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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棉田病虫害综合防治策略是：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从营造良好的棉田生态
系统出发,生态调控和人为干预有机结合,以保护和利用天然天敌为中心；以农业防治为基础；以生物防
治、物理防治等无害化防治为重点；以化学防治为补充；以提高防效、节约成本、减轻为害为目标,
把病虫害为害损失水平控制在经济阀值以下。文章主要就棉田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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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nology of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in Cotton Fields
Burehan Tuoheti
Kezhou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est control strategy of cotton field is: adhere to the plant protection policy of
"prevention first,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start from creating a good cotton field ecosystem, organically
combine ecological control and human intervention, tak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as the
foundation, the agricultural control, physical control as other harmless control as the focus, the chemical control
as the supplement, and improving control effect, saving cost and reducing harm as the goal, to control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below the economic valve.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nology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cotto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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