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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型作物之一,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各地的人们都十分喜欢吃大米。因此,我国水稻的产
品和品质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农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水稻种植面积逐渐增大。在水稻生长过程
中可能遇到各类病虫害,及时发现并控制病虫害对水稻的伤害,对于水稻的产量和质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水稻
病虫害发生趋势及防治技术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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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稻常见病虫害

1.5 螟虫

1.1 纹枯病

移栽稻一般二化螟易发生,根据测报田间成虫高峰期,

水稻纹枯病的发生,每年 7 月中下旬出现。纹枯病平均

推测用药防治适期。稻纵卷叶螟是迁飞性害虫,虫源主要来

病穴率为 6.1%,最高达 90%左右；病株率为 1.8%,最高可至

自南方,7 月上、中旬初次迁入,7 月下旬出现成虫高峰。8

30%。在每年 7、8 月份高温、高湿天气中,有利于纹枯病害

月上、中旬再次迁入,田间出现卷叶。8 月中下旬严重卷叶,

发生发展,要积极开展病情防范和控制工作。

对水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根据 2018 年本地气象资料进行

1.2 稻瘟病

分析,预计中等偏重发生,所以要加强有效的用药控制。

现阶段,稻瘟病有着较高的流行率。这种病害的发生,

1.6 稻纵卷叶螟

就是因为品种感病和气候条件适宜,感病品种种植面积不断

危害水稻的纵卷叶螟有 2 种,稻纵卷叶螟和显纹纵卷叶

扩大,为滋生稻瘟病创造了条件。预计 2018 年穗茎瘟发生趋

螟。稻纵卷叶螟晚间活动,有趋光性,在嫩绿茂密的稻株上产

势中等偏重,所以,要用药控制好叶稻瘟,在水稻破口初期要

卵。其产卵分散,一处产 1 卵,少数一处产 2～3 粒。显纹纵

高度重视穗茎瘟病防治。

卷叶螟产卵在稻叶背面,以 3～5 粒排成鱼鳞状,散产的少,

1.3 稻苞虫

有远距离迁区和群集特性。初孵幼虫先在心叶或嫩叶上取叶

常见的有直纹稻苞虫和隐纹稻苞虫,以直纹稻苞虫最为

肉,随后吐丝,纵卷单叶管状虫苞,一苞一虫,3 龄后转移危害,

普遍。有些地区间歇发生,在山区和丘陵区为常发的虫害。成

虫龄增大,虫苞扩大,危害越为严重。每头幼虫能食害 5～9

虫白天飞行敏捷,每天 8:00—11:00、
16:00—18:00 最为活跃,

叶。显纹纵卷叶螟的虫苞有 1～4 头,多达 7 头。

喜食苞类、芝麻、黄豆、油菜、棉花等的花蜜。凡是蜜源丰

2 水稻虫害发生的原因分析

富地区,发生危害严重。每天雌虫平均产卵 120 粒左右。产卵

2.1 气象条件原因

散产,有稻叶背面近中脉处,1 张稻叶上产 1～2 粒,多有 6～7

水稻虫害受光、湿、温等条件影响较大,这也是水稻虫

粒。1～2 龄幼虫在叶夹或叶边缘纵卷成单叶小卷；3 龄后卷

害在南方危害较重,在北方危害较轻的主要原因。气象条件

叶增多,常卷叶 2～8 片,多可达 15 片左右；
4 龄以后呈暴食性,

的变化往往引发水稻虫害的大发生,并伴随着虫害种类的变

占一生所食总量的 80%。该虫白天苞内取食,黄昏或阴天苞外

化。如空气湿度大时,稻纵卷叶螟发生面积会迅速扩大。湿

为害,一生食稻叶 10 多片,导致植株矮小,穗短粒小,成熟期迟,

度大,雨量小时,早稻稻飞虱不容易发生。因此无论湿度如何

无法抽穗,影响开花结实,严重时期稻叶全被吃光。稻苞虫 1

变化,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会交替危害。虫害的危害程度同

代为害杂草和早稻,2 代为害中稻及部分早稻,3 代危害迟中稻

时与光照有很大的关系,稻飞虱在透光环境下,发生的几率

和一季晚季稻,4 代为害晚稻;世代重叠,虫口多,危害重,第

明显减少,在稻叶荫蔽条件下,透光弱,稻飞虱能够快速繁殖,

2～3 代为害最重。稻苞虫大发生主要在 6—7 月,此时雨量多,

从而降低水稻产量。

湿度高,对稻苞虫有利而对天敌不利。

2.2 病虫害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1.4 稻曲病

虽然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每年都在进行,但是屡禁不

水稻稻曲病发生危害影响粮食品质,与当地气候条件、

止,温暖湿润的气候很适合一些害虫的生存、繁殖。当害虫

施肥量及品种抗病性密切相关,抽穗扬花期遇雨则发病重,

发生次数多了以后,不管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的害虫,在 1

在高温干燥的情况下难以引发病害。预计今年稻曲病屮等发

年中发生的次数会增加至 4～6 次；同时,由于近几年来水稻

生,要用药以预防为主。在水稻破口前 5-7 天用噻呋酰胺等

面积减少,但是病虫害的迁入量却大大增加,加重了水稻的

药剂防治。

危害。常见的有稻瘟病、潜叶蝇、恶苗病、负泥虫、纹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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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病虫害,生长期长,分布广泛,对水稻的危害性较为严重。

首先选择抗虫品种,其次,合理的安排水旱轮作耕作制

2.3 品种混搭栽培过剩

度,最后栽培品种搭配上要科学合理。然后配合科学的田间

水稻不同品种,具有不同的抗虫性,而且其叶片型状、生

管理,做到配方施肥。在水稻的不同生长时期,掌握地表水分,

育期、各时期的茎叶表现等农艺性状均不同,过多的混栽水

做到需水有水,需干无水,阴雨天做好排涝工作。另外,要对

稻品种,容易引发虫害的大发生。如抗性强品种与抗性弱的

虫源进行控制,做法是前茬作物收获后,马上进行晒地、翻

品种混栽,抗性弱的水稻受虫害后,虫害会迁移至抗性强的

地、晒地。然后灌水沤田,将虫源尽可能的进行消杀。并将

水稻区域内,导致水稻大面积发生虫害。因此抗性强的品种

个别危害严重的病株及早拔除,进行销毁销毁。

的抗虫性优势无法发挥。
2.4 栽培管理不科学

3.4 生物防治
水稻害虫防治最具有发展前途的策略就是应用害虫的

水稻前期徒长或后期徒长都会导致虫害如二化螟、稻飞

生物天敌进行防治,既可以降低化学药品的使用,保证水稻

虱等虫害的危害程度加大。水稻病虫害的发生与施肥量、稻

无公害,又能降低经济投入,节省人力、物力的运用,起到较

田水分控制有较大的关系。干旱时,容易发生二化螟、三化

好的防治效果。目前,主要利用水稻赤眼蜂对稻纵卷叶螟、

螟、稻飞虱等虫害,肥力过剩,容易发生稻纵卷叶螟、三化螟、

三化螟、二化螟、稻飞虱等虫害进行防治,同时,可以利用蛙

二化螟、稻飞虱等一种或多种同时发生。尤其是生长期氮肥

类、鸟类、生物菌剂等进行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可以综合进

过剩的情况,水稻生长旺盛,叶片宽大,即能够为害虫提供庇

行,使用一种或几种天敌同时作用于稻田,控制虫害在最小

护场所,又具有较多的嫩叶、嫩茎,虫害大发生的机率较高。

危害范围内,从而保证水稻的稳产。

3 水稻病虫害防治对策
3.1 提高农户积极性

3.5 化学药剂防治
化学药剂防治时,最好考虑到生物天敌,以防药剂将天

病虫害严重影响水稻种植户的利益,只有提高水稻种植

敌杀死,导致虫情无法控制。根据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

户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积极性,才能解决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

叶螟、稻飞虱等害虫生长发育特点,选择在若虫期进行化药

问题,全面提高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效率。首先,应加强水稻

的使用,能够有效的控制虫情密度。如稻飞虱 3 龄以下若虫,

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培训工作,全面提高水稻种植户的防治工

可在抽穗期用 10%的可湿性粉剂吡虫啉,亩用量控制在 20 克

作主动性,促进水稻种植户能够懂得基本的防治常识,全面

左右,对水 50 公斤进行喷洒用药。稻纵卷叶螟用 5%阿维菌

提高防治科学性。其次,向农户普及病虫害的主要表现症状,

素乳油 800 倍进行喷施。二化螟、三化螟可用 90%晶体敌百

使水稻种植户积极关注水稻的变化,达到早发现、早防治的

虫 150 克对水 75 公斤喷雾等。

目标。最后,应制定鼓励水稻种植户开展防治病虫害工作的
政策,全面加大病虫害防治工作的补贴力度,在配套优化资
金的基础上降低防治病虫害的成本。

4 结束语
为了提高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有效性,需要构建完善的病
虫害防治体系,及时给农户提供病虫害信息,在提高防治手

3.2 完善水稻病虫害防疫体系

段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政府扶持,在专业技术部

首先,加强对水稻病虫害的信息发布,及时向水稻种植

门指导下开展防治工作。

户通报疫情。建立省、市、县三级病情监督机制,全面加强
相关数据信息的供给与研判,从而找出针对性的病虫害防治
措施与方法。其次,加强对水稻种植资料的监督检查,有效防
止假冒伪劣农药、化肥对水稻生产带来的影响。重点在病虫
害高发的前期以及种子、化肥、农药购买期进行监督,并且
提高种子、化肥、农农药的购买指导水平。最后,加强科技
投入,发挥基层农技站的作用,全面加强对病虫害扑灭工作
的指导,形成信息化与互动化的防控机制,达到全面控制病
虫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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