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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哈密市是我国优质棉生产基地,近年来棉花单产、品质等得到大幅度提高,但随着种植面积
的逐年增加,各种病虫害也随之加重,如棉蚜、棉叶螨、烟粉虱、苗期病害、枯黄萎病等,这些病虫害是
导致棉花减产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到当地农民的经济状况。本文就哈密市新疆棉花的枯黄萎病防治的
相关内容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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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Prevention and Treatmentof Cottonblight and verticillium wiltin Xinjiang
Lijun Zhao
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in Shannan Development Zone, Balikun County, Hami
City, Xinjiang
[Abstract] Hami City, Xinjiang is a high-quality cotton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
yield and quality of cott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planting area year by year,
various diseases and pests have also increased, such as cotton aphid, cotton leaf mite, Bemisia tabaci, seedling
diseases, Fusarium wilt, etc. these diseases and pests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reduction of cotton
production, I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local farmers. In this paper, the control of Cotton
Fusarium Wilt in Hami, Xinjiang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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