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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其种植质量对我国的民生及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确保
小麦产量必须要不断提升种植技术,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在小麦的种植过程中,赤霉病的发
生是影响其生长的重要因素,研究小麦赤霉病发生的原因及防治对策是种植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本文主
要阐述了小麦赤霉病的发病规律以及传播原因,并且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以此来提升小麦的种植技术
与病害防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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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of wheat scab and its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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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at is one of the main crops in our country, and its planting qualit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ou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y. Therefore, to ensure wheat 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planting techniques and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planting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wheat
planting, the occurrence of head bligh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its growth. Studying the causes of
wheat head blight and control measures is an indispensable work in planting.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incidence and spread of wheat head bligh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to improve wheat
planting techniques and disease contro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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