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正是苹果成熟季
节。走进中国苹果之都栖霞，乡镇
道路两旁，到处可见收购和运输苹
果的车辆，脸上洋溢着丰收喜悦的
果农。由山东省农科院、国家苹果
产业技术体系主办，山东省果树研
究所、山东农科院科技信息研究
所、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承
办的山东(烟台)苹果提质节本增效
标准化新技术推广培训会暨现场观
摩会在这里举行。

记者在新技术培训和观摩现场
获悉，苹果化学疏花疏果与免套袋
技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取得了提
质增效、节本增效、绿色环保和生
态友好多方面的显著成效，成为与
会技术人员和果农关注的热点。

来自山东省苹果主产区的果树
技术员和果农近200人参加了技术培
训，还先后到栖霞市通达现代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潘家洼苹果化学疏花
疏果示范园、莱州市瑯琊岭小龙农
产品合作社苹果化学疏花疏果和免
套袋示范园现场观摩。

“今年，我们合作社的700亩苹
果园，全部应用了化学疏花疏果和
免套袋技术，到现在已经采摘了近
一半的果实。嘎啦坐单果率90%以
上，富士单果率达85%以上，一亩
地用了不到一个工，节省人工成本
90%以上；苹果免套袋原片，防治
病虫害非常理想，虫咬的、腐烂的
苹果很少见，优质果率达到85%以
上，虫果率控制在0 . 5%以下，病果
率在1%以下，果实的表光也不错，
苹果的品质和销售都非常好。感谢
省果树所王金政研究员及团队专家
的精心指导！”莱州市瑯琊岭小龙
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王景波，站在
挂满枝头的苹果树下，高兴地向与

会代表们介绍。
见大伙儿对此很感兴趣，王景波

接着补充说，“我们合作社的果园化学
疏花疏果至今已经进行4年了。我们已
经逐步掌握了化学疏花疏果用药技
术和免套袋果园的树体、花果管理
与病虫绿色综合防治技术。”

有人问：“免套袋的苹果能不
能打开市场？顾客喜欢不喜欢？”
王景波实话实说：“开始时，我也
有一些担心，怕不套袋的光果不好
看，不好卖。但现在看，我们合作
社的光果不够卖的，因为品质好，
糖度高，光洁度也不差，最好的
一、二级果小包装9斤，今年卖到
100元，三、四级果卖给跑市场的，
2 . 2元一斤，在市场上很抢手。”

培训会上讲解的苹果化学疏花
疏果与免套袋技术，得到与会人员
的广泛好评。来自日照市的果农严

庆书对记者说：“通过听专家讲课和
现场观摩，了解到，果树化学疏花疏
果和免套袋技术，省工、省时、省力，
简单易行、便于应用。我家有18亩果
园，明年要应用这两项新技术。”菏
泽市果树站站长范圣军表示，菏泽
市有20万亩苹果，明年也要选点推广
化学疏花疏果和免套袋技术。

主持会议的国家苹果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
所研究员王金政，在观摩现场说，
果业劳力短缺和老龄化，已经成为
制约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
题。现在果园生产管理最大的困难
是找不到人，如何减少用工，降低
成本，已经成为苹果生产增效的重
要课题。化学疏花疏果和免套袋技
术，提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
是苹果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山东省
果树研究所对化学疏花疏果制剂及

其使用技术的研发、试验示范已经
进行了10年，对苹果免套袋与病虫
防治技术的研究开发、试验示范已
经进行了了5年。实践证明，苹果
化学疏花疏果技术和免套袋后的病
虫防治技术是成熟的。

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我国苹
果栽培面积3700万亩，总产量4400

万吨，分别占世界栽培总面积和总
产量的47 . 6%和55 . 8%。山东省苹果
栽培面积 4 5 7万亩，总产量9 7 8万
吨，分别占全国栽培总面积和总产
量的12 . 4%和21 . 6%。成龄园80%以上
发生郁闭，严重郁闭果园占35%以
上，人工疏花疏果和人工套袋、摘
袋，工作量大，效率低，成本高，
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60%以上。因
此，在省内外推广成龄郁闭老果园
改造技术、推广化学疏花疏果和免
套袋技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单果率上升，虫果病果率下降，亩降人工成本5000元

化学疏花疏果与免套袋广受果农热捧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通讯员 刘观浦

10月26日，在2018中国国际农
业机械展览会期间，雷沃阿波斯农
业装备发布了iFarming智慧农业应
用解决方案，同时与碧桂园农业控
股有限公司、山东鲁望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丰信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等8家从事现代农业的核心价值
客户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雷沃
阿波斯农业装备将与各公司一起，
在现代农业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开
创农业产业运营新模式，助力乡村
振兴。

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的步伐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在快速发
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模式
的创新和需求升级，也促进了我国
农机装备不断向高性能、高可靠
性、智能化转型升级。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指出，要
提升农业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大力
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工程
和“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鼓
励对农业生产进行数字化改造，加
强农业遥感、物联网应用，提高农
业精准化水平。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此次雷沃阿波斯与8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签约，正是积极响应了
中央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吸

引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雷沃重工作为农机行业的龙头

企业，在农业“耕”“种”“管”
“收”“储”“运”全环节，为用
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
自1998年至今，雷沃阿波斯农业装
备已累计向市场投放各类产品200

余万台。有关数据显示，雷沃产品对
我国小麦机收、水稻机收、玉米机收
的贡献度分别达到60%、30%、30%以
上，耕种收综合贡献度达到40%以
上。可以说，雷沃重工在农业装备
产品领域的创新与投放直接影响到
了国内农业生产方式。

在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提供现
代装备支撑的同时，雷沃重工不断
在创新与探索智能农机和智慧农
业，运用“互联网+”思维，将制
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实现了农
业装备从制造到智造，再到智慧的
升级，使农业生产方式将向更加智
能便捷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深入地
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并先后与
IBM、e田科技、拓普康、百度、
中化农业等公司合作，构建了智慧
农业创新共同体，共同推进精准农
业和智能农业的发展。

据了解，2016年10月，雷沃阿
波斯农业装备发布了农机行业首个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iFarming)，从耕
整、播种、种植、植保、收获到粮食烘
干存储，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全

面结合，依托互联网、物联网与大
数据实现集成与互联。目前已经实
现了粮食产量监测、农场车队管
理、作业调度、智能服务、作业质
量监控及自动驾驶等，引领传统农
业向现代化、智慧化农业转变。

2017年10月，雷沃重工与拓普
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
双方在智慧农业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共同推进精准农业和智能农业
在中国的发展，助推中国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进程。

2018年4月10日，雷沃重工与
行业巨头百度战略签约。双方以实
现自动驾驶量产为目标，就农机智
慧化展开合作，用AI赋能农机制
造，共同解决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
难题，携手开拓新领域，共同开启
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运用的新场
景，推进智慧农业的升级发展。

2018年4月18日，雷沃重工与
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充分发挥在农业领域
的专业能力和资源优势，在农机农
艺融合、示范农场建设、智慧农业
等多个业务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的全
程机械化产品组合、技术支持，共
同推动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本地化落
地升级。

据雷沃重工副总经理、雷沃阿
波斯农业装备总经理李金良介绍，

“雷沃重工始终以高质量、高性能
产品及优质服务作为企业战略方
针，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发展赢得了
市场的信赖。此次雷沃阿波斯农业
装备与 8家核心价值客户战略签
约，将依托雷沃阿波斯农机装备制
造及技术优势，通过整合农业产业
资源优势，在农机农艺融合、智慧
农业等多个业务领域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定制化的全程机械化产
品组合和服务支持，共同探索现代
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为农业工作者
‘减负增产’。”

据山东鲁望农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生产离
不开新产品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雷沃阿波斯产品质量可靠、适应能
力强、性价比高，与雷沃阿波斯合作
以后，将为我们提供技术最先进的
全程机械化产品装备和智能化信息
服务支持。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后顾
之忧，更重要的是新技术和新管理
方式能让土地产生更多效益。”

李金良说，今后，雷沃阿波斯
将继续以“服务三农”为己任，积
极融入到农业发展新业态中，充分
发挥农业装备智能科技整体解决方
案的优势，协同行业优秀的农服企
业及核心价值客户，共同搭建农业
现代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推动全国
农业机械化进程承担应尽责任和使
命。” (岳雯雯)

打造现代农业新业态 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动能

雷沃阿波斯与核心价值客户战略签约

10月14日，以“守护土壤安全、
拒绝肥料染色”为主题的大型公益
活动接力仪式暨2018中国土壤安全
与生态用肥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

肥料染色和土壤健康问题得到
了行业的高度关注，权威专家也纷
纷为土壤安全与生态用肥建言献
策，助力肥料行业的绿色、高效发
展。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会长陈
生斗在讲话中表示，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食物安全、资源
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关系到美丽中
国和健康中国事业的发展。土壤安

全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
发展绿色农业、守护土壤安全任重
道远。各方应通力合作，完善相关标
准，强化检查督导，通过共同努力、
共同关注，共同解决肥料染色问题，
守护土壤的健康，为我国的农业可
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国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孟远
夺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肥料行
业得到快速发展，但在繁荣的背后
也存在一些问题，肥料过度染色就
是表现之一，不仅造成了生产施用
成本增加，还严重影响土壤健康。

应从需求端和生产端共同发力，还
肥料真本色。他还介绍，国家相关
部门已将肥料着色问题纳入肥料标
准制定目录，推动肥料染色问题有
效管理。

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测试中心
主任、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常务副主任汪洪表示，本色
就是肥料的“内涵”，肥料的无效
人为染色，仅美化了肥料的外观，
并没有带来和增加养分，不仅不会
改善肥料施用效果，反而增加了产
品成本。目前肥料染色问题的解决

还需要加大力度，对市场上的肥料
染色剂种类、用量进行统计，评估
肥料染色对土壤、农产品的影响，
推动肥料染色剂在产品包装上的标
注，从而切实解决肥料染色污染问
题，保障土壤健康。

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主任商照聪在《肥料分级与
生态用肥》的报告中介绍，目前肥料
分级标准正在制定中，计划推出《肥
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强
制性标准和肥料三级分类推荐性标
准，预计今年内颁布。（中化）

拒绝肥料染色成为行业共识
新型抗旱复合肥研制成功

日前，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马友华成功研制出抗旱复合
肥，可充分发挥水肥耦合效应，在干
旱、半干旱地区和湿润地区季节性干
旱地区的抗旱增产效果明显，推广前
景看好。

据了解，该复合肥的核心成果融
土壤学、植物营养学、植物生理学、作
物栽培学与肥料学、材料科学和化学
工程技术为一体，在深入研究保水材
料与肥料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明
确保水材料和肥料的相互作用临界
点，通过包膜材料筛选、分层包膜的特
殊工艺研究，解决了保水材料遇化肥
保水性能降低或消失的难题。通过在
吉林、河北、甘肃、安徽等地的田间小
区试验和示范试验显示，该抗旱复合
肥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和湿润地区季
节性干旱地区的抗旱增产效果明显，
用户反应良好。特别是在干旱年份或
干旱季节，肥料的抗旱、保苗、节水、节
肥、增产增收效果十分明显。（中锋）

农药控制释放新材料被发现

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农药化学与应用创新团队农药
剂型与分析组发现了碳量子点修饰的
双壳层介孔二氧化硅，可实现农药吡
唑醚菌酯的高效负载、可控释放以及
在病原菌体内的可视化研究。

根据有害生物发生规律、危害特
点及环境条件，设计可合理调控活性
成分释放速率的农药控制释放技术，
是目前提高农药利用率最为有效的途
径之一。该研究通过选择性蚀刻、模
板去除和高温煅烧，制备了碳量子点
修饰的双壳层中空介孔二氧化硅。双
壳层中空结构有利于提高农药的载药
量和调控其释放速率，碳量子作为荧
光源可克服传统荧光染料在生物体的
光漂白局限性，室温下放置6个月，
荧光强度无明显减弱。以此为农药载
体，可高效负载杀菌剂吡唑醚菌酯，
并对芦笋茎枯病原菌展示出良好的生
物活性。同时，碳量子点修饰也为进
行载药体系在生物体内传输的可视化
追踪研究提供重要途径。

据悉，农药剂型与分析组近年来
一直从事农药控制释放制剂和靶向亲
和型农药载药系统构建研究，利用新
型的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调控农药在
植物体内的传输与剂量分布，揭示农
药释放剂量与防控需求的时空吻合规
律。相关技术可有效降低农药过量使
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农药有效
成分的货架期。 (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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