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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小麦是很多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和农作物,通过小麦的高产种植,一定程度
上带动着一方经济的发展。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其根部病害是很常见的,对小麦种植的产量和质量带来一
定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纹枯病、全蚀病、根腐病等根部病害的形成原因和病株性状表现。进
而分别从农业对策和化学对策两个角度对小麦根部病害防治对策展开叙述。希望对于小麦的病害管理
能够提供一定借鉴,推动提升小麦种植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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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at the Root of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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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wheat is the main economic crops and crops in many areas, through
the high yield of wheat plan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wheat planting, the root disease is very common, which affects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wheat plant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causes of root diseases such as sheath blight, take-all and root ro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d plants. Then the control strategies of wheat root diseases were described from
two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and chemical strategies. Hope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wheat disease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wheat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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