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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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海南新科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文昌抱罗基地

当年栽植“桂台”系列及“ 16 绿”系列鲜枣，并在鲜枣生

长的各个时期配合使用“天达 2116 ”系列产品，达到三次

挂果，得到中国果菜专家委员会众多专家的肯定，他们一

致认为，露地当年栽植当年三次挂果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

的。据专家分析，海南鲜枣达到当年栽植三次挂果有两方

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选择了适合海南生长的“桂台”系

列和“ 16 绿”系列鲜枣品种；另一方面，国家“ 863 ”计

划成果之一的“天达 2116 ”系列产品，在海南鲜枣栽培中

发挥了神奇作用，促使鲜枣长势旺、结果多、病虫少、品

质优。

“天达 2116 ”是采用当今高新生化技术从海洋甲壳

类生物体壳中提取活性物质，与多种微量元素科学配方、

精制而成的全新多功能生物制剂，能激活植物体内各种酶

的活性，诱导潜在的优良基因和抗逆基因的充分表达，恢

复自身优生优育功能，增强植株免疫能力，达到农产品丰

产丰收的目的。该产品是一种天然、无毒、无残留、无污

染、无公害、无副作用的绿色产品，是充分利用国际领先

科学技术，既能使农作物增产，又能使农产品品质优化，

充分体现绿色环保农业新理念的高科技产品，是生产绿色

无公害农产品的必备法宝。经过我们栽植鲜枣实验，发现

其有以下几方面优点：

一、促根壮苗 优化生长

用“天达 2116 ”淋根或苗期叶面喷施，根孽苗大大减

少，促进幼苗根系发育，苗齐、苗壮。在枣树萌芽前或移

栽后，用“天达 2116 ”涂干或喷树干，促进萌芽，提高了

移栽成活率，抽生新芽质量好，抗病抗逆性强。由于海南

日照强烈，温度偏高时易造成叶片灼烧，生长期喷施“天

达 2116 ”，鲜枣叶片质量明显提高，叶片肥厚、浓绿、光

亮，叶片厚度增加，大大提高了叶片的机械强度，有效的

防止了由于环境条件不利所带来的生理损害。同时，叶片

中的叶绿素含量也明显增加，大大增强了树势，为鲜枣优

质高产奠定了基础。

二、促花保果 控梢促梢

生长期喷施“天达 2116 ”，促使鲜枣自动调节营养生

长和生殖生长，促进花芽分化，达到保花保果，控制枝叶

的徒长，控夏梢、促秋梢，同时增加鲜枣的营养。在开花

前 5 ～ 7 天喷施“天达 2116 ” 800 倍液，大大促进了花蕾

分化，在初花期和盛花期喷施“天达 2116 ”和九二○及硼

砂，大大防止落花，促进授粉，增加坐果率，保花保果效

果极佳。我们在海南三月份栽植鲜枣，七月份果第一次成

熟，八月份二次果大量出现，现第三次果正在分批出现，

这与合理喷施“天达 2116 ”有很大关系。

三、防病抗逆 防病毒病

“天达 2116 ”提高南方鲜枣抗旱、防旱、抗病等抗逆

能力，特别对枣疯病的病毒病有特效。对枣炭疽病、枣锈

病等病害有很好预防和抑制作用。苗期和生长期，阴雨、

高温、高湿等易发生病害时期或发病初期喷施“天达

2116 ”+“天达恶毒灵”，有效预防和缓解各种病害，改善

“株弱”、“株黄”现象。

四、解除药害 降低残留

由于误用除草剂等农药引发的枣树药害，及时喷施

“天达 2116 ”+“天达恶毒灵”，几天内即起死回生。在

枣树生长期喷施“天达 2116 ”，显著降低了农药残留；我

们在杀虫剂、杀菌剂、调节剂、除草剂中加入“天达有机

硅”，不仅显著增效，并且快速渗透，大大减少用水量和

用药量，我们认为是生产绿色无公害鲜枣的必备法宝。同

时，硅还可以作肥料，提供养分，改良土壤。

五、增加产量 提高品质

“天达 2116 ”系列产品大幅度增加南方鲜枣产量，提

高鲜枣的品质，使鲜枣大小均匀，表面光滑，色泽美观，

大大增加含糖量，口感纯正，防止了裂果，并耐贮耐运。

在幼果期、膨大期各喷施“天达 2116 ”药液一次，使果

大、均匀、着色又好，成熟早、产量高，既优化了品质，

又耐贮、保鲜。我们在海南种植“桂台”系列及“ 16 绿”

系列鲜枣试验发现，喷施“天达 2116 ”药液的枣树，鲜枣

在产量、含糖量、着色度、抗病抗逆性等多方面都大大提

高。

海南新科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树让农业研究所

夏树让 张哲

由于今年墒期降雨较多，土壤湿度

良好。据气象部门预报，秋播期间降水

明显偏多，将加大机耕和播种的困难，

势必影响到小麦适期播种。针对这一情

况，现就小麦播种期间应注意的问题提

出建议：

一、抓紧腾茬整地，科学配方施肥

各地要抓紧收秋整地，做到收一

块、腾一块、耙一块，为适期播种作好

准备。要充分发挥大型机械的作用，搞

好秸秆还田、机耕、机耙，大力推广平

衡施肥。

二、合理调配品种，实行规模化种

植

各地要积极调整小麦品种结构，搞

好种子调配，满足农民群众备播需要。

要改变过去不同品种插花种植和粮食部

门混收、混贮的习惯，实行品种布局区

域化、种植面积规模化、生产技术标准

化，提高小麦质量安全水平。

三、力争适时播种，保证麦播质量

要根据前期气候特点和未来天气形

势综合分析，目前冬麦区土壤墒情较

好，今年秋季气温偏高，降水偏多，秋

季气候特点属于秋暖降水偏多年份，冬

季气温偏高，降雪偏多，入冬期将与历

年相比适当推迟。因此， 2008 年度冬

小麦的适宜播种期应适当推迟，既可预

防冬前旺长现象，又要达到壮苗标准。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适宜播种期 9 月中旬

开始，半干旱半湿润地区 9 月中旬后期

开始，湿润地区 9 月下旬开始较好，争

取冬小麦都能在适播期内播种，力争冬

前长成壮苗，为明年丰收奠定基础。要

使用机播或精播耧播种，保证播种质

量。

四、搞好种子、土壤处理，确保苗

全苗壮

要搞好麦播期病虫草综合防治，重

点是地下害虫的防治工作。一是要抓好

种子包衣技术的推广。二是搞好药剂拌

种。对未采用种子包衣的，要因地制宜

进行药剂拌种。三是搞好土壤处理。用

3% 甲基异柳磷或辛硫磷颗粒剂，每亩

2 — 2 . 5 公斤，犁前均匀撒施地面，随

犁翻入土中。四是示范、推广生物药

剂。对地下虫害重发地块，选用新型生

物制剂乳状菌或白僵菌每亩 1 . 5 公斤进

行土壤处理。

五、冬前管理

一、适时化学除草，小麦播后

15 — 20 天即小麦二叶后(11 月下旬)亩

用 15% 噻磺隆可湿性粉剂 10 — 15 克或

75% 巨星干悬浮剂 1 — 1 . 5 克对水 30

公斤喷洒地面，防除杂草。

二、中耕： 11 月底— 12 月上旬进

行中耕，以增温保墒，促进根系生产，

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三、浇好冬水：播种后至封冻前若

无充足降水，要坚持浇好冬水，一般在

立冬至小雪期间浇好冬水，浇后及时划

锄保墒。

一、要趁青粉碎。

掰棒后立即粉碎，可提高粉碎质量，争取秸秆残

体短、碎、散布均匀，还可减少秸秆内糖分损失，对

加快秸秆腐解，增加土壤养分大有益处。

二、要加施少量氮、磷化肥。

如果每亩翻压秸秆 500 公斤，再增施 4 . 5 公斤

纯氮， 1 . 5 公斤纯磷，可增加秸秆腐解，又可解决

土壤缺氮缺磷的问题。

三、要旋耕或耙地灭茬。

秸秆残体与土壤混合，并进入土层中。

四、要深耕翻压。

深耕要求 200-250 毫米，让秸秆残体掩埋好，

促使秸秆腐解，以充分发挥肥效。

五、要浇足塌墒水。

耕翻后必须浇足塌墒水，以便解决土壤被架空问

题。

六、要浇好封冻水和返青水。

玉米秸秆在土壤中腐解过程需要大量的水，如果

不及时补水，不仅腐解减退，还会与麦苗产生争水矛

盾。浇足水保证麦苗生长发育所需的足够水分。

“ 天 达 2 1 1 6 ”显 神 威
——— 海南鲜枣当年栽植三次挂果

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技术要点 如 何 做 好

秸 秆 还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