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达 2116 控害增收。应对低温、冷害、冰雪、冻害、早霜、“倒春寒”、干热风、酸雨等极端天气灾害和除草剂药害。看效果请请登陆： www . 2116 . cn

一、包装外观鉴别
1 、真的天达 2116

的批号及流水号为激光打
码机一次性激光打码是不
可刮掉、擦掉的，并且批
号下面的流水号在同批号
内是不重复的唯一的，假
的天达 2116 为色带打码
不是一次性的，可刮掉、
擦掉的(用酒、酒精蘸棉
球可擦掉)。

2 、真的天达 2116
包装是由水平式包装机包
装的包材折叠位置为每袋
的底部，假的天达 2116
使用的是立式包装机包装
包材折叠位置为每袋的右
边或左边。

3 、真的天达 2116
文字印刷清晰，假的天达
2116 文字印刷不清晰。

二、内在品质鉴别
1 、真的天达 2116

药液颜色除花生、豆类专
用型、烟草专用型为浅黄
色或类白色外其它为淡绿
色，并且药液表面有油状
物漂浮，假的则无。

2 、真的天达 2116
料液倒在纸上干后会变成
黄色，假的则无。

（图示）1 真的天达 2116
此处喷码为激光打码，是
刮、擦不掉的，并且每袋的
流水号是不一样的。

（图示）2 真的天达 2116
包装袋折叠口在此处，假
的折叠口在左右两侧。

农作物苗期

病害如何防治

作物苗期病害产生
的原因是什么？

1 、土传和种子带
菌;2 、连年重茬;3 、除
草剂药害;4 、揭膜后环
境 改 变 ; 5 、 阴 雨 、 低
温、寡照、干旱和缺素症
导致的生理性病害。

天达 2116 提醒农
民关注天气变化！

寒流来临之前快喷天
达 2116 ，早防晚霜、早
霜冻害、倒春寒。

小麦、玉米、花生、
大豆、蔬菜等农作物受
到冻害怎么办？

快喷天达 2116 ，七
天一遍，连喷两遍。

如何识别真

假天达 2116

褐斑病发生的

症状及防治

褐斑病在前期表现三种形式：一种是轮
状，一种是芒状，再一个是混合型，最终形
成落叶，或者是带着绿色就落叶，这是它的
症状。

防治褐斑病的药剂：一是宝丽安+天达
2116 。二是世高或大生+天达 2116+天达有机
硅 6000 倍，交替使用效果更佳，下雨无须再
重喷，兼防斑点落叶病。

如何防治

黑点病、红点病

根据上述发病病因防治黑点病：
一是在苹果套袋前喷 80% 喷克 800 倍，

3 . 0% 多抗霉素 800 倍。
二是喷药杀灭康氏粉蚧，有效药剂有：

20% 丰收保可湿性粉剂 1500 倍， 50% 保丰
灵可湿性粉剂 2000 倍， 99 . 1% 敌死虫乳油
400 倍。

防治红点病要抓好摘袋前后对斑点落叶
病的防治，防治斑点落叶病的有效药剂有：
3 . 0% 多抗霉素 800 倍或 10% 宝丽安 1000 倍
或 80% 喷克 800 倍。

以上药剂与天达 2116 果树专用 1000 倍
液掺混天达有机硅 6000 倍喷洒，交替使用效
果更佳，兼防日灼病。

针对红蜘蛛的

为害如何防治

针对红蜘蛛发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抓
紧时间喷药，五天喷两次。第二个就是选好
药，选药可以用天达 2% 阿维菌素加螨死
净，也可用天达 2% 的阿维菌素加灭幼脲，
既杀虫又杀卵，还可以选择三唑锡。最后打
药一定要严密，内趟外围，叶的正面反面，
一定要均匀，上述药剂掺混天达有机硅 6000
倍，下雨无须再重喷，效果更佳。

金纹细蛾的发生特点

为害症状有什么特点

金纹细蛾发生的特点，首先发生在叶片
的反面，一般是从六月份开始到九月份，主
要在七八月份发生比较严重，它的为害症状
主要是为害叶片。它一般每月的八九号开始
到十四五号，这是它的发生高峰期，也是防
治的最佳时期，比较严重的果园，造成叶片
大面积落叶。

防治苹小卷叶蛾、金纹细蛾的有效药剂

有“高效氯氟氰菊酯”、“天达虫酰肼”，
上述药剂掺混天达有机硅 6000 倍，下雨无须
再重喷，效果更佳。

如何对付桃小食心虫

套袋以后桃小食心虫无处可去，采取桃
小食心虫性诱剂，可以把大部分成虫都杀
死，另外，还可以用杀虫灯，可以把大部分
的蛾类，包括金龟子都吸引过来，然后把它
杀死，另外还有其他生物措施，可以杜绝污
染，提高品质，对于苹果害虫金龟子，可以
把西瓜皮吊在树枝上加万灵粉来诱杀。

性诱剂和杀虫灯是我们现在在果树病虫
害防治上重点推广的几个措施，特别是频振
式杀虫灯，它是一种物理控制害虫的方法，
它不会产生污染，还可以减少我们使用农药
的次数和使用量，对于生产无公害果品，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措施。

苹果黄蚜为害有何特点

如何防治

苹果黄蚜群集在寄主嫩梢顶端及叶片背
面吸汁为害，受害叶片初期表面呈现花叶病
状，后向下方弯曲，影响生长、开花和观
赏。

防治方法：

①冬季或早春萌芽前，喷 5% 机油乳剂
或 5% 柴油乳剂杀灭越冬卵。

②发生初期，用 3% 啶虫脒 2000-2500
倍或用 12-15 毫克/升的浓度喷雾，还可喷
20% 速灭杀丁乳油 2000 倍液、 2 . 5% 敌杀死
乳油 3000 倍液， 2-3 次即可控制其发生，上
述药剂掺混天达有机硅 6000 倍，下雨无须再
重喷，效果更佳。

③注意保护瓢虫、草蛉等天敌。

一 . 病害
1 . 晚疫病的防治方法：除选用抗病品

种外，可对种薯进行药剂处理(也可用 72%
克露可湿性粉剂或 72% 普力克水剂各 600 倍
液浸种 10-15 分钟)。合理密植，培厚土层，
及时灌水。

发病初期用 58% 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50% 安克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
68% 金雷水分散粒剂 500-600 倍液、 25% 嘧
菌脂胶悬剂 1500 倍液、 70% 安泰生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 66 . 8% 霉多克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72 . 5% 百思特可湿性粉剂 800 倍
液、 70% 品润干悬浮剂 800 倍液、 60% 百泰
可分散粒剂 1500 倍液、 25% 凯润乳油 3000
倍液等。根据天气和发病情况，上述药剂与
天达 2116 加天达有机硅混配交替使用，每 7
-10 天，喷药一次，共喷 2-3 次，效果更
佳。

2 . 早疫病的防治方法：发病初期用
80% 大生 M-45 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或
70% 代森锰锌 500_600 倍液，或 80% 喷克可
湿性粉剂 800 倍液，或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
剂 600 液，或 64% 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500
液， 70% 品润干悬浮剂 800 倍液、 50% 翠
贝干悬浮剂 5000 倍液、 60% 百泰可分散粒
剂 1500 倍液、 7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80% 新万生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1 ： 1 ： 200 倍波尔多液、 53 . 8% 可杀得
2000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50% 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 500-1000 倍液等，上述药剂与天达
2116 加天达有机硅混配交替使用，隔 7-10
天 1 次，连续交替选择药剂防治 2-3 次，疗
效明显。

3 . 病毒病的防治措施：发病初期可用
“天达 2116 ” 1000 倍液+“天达裕丰”
1000 倍液，或 20% 病毒 A500 倍液，或
1 . 5% 病毒灵和 15% 病毒必克各 700 倍液，
5% 菌毒清水剂 500 倍液、 1 . 5% 植病灵Ⅱ号
乳剂 1000 倍液以上药剂加天达有机硅 3000
倍液喷雾防治，效果更佳。

4 . 环腐病的防治方法：选用抗病品
种，加强检疫，建无病种薯基地。播前选
种，淘汰病薯，用 600 倍氟派酸或天达诺杀
1000 倍液+天达 2116(浸拌种型)100 液或
64% 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70% 品
润干悬浮剂 800 倍液加天达有机硅 3000 倍液
等喷洒防治。

5 . 青枯病的防治方法：应实行轮作，
采用整薯播种。在切种时，严格淘汰病薯，
切到病薯后要剔除病薯并进行切刀清毒。采
用高垄栽培，雨后及时排水，田间发病初
期，可用天达 2116 800 倍液+天达诺杀 1000
倍液或 72% 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湿性粉剂 4000
倍液或 53 . 8% 可杀得 2000 倍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或 77% 多宁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灌根防
治，每株灌药液 200-250 毫升，隔 10 天灌一
次，连灌 2-3 次。以上药剂加天达有机硅
3000 倍液混合喷施，效果更佳。

6 . 炭疽病的防治方法：应及时清除田

间病残植株，发病初期可用 70% 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 1500 倍液， 80% 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60% 百泰可分散粒剂 1500 倍液，上
述药剂与天达 2116 加天达有机硅 3000 倍液
混配交替使用，效果更好。

7 . 黑胫病的防治方法：应选用抗病品
种和无病种薯。播种前晒种，淘汰有病种
薯。春季适时早播，采用高垄栽培。注意雨
后排水，降低田间湿度。田间发现病株要及
早拔除，清除田间病残体。合理轮作换茬。
发病初期，叶面喷洒天达 2116 800 倍液+
“天达诺杀“ 1000 倍+天达有机硅 3000 倍液
或 0 . 1% 硫酸铜溶液或氢氧化铜，能显著降
低黑胫病发生。

二 . 虫害
1 . 蚜虫：防治方法：可适时早播，避

开蚜虫发生高峰期，田间挂银灰色膜避蚜，
也可用黄油板粘蚜诱杀，蚜虫发生期用 50%
灭蚜威乳油，或 2 . 5% 功夫乳油各 1500 倍液
等低毒农药防治。在棚室内可用 22% 敌敌畏
烟剂密闭熏烟防治。

2 . 根结线虫：防治方法：应实行轮
作，在为害期用 1000-1500 倍天达阿维菌素
灌根，每株 50-100 毫升，有良好的防治效

果。
3 . 茶黄螨：温暖多湿条件利于茶黄螨

发生，可选用 15% 哒螨酮 3000 倍液，或
73% 克螨特乳油 2000 倍液，或 3% 啶虫脒乳
油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4 . 地老虎：小地老虎春季为害严重，
黄地老虎春秋两季都能为害，可用糖醋酒
(6 ： 3 ： 1)加水 10 倍+90% 敌百虫 1 份调匀
后，盛在器皿中放在田间诱杀，或将麸皮、
豆饼炒香后加 90% 敌百虫，用水拌湿作毒
饵，撒于田间毒杀，或用 3% 拜耳颗粒每亩 2
-5 千克处理土壤。

5 . 蛴螬：蛴螬为杂食性。可在秋季和
早春深耕土地，冻死部分成虫或幼虫，幼虫
盛发期用 90% 敌百虫 800_1000 倍液，或拌细
土撒于地面或播种时撒入播种沟内；或用
50% 辛硫磷乳油 800 倍液灌根，每株灌药水
150-250 克，或用 3% 阿维菌素 2000 倍液，
或用 48% 毒死蜱 1500 倍液防治。

6 . 蝼蛄：主要有东方蝼蛄和华北蝼
蛄，成虫、若虫取食薯块，会造成严重为
害，应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料，田间挂黑光灯
诱杀成虫。种薯播种时用毒谷、毒饵、药剂
处理土壤。在生长期可用 50% 辛硫磷乳油，
48% 毒死蜱乳油 1500 倍液或 5%-劲特胶悬剂
灌根防治。

一、优良品种
我省栽培的主要优良品种有：
1 . 红皮高桩圆葱
陕西省蔬菜研究所从陕西农家品种红皮

圆葱中选育而成。肉质细嫩，白色，有辣
味，品质佳，产量高，一般亩产 3000-4000
千克，高产地块可达 5000 千克以上。

2 . 蓬莱红皮圆葱
山东省蓬莱市地方品种。鳞茎表面呈紫

红色，近圆球形，肉质白色，每个鳞茎重

250 克左右，甜味，微辣，香味浓，宜炒
食。较耐肥水，抗病性较强，较耐贮藏。产
量高，一般亩产 4000-5000 千克。

3 . 零陵红皮圆葱
是湘南传统出口的名特产品种，葱头扁

圆形，外皮紫红色，香味浓。当地 10 月上旬
播种， 12 月上旬定植，翌年 6 月上旬收获，
一般亩产 2000-3000 千克。

4 . 日本中甲高黄
引自日本，属中日照、高球形黄皮圆葱

品种。鳞茎表皮橙黄色，生长势强，抗病，
较耐贮藏。不适宜的温度和光照易引起抽
薹。该品种适合出口外销。一般亩产 4000 千
克左右。

另外还有大宝、 OP 黄、红叶 3 号和杂
交种等，尤其是红叶三号，组织紧实，不宜
抽薹，产量高，品质好。

二、播种育苗
我省圆葱多数品种都在 9 月上旬露地播

种育苗，育苗期 40_50 天左右。播种过早，

冬前苗子长的大，第二年易抽薹，也消耗养
分，降低产量和质量。播种晚了，苗子小，
根系生长发育不良，遇到寒冬，易受冻死
亡。

圆葱的育苗畦，以土地肥沃的沙壤土为
佳，苗床基肥不宜过多，避免幼苗徒长。基
肥撒施后耕翻土地。土肥掺匀，搂平地面，
作 1 . 2-1 . 5 米宽的平畦。一亩育苗地播 4-5
千克种子(每 100 平方米播 600-700 克种
子)。可供栽 8-12 亩地的用苗。圆葱播后需
要畦面保持湿润，防止地面板结，出苗后如
地面过干，可适当浇水，幼苗长到 2-3 叶
时，需要及时拔草、浇水、间苗。保持苗距
3-4 厘米，控制幼苗旺长。育苗畦一般不必
追肥。可在定植前，叶面喷 0 . 2% 磷酸二氢
钾和天达 2116(壮苗型)600 倍液，促根壮
苗。

套袋果树病虫害的防治技术问答

马 铃 薯 病 虫 害 的 防 治

圆 葱 的 选 种 与 播 种 育 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