为害。5.玉米春、夏、秋三季种植，二季

玉米混栽，桥梁田增加，有利玉米螟、玉米粘虫、草地贪夜蛾发

生为害。

（五）气象条件对大春农作物主要病害和迁飞性害虫发生有利

据绵阳市农业气象中心预报，7～8 月我市平均降雨量为

450-550 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成。7 月中旬、7 月下

旬后期至 8 月初有强降雨集中时段，8 月下旬西北部龙门山区强

降雨天气较多，有利于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和草地贪夜蛾迁入，

以及稻瘟病、稻曲病等侵染为害，同时增加了施药防控难度。特

别是北川、江油、安州及平武县南部等龙门山区降雨量 600～75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成左右，需引起高度警惕。

三、防控目标

重大病虫防治处置率达到95%以上，绿色防控技术应用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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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0%以上，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50%以上，总体防治效果达

到 85%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4%以内，化学农药使用量负

增长。

四、防控策略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绿色控害，减药增效。优先采用农艺

措施、昆虫信息素、生物防治等非化学防治措施，降低病虫发生

基数，应用高效、生态友好型农药应急防治，控制危害。绿色防

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推进，保障水稻、玉米产量、质量和农

田生态安全，实现病虫害的可持续治理。

五、防控技术

（一）稻瘟病：抓住发病初期开展叶瘟挑治；穗颈瘟预防要

抓住破口初期施药，常发区、重发区、感病品种、气候适宜区要

间隔 7 天施第二次药。药剂以选用三环唑、稻瘟灵、咪鲜胺等高

含量单剂为宜。

（二）稻曲病：在选用良种的基础上，加强栽培管理，避免

过量和迟施氮肥。在水稻破口前 7-10 天施药预防，如遇多雨天

气，7 天后第 2 次施药。可选用井·枯草芽孢杆菌（纹曲宁）、

苯醚甲环唑·丙环唑、烯肟菌胺·戊唑醇等高效对路药剂，在有

效预防稻曲病的同时可兼治纹枯病。

（三）水稻纹枯病：在水稻分蘖末期至孕穗抽穗期开展，当

田间病丛率分蘖期达到 20%，孕穗期达 40%时施药防治。加强田间

肥水管理，搞好健身栽培，分蘖末期晒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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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稻螟虫：防治二化螟，分蘖期于枯鞘丛率达到 8％

-10％或枯鞘株率 3％时施药，穗期于卵孵化高峰期施药，重点

防治上代残虫量大、当代螟卵盛孵期与水稻破口抽穗期相吻合的

稻田;防治三化螟，在水稻破口抽穗初期施药，重点防治每亩卵

块数达到 40 块的稻田。可选用四氯虫酰胺、甘蓝夜蛾核型多角

体病毒、甜核·苏云菌、甲维·茚虫威等药剂，以高效低毒低残

留和生物农药为主，并配合使用农药减量增效剂。在二化螟越冬

代和主害代始蛾期开始，田间设置二化螟性信息素，每亩放一个

诱捕器，内置诱芯 1个，每代更换一次诱芯，诱捕器低于水稻植

株顶端 30厘米；二化螟蛾始盛期释放稻螟赤眼蜂，每代放蜂 2～3

次，间隔3～5天，每次放蜂 10000头/亩。每亩均匀放置5～8个

点，放蜂高度以分蘖期蜂卡高于植株顶端 5～20cm、穗期低于植株

顶端 5～10cm 为适宜。性诱剂、赤眼蜂等绿色防控产品，集中连

片使用，诱杀二化螟成虫，降低田间落卵量和种群数量。

（五）稻飞虱：孕穗抽穗期常规稻百丛虫量1000头以上、杂

交稻穗期百丛虫量 1500头以上，于低龄若虫高峰期施药防治。可

选择使用吡蚜酮、烯啶虫胺、呋虫胺等高效药剂，避免使用低含

量复配剂。利用稻鸭共育控制抽穗前的稻飞虱、螟虫等虫害以及

草害。

（六）稻纵卷叶螟：重点做好水稻中后期稻纵卷叶螟主害代

的防治，防治指标为百丛 60 个束叶尖。推广稻纵卷叶螟性诱剂

诱杀技术；卵孵化高峰期至低龄幼虫高峰期优先选用 Bt、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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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农药防治，或选用四氯虫酰胺、氯虫

苯甲酰胺等高效药剂进行防治。稻纵卷叶螟蛾始盛期，可释放稻

螟赤眼蜂，每代放蜂2～3次，间隔 3～5天，每次放蜂10000 头/

亩。每亩均匀放置 5～8个点，放蜂高度以分蘖期蜂卡高于植株顶

端 5～20cm、穗期低于植株顶端5～10cm 为适宜。

（七）稻苞虫：在成虫盛发期重点查看叶色嫩绿，生长茂盛

的稻田，凡 100 丛水稻上有卵 10 粒以上，或分蘖、孕穗期有幼

虫 10 头，选用 Bt 乳剂或晶体敌百虫进行喷雾，施药防治时以晴

天下午 4 时以后或阴天为好。

（八）玉米螟：玉米螟产卵高峰期可在田间释放用“生物导

弹”（赤眼蜂携带病毒），将“生物导弹”产品挂在玉米叶片的

主脉上，或摘取木枝条（每枝挂一枚）插在玉米地，每亩按 15

米等距离（离田边 2 米）施放 4～5 枚。穗期当虫穗率达 10％或

百穗花丝有虫 50 头时要立即防治，喷洒苏云金杆菌制剂，或用

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高效氯氟氰菊酯等药剂与甲维盐复配喷

施，提高防治效果，兼治蚜虫和红蜘蛛等害虫。在成虫发生期，

于田间安置杀虫灯，灯间距 100 米，夜间开灯，诱杀成虫。

（九）玉米纹枯病：选用抗耐病品种，合理密植和施肥，适

当增施磷钾肥，土壤潮湿的地块，应开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

发病初期，可人工剥除茎基部发病叶鞘，并结合药剂防治，可喷

施井冈霉素 A 等生物农药，或菌核净、烯唑醇、代森锰锌等药剂，

视发病情况隔 7 至 10 天再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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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玉米叶斑类病害：在玉米心叶末期至抽雄期或至抽丝

期的发病初期，叶面喷施苯醚甲环唑、烯唑醇、吡唑醚菌酯、井

冈霉素 A 等药剂，视病情 7～10天再喷 1次。玉米收获后及时将

病株残体带出田外，用秸杆沤肥时要经过高温发酵腐熟后再用，

未经处理的秸杆用泥封起来。

（十一）玉米粘虫和草地贪夜蛾：一是杀虫灯诱杀。在成虫

发生期，于田间安置杀虫灯，灯间距 100 米，夜间开灯，诱杀成

虫。二是性信息素诱杀。用配置粘虫或草地贪夜蛾性诱芯的干式

诱捕器，每亩 1 个插杆挂在田间，诱杀成虫。三是药剂防治。在

卵孵化初期选择喷施苏云金杆菌、球孢白僵菌、金龟子绿僵菌、

短稳杆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制剂，保护利用天敌

昆虫，压低虫口基数；针对虫口密度高、集中连片发生区域，选

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苯甲酰胺、乙基多杀菌素、茚

虫威、虱螨脲等应急防治药剂，及时开展科学防治，注意轮换用

药和安全用药。施药时间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重点关注心

叶、雄穗和雌穗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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