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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是由伪狂犬甲型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近年来，沉寂多年的猪伪狂犬病毒卷土重来，并迅速蔓延，症状也由典

型转为慢性，严重危害养猪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对于本病尚无特效治疗药物，疫苗免疫接种是预防和控制该病的根本措施。现将国

内外研发并使用的猪伪狂犬病疫苗介绍如下，供参考选用。

伪狂犬病疫苗研究有哪些新成果

新手养殖肉鸽注意事项

鸽子的祖先是野生原鸽，
肉鸽是人们经过长期选育而
形成的品种。其特点是：体型
大、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是
高级滋补营养品。肉鸽个体
较小，对外界环境非常敏感，
如不注意，容易发生死亡，影
响成活率。

选用良种
选择美国白王鸽、泰国银

王鸽、香港王鸽、深圳王鸽、蒙
丹鸽、贺姆鸽、卡奴鸽、鸾鸽等
优良肉鸽品种，使其养殖增效。

选好鸽舍
应选择在没有病菌和“三

废”污染、地势较高、排水良
好、背风向阳、远离闹市区的
地方建鸽场。鸽舍要采用砖
木或土木结构，要干燥清洁，
空气清新，光照、通风良好。

控制环境
初生肉鸽羽毛未丰，冬季

应注意保暖，但是密封鸽舍氨
气味很浓，不利于鸽子健康生
长，除在炉子上熬醋熏一熏，
减轻氨味外，还可以开窗通
风；多雨季节应搞好鸽舍卫
生，保证通风干燥，特别是巢
盆下垫料切勿受潮；炎夏要防
暑，注意通风换气。用消毒液
对鸽舍进行喷雾消毒，用生石
灰铺撒地面消毒。

合理配料
肉鸽饲料的理想配方是

稻谷45%、豌豆25%、玉米20%、
小 麦 10% 或 玉 米 45% 、豌 豆
25%、小麦 15%、高粱 15%。有
条件可适当加些火麻仁和绿
豆。

添加保健沙和鱼肝油
为提高肉鸽出笼重量和

有利于健康，对7日龄～30日
龄肉鸽每天喂给2次特种保健
沙，每次 1 粒；鱼肝油每天 1
粒。保健沙应现配现用，一般
将粗沙、骨粉、贝壳粉等先混
好后，再将用量少、易氧化、易
潮解的配料，在喂前与配好的
保健沙混合在一起。

增加光照
为了让鸽子多采食，促其

快速生长，增加母鸽喂乳鸽的
时间，晚上最好在鸽舍内开几
盏6瓦～10瓦的节能灯。

定期洗浴
不仅可防止鸽子体外寄

生虫的侵袭，还可刺激鸽子分
泌生长激素，促进生长发育。
网上平养的青年鸽，利用盆浴
的方式洗浴，每15天洗1次；
笼养的产鸽采用喷雾器喷水
洗浴，一般每20天洗1次。

疾病防治
从外面引进的种鸽，必须

经过严格的检疫和隔离观察；
尽量做到自繁自养；养鸽场不
要混养其他家畜家禽；注意搞
好清洁卫生和定期消毒；每隔
5天给鸽子饮1次消毒水；饲
养员应身体健康，没有传染
病，且经消毒室消毒后方能进
入养殖区。

及时销售
肉鸽的最佳上市期是4周

龄（28 天），此时鸽体形态美
观、分量适中、肉质细嫩、味道
鲜美、营养丰富，很受消费者
欢迎。 侬科

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将猪伪狂犬病毒

接种于鸡胚或细胞，当病毒滴度
达到要求时收获病毒，灭活后加
入免疫佐剂，从而制成的灭活疫
苗。

灭活疫苗的优点是安全性
高，不会引起散毒，也不会带来潜
伏感染的问题。但灭活疫苗不能
将内源性蛋白抗原提呈给免疫系
统，因而不能诱导细胞毒T细胞
反应(CTL)。疱疹病毒本身的免疫
原性与毒力有一定的相关性，因
此灭活疫苗的免疫效果一般较
差，并且灭活疫苗使用的免疫剂
量也较大，偶尔会发生过敏反应，
故在生产上已较少使用。

弱毒活疫苗
弱毒活疫苗是将分离到的野

毒株经非猪源细胞反复传代，或
适应鸡胚，或加入致突变剂在高
于一般的培养温度条件下，在细
胞上反复传代而获得的疫苗。

目前，在我国猪场中使用的
基因缺失疫苗有Bartha株、HB-98
株、SA215株和BUK株等。其中，
广泛使用的 PR 弱毒冻干疫苗
（Bartha-k61。也叫 k61)是一种
gI／gE双基因缺失弱毒疫苗，由
于该基因缺失而进一步阻断弱毒
株回复毒力的可能性，所以大大
提高了这种弱毒疫苗的安全性。

一般而言，自然缺失弱毒活
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安全
性高，并可以与野毒相区别，且价
格低廉，至今仍在伪狂犬病的防
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缺点是未
经充分致弱的弱毒苗的毒力可能
会返强而导致疾病的流行；弱毒
疫苗还有可能建立潜伏感染或可
能向未免疫猪散毒。

基因工程疫苗
目前猪伪狂犬基因工程疫苗

包括：基因工程缺失弱毒活疫苗、
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重组病毒
疫苗等。

基因工程缺失弱毒活疫苗：
猪伪狂犬基因缺失主要包括对与
毒力相关的基因如TK、RR、gE、gl
等基因的缺失以降低病毒毒力；
对糖蛋白基因如gG、gC、gD 等基
因的缺失，以引入选择标记或阻
止感染性病毒的产生，从而致弱
猪伪狂犬病毒，同时又能保持其
较强的免疫原性。基因工程缺失
疫苗的研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
初。基因缺失疫苗的构建成功，
为伪狂犬病的根除计划打下了物
质基础。此外，人们还将注意力
集中在核苷酸还原酶（RR）、蛋白
激酶（PK）、碱性酸外切酶、脱氧尿
苷三磷酸激酶等与PRV毒力相关
的基因上，试图通过缺失这些基
因，更进一步降低疫苗毒株的残
余毒力，从而使突变株更为安
全。基因工程缺失弱毒活疫苗的
优点是缺失了目的基因的几百甚
至几千个碱基，缺失区域明确，所
以它们返祖的可能性极小。PRV
缺失株一般都缺失了一个或几个
毒力基因，所以大多数PRV缺失株
对鼠、猪无毒力或仅有较低的毒
力，但是，仅缺失TK基因的弱毒
株对犊牛还有较低的毒力，而对
猫、狗毒力较强，若同时再缺失gC
或 gE 基因，则几乎不表现出毒
力。大多数的PRV缺失疫苗株都
有较强的免疫原性，免疫动物都
获得了较强的保护力。强毒攻击
免疫猪只出现临床症状和增重受
阻，而猪只的排毒时间大大缩短，
排毒量也大大降低。而基因工程

缺失弱毒活疫苗能否引起潜伏感
染或被激活为感染性病毒仍待进
一步研究。

亚单位疫苗：亚单位疫苗是
利用PRV保护性抗原基因，在原核
或真核系统中表达所获得的产物
制成的疫苗。目前已经发现PRV
有11种糖蛋白，其中，gB、gC、gD
均为刺激机体产生中和抗体的蛋
白，所产生的抗体无论是在体内
体外，还是在有无补体存在的情
况下都有中和PRV的能力，因此，
gB、gC、gD是研制PRV亚单位疫苗
的首选糖蛋白。亚单位疫苗的优
点是不含有核酸物质因此比较安
全，接种后不会产生持续感染或
潜伏感染；产生的免疫应答可以
与野毒感染相区分，有利于疫病
的控制和消灭。缺点是生产成本
高，免疫原性不及弱毒疫苗及灭
活疫苗，应用受到限制。

核酸疫苗：核酸疫苗是指将
编码外源蛋白质的核酸表达载体
注射入机体，以激发机体产生针
对外源蛋白质特异性的免疫应
答。核酸疫苗的优点是能克服伪
狂犬病病毒的潜伏感染，安全性

高，免疫期长，而且能激发细胞免
疫。缺点是虽然核酸疫苗的免疫
能产生较高的抗体水平，但对强
毒攻击的保护力不太理想。

重组疫苗：包括以腺病毒为
载体的重组疫苗、以猪痘病毒为
载体的重组疫苗及直接以猪伪狂
犬病毒为载体的重组疫苗。重组
疫苗的优点是载体病毒较稳定，
免疫原性持久，删除毒力基因的
活载体疫苗能诱发体液免疫和细
胞免疫，避免了灭活苗免疫的缺
点，接种方便安全；缺点是有些载
体对人或动物具有潜在致病性；
另外，重复使用会使动物对载体
病毒产生免疫反应，导致保护效
果变差。

目前，在防制猪伪狂犬病的
众多疫苗中，由于使用基因缺失
疫苗免疫能与自然感染相区分，
目前不少国家都在推广应用基因
缺失疫苗（多为gE-表型）免疫猪
群，配以相应的鉴别诊断方法来
实施猪伪狂犬净化与根除计划，
业已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杨果平

［实用技术］

入伏已有一段时间了，热浪
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基本上到了
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也是养牛
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可以说十
头牛有八头牛都会瘦，看着不爱
吃也不爱长的牛，相信每一个养
牛户都会心急火燎。那么入伏后
养牛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搭建遮阳网
牛舍顶部及运动场上方搭建

遮阳网，可以有效果避免阳光直
射到牛舍墙壁和牛体，进而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牛舍环境温
度，经过对比试验发现中午高温
时间段遮阳网下与遮阳网外温度
至少要相差5℃左右，遮阳网在
搭建时需要与牛舍保持1米以上
的距离，且最好有一定的倾斜角
度，这样更有利于通风。牛舍顶
部及四周墙壁用石灰水刷成白
色，这样可以将大部分阳光反射
出去，对牛舍降温也可以起到一
定的帮助。牛舍周围可以种植一
些树木、花草，对改善牛舍小环境
有不错的效果。

保持良好的通风
牛舍保持良好的通风，可以

降低牛舍内的温度、湿度、有毒有
害气体含量及牛体温度，进而给

牛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打
开牛舍门窗进行空气对流，牛舍
顶部预留通风口或安装通风球，
牛舍内还应安装排风扇或电风扇
加强空气对流速度，当夜间温度
高于25℃及湿度在50%以上时，
早晨5点到次日凌晨1点都需要
通风降温。

喷雾或淋雨降温
可在上午11点到下午15点

高温时间段，对牛体进行喷雾或
淋浴降温，当牛舍内温度高于
28℃时，可每隔30~50分钟喷雾
或淋浴一次，每次喷雾或淋浴时
间为3~5分钟。切忌不可采用冷
水直接对牛头部位进行喷雾或淋
浴，且必须结合通风才能起到应
有的效果，不然则会造成高温高
湿适得其反，可在喷雾或淋浴后
开启所有对流门窗、排风扇及电
风扇，让空气对流带走牛体热量、
牛舍内的热量及湿气。

加强卫生消毒工作
牛主要通过毛孔和皮肤来散

发热量，而牛体又常常沾染粪便
阻碍散热，因此经常用清水来冲
洗和刷试牛体，可以保持牛体清
洁加快散热，减少热应激。牛舍
内的粪污每天及时清理出来，避

免在牛舍内长时间堆积，一旦长
时间堆积便会发酵产热、增加湿
度，而且还会滋生致病菌，每隔
3~5天便要对牛舍内外及饲槽等
消毒一次。此外，盛夏蚊蝇等害
虫比较多，不仅会打扰牛的正常
采食与休息，而且还会传播一些
疫病，可采用敌百虫或氯氰菊酯
等药物喷洒到牛舍及周围环境用
于杀灭蚊蝇等害虫，避免喷到牛
体及饲槽造成牛发生中毒。

保证充足的饮水
天气炎热牛的需水量大大增

加，必须保证充足的清洁饮水才
可以，最好用新放出的自来水或
深井水，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24
小时不断水，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也应每隔 3~4 小时供水一次。
在饮水中加入适量的十滴水或藿
香正气水，可有效降低牛中暑的
发生。

科学搭配饲料
温度、湿度较高的情况下，会

影响到牛的食欲和消化功能，这
也是牛掉膘的主要原因，因此科
学搭配饲料十分有必要。首先，
可增加青绿多汁饲料喂量，例如
新鲜牧草、胡萝卜、西瓜等，不仅
适口性好，而且还能解渴利尿，对

防暑降温和缓解热应激十分有帮
助，不过青绿多汁饲料应逐渐增
加，突然增加的情况下则可能使
牛出现“水泻病”。其次可提高精
料中麦麸、豆粕的含量，以各提高
2%~3%为宜，同时降低等量的玉
米的含量，这样有助于提高饲料
适口性，及降低胃肠负担增加饲
料利用率。此外，随着牛呼吸及
排汗的增加还常出现矿物质、微
量元素及维生素缺乏，因此最好
适当增加牛预混料的喂量及牛舍
内悬挂盐砖，还可以采用电解多
维进行饮水。

调整饲喂时间
夏季还应适当调整饲喂时

间，早晨尽可能安排在4~5点之
前进行饲喂，此时天气比较凉快
牛的食欲旺盛，且牛采食后2~3
小时体热生产高峰阶段气温也不
会太高，晚上尽可能安排在8~9
点以后进行饲喂，此时气温已经
开始下降同样有助于牛的采食和
消化，白天则可以补喂一些青绿
多汁饲料，饲喂时还应遵循“少喂
勤添”的原则，以使牛保持良好的
食欲。放牧牛则应选择早晨和傍
晚放牧，以避开高温时间段。

侬科

夏季高温养牛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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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黄螨属蛛形纲蜱螨目，主
要寄生在茄子、辣椒、番茄等蔬菜
及果树上。

为害症状：幼螨集中在植株
幼嫩部位刺吸汁液，造成植株畸
形、生长缓慢，上部叶片僵直、增
厚、变小，叶正面常有黄白色或锈
色细小斑，背面呈灰褐色或黄褐
色，产生油质光泽或油浸状，严重
时植株顶部干枯，受害重的花蕾
不能开花结果。

具体来说，圆形茄受害时脐部
变黄褐色，呈木栓化和不同程度的
龟裂，裂纹可深达1厘米，如“开花
馒头”状，长形茄受害后症状相对
较轻；辣椒受害后叶背变为黄褐
色，有油质光泽，叶缘向下卷曲，幼
茎也变为黄褐色，受害重的植株矮
小丛生，生长停滞，并落叶、落花、
落果；番茄受害后，叶片变窄、僵硬
直立，有油质状光泽，果皮呈淡褐
色。此外，茶黄螨还可为害苦瓜、

丝瓜、黄瓜及豆科等蔬菜。
防治方法：茶黄螨生长繁殖

的最适温度是16～23℃，最适相
对湿度为80%～90%，因此温暖湿
润、密度大、不通风的环境条件有
利其生长发育。该害虫体形小，
肉眼不易察觉，
繁殖能力极强，
因此防治起来有
一定难度。对茶
黄螨，目前仍以

化学防治为主，关键要及时用
药。必须在茶黄螨初发期用药，
喷药的重点是植株上部，尤其是
幼嫩叶背和嫩茎，药剂可选用阿
维菌素、爱卡螨、哒螨灵等，每7～
10天用药一次，连续用两次。

8月份蔬菜栽培有哪些
注意事项？

8月正处于立秋和处暑两
个节气，气候炎热，常年月平均
气温 27.4℃，月降雨量 134.6
毫米，35℃的高温还可能出
现。上海地区既有高温干旱、
雷雨暴雨等不利影响，又有台
风的威胁，在做好预防自然灾
害的同时，还要抓好秋菜的播
种和定植，并加强田间管理及
病虫草防治工作。

播种定植
萝卜、茼蒿、苋菜、荠菜、菠

菜和草头等，从8月初开始可
陆续分批播种；胡萝卜、秋菜豆
上旬必须播种结束，再迟会影
响产量；秋土豆注意催芽后播
种，催芽时间从8月中旬开始，
一般为15～20天；大白菜的播
种期因品种不同而有差异，注
意适时播种；秋莴笋播种在处
暑前后。为降温、保湿，促齐
苗，播种时注意遮阳网的覆盖
应用。

做好卷心菜、花菜的定植
工作，特别是由原种场进行统
一育苗的单位，秧苗要分批培
育，并进行炼苗。无论是集约
化基质育苗还是常规育苗的，
有条件的要尽量做到带土、带
药定植，定植后及时浇水，促进
活棵。在秧苗定植前，一定要
先准备好定植地，并施足基肥，
注意增施有机肥，肥料要腐熟。

在抓好秋播的同时，还要
保证鸡毛菜、青菜继续分期、分
批种足种好。有机械的基地，
应按照规范使用开沟起垄机、
播种机、移栽机等蔬菜机械，并
尽可能做到配套使用，确保效
率和质量。

田间管理
利用晴好天气，做好清沟

理沟工作，保持沟系畅通，暴雨
过后或雨水间隙要及时排除田
间积水，防止涝渍为害。

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台风
来临前，要停止松土，并对豇
豆、夏秋黄瓜等的棚架进行加
固，防止倒坍；台风过后，对茄
子、辣椒等要及时扶苗壅土、追
施肥料和预防病害，促使迅速
恢复生长。

对田间生长的茄子、辣椒、
豇豆、冬瓜、丝瓜、夏秋黄瓜等
蔬菜要加强田间管理，继续做
好绑蔓、整枝、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工作，出现旱象时，要及时
抗旱。

做好冬瓜和南瓜的贮藏工
作。要注意观察田间蔬菜病虫
害的发生情况，根据相关预测
预报和指导意见，做好各类蔬
菜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工作，提
倡使用物理、生物防治方法，科
学使用化学农药。

进行设施菜田障碍土壤保
育和修复的基地，要按照规范
标准做好高温闷棚土壤消毒处
理、洗盐、水肥一体化等工作。

［热线答疑］

生鱼水花从“黑芝麻”进入朝
苗阶段，从投喂水蛛、红虫等开口
料逐渐过渡到进食饲料期间，冰
鲜作为过渡食物，功不可没。生
鱼苗期在什么时候投喂冰鲜进行
过渡为最佳时期？投喂过程有哪
些注意事项？业内人士表示，给
生鱼苗喂冰鲜要像喂小孩一样细
致，需仔细观察摄食情况，投料量
要一点点增加，还要注意塘水调
节。

据了解，鱼苗下塘后到吃鱼
浆（冰鲜打浆）之前（从“黑芝麻”
到8朝苗期间），主要是吃水蛛、
红虫等开口饵料。其中，从“黑芝
麻”到3厘米规格（6朝）期间，一
般投喂水蛛；6~7朝期间，逐渐使
用死水蛛拌冰鲜（开始时水蛛比
例多、鱼浆少，慢慢转变成水蛛少
冰鲜多)；7朝或者8朝过后完全投
喂冰鲜，纯冰鲜投喂时间大概维
持1周，然后开始拌0#料，到3#
料中后期后可以脱离冰鲜，以饲

料主导。
“也有人是5朝以后就直接喂

冰鲜。”部分业内人士表示，投喂
冰鲜没有特别的时间界限，主要
视水蛛丰富情况，如果没有水蛛
或者水蛛量很少，需要使用较多
的红虫，就会提前投喂冰鲜，因为

“红虫对朝苗的肠胃不好，尤其是
没有处理好的红虫。”

一些养殖户在生鱼苗7朝时
就开始投喂冰鲜，同时会在冰鲜
里面拌少许开口粉料，“因为鱼苗
规格参差不齐，会出现抢食现象，
部分小规格鱼苗吃不上料，导致
鱼苗死亡。粉料有黏合作用，让
食团具有一定浮水性，保证鱼苗
均能吃到料。”养殖户建议，粉料
与冰鲜的混合比例为1:2。

“用冰鲜喂生鱼苗需特别细
心，就像喂小孩一样”，部分养殖
户表示，在鱼苗期间，最好用网布
隔离一个个小网箱，并设置投料
台，在投料前先拍打水面，告知鱼

苗“开饭了”，看到鱼苗陆续游来
后，可以慢慢往料台投喂冰鲜，视
鱼苗的摄食情况，看是否增加投
料量。投喂一次用时半个钟头以
上。“在投料过程，可以看到鱼苗
是否有病或异常，以便及早预
防。”

养殖户一般直接从冷冻厂购
买冰鲜，据了解，养殖户购买冰鲜
不会计较是哪种鱼，而会从两个
方面选择好的冰鲜：一是看上去
肉质饱满的；二是经过低温处理
的。“你可以挑起一点鱼肉，看鱼
是否肉质饱满。而经过低温处理
的冰鲜鱼一般是几十斤整块整块
的，如果是散落的鱼则表示没有
经过低温处理的，携带细菌较多，
易于致病，这类冰鲜最好不要购
买。”业内人士说。

买回来的冰鲜经过初步处
理，拌点肠胃药，用绞碎机绞碎。
经过3次绞碎机的冰鲜肉末，口径
基本可以达到5朝以后鱼苗进食

要求。而冰鲜投喂按照一天四次
分时间段进行，分别是在早上 6
点、上午10点、下午2点、下午6
点投喂。据了解，通常早上6点与
下午6点这2餐会投喂多一点，而
在10点和下午2点喂得少一点。

“投喂量没有具体要求，视鱼苗进
食情况而定。”该业内人士表示，
比如早上6点按照1000～500尾/
斤的量投喂冰鲜，上午10点投喂
时冰鲜全部吃完了，那第二天早
上会适当增加投喂量。

另外，有关业内人士表示，在
鱼苗期注意使用一些中草药、护
肝药品，调节鱼苗肠胃；同时注意
调水，因为一旦喂料过量，料在塘
底有沉积，就会使水中氨氮过高，
鱼苗易发病；近期雨水天气多，要
注意经常换水，至少1个月换水
2～3 次，避免出现太浑浊水体。
最后，注意增氧，尽量全天候开足
增氧机，增氧机倒转运转省电，顺
转供氧较足。 侬科

生鱼苗转料前喂冰鲜需细心

蔬果如何防治茶黄螨

本地单季晚稻8月初前后相
继进入拔节长穗期，这一时期是
水稻生长发育最快，对养分、水
分、光照的需求量最大的阶段，其
叶、根、茎都会快速生长。由于此
期根系吸收能力增强，对水分、施
肥也比较敏感，因此肥水调控好
不好对最后的产量影响很大；8月
份稻株生长茂盛，纵卷叶螟、稻飞
虱、螟虫等虫害容易加重，纹枯
病、稻曲病、稻穗颈瘟等病害容易
发生，所以这一时期的病虫害防
治也很重要。

水浆管理技术
8 月份水浆管理要“先控后

足”。8 月上旬控肥控水刻不容
缓，通过控肥控水促使过多的无
效分蘖尽早消亡，保障有效茎蘖
受光充足、形成壮秆大穗。

“秋前不搁稻，秋后要懊恼！”
狠抓“立秋”前搁田刻不容缓。搁
田程度要因苗、因田而异，苗数超
过穗数2倍（如撒播稻每方尺茎蘖
数超过80苗）的田块要搁得久，搁
得重，使过多的无效分蘖尽快消
亡；苗数较适宜的稻田要由轻至

重，逐步搁成，到7月底搁到“田间
不陷脚，田边开细坼，土面露白
根，稻叶坚挺拔”。茎蘖数偏少的
插秧稻或晚茬稻要轻搁田，即发
现土面板结时立即灌一潮浅水再
搁田。

孕穗期要“足水养胎”。8月
下半月是单季晚稻需水需肥高峰
期，要勤灌浅水，“田脚烂”的稻田
采取“潮潮清”方法灌水。单季晚
稻在8月下旬孕穗期到9月上半
月抽穗开花期对35℃以上高温敏
感，花粉会受到伤害，那时如果气
温在35℃以上就要采取“上午灌
深水、傍晚排除水”的方法以水降
温，减轻热害。

因苗施用穗肥，氮磷钾平衡
促进

在前阶段控肥控水、8月上旬
叶色呈现“拔节黄”现象的前提
下，为提高增粒增重效果，根据叶
色早褪早施、迟褪迟施，苗数多的
少施、苗数少的多施的原则，应
氮磷钾平衡促进，施用复混肥。
7 月份控肥控水、田已经搁硬、
亩苗数已经下降到30万以下的稻
田，应在8月初早施促花肥，亩
施复混肥20公斤加尿素7～10公
斤左右，8月15日前后再看苗施
用保花肥。

7月中旬施过保蘖肥的机插

稻或苗数适中的直播稻一般在
“立秋”后施用穗肥，亩施复混肥
20公斤加尿素5公斤左右；苗数
过多的直播稻应继续控水控肥，
使过多的无效分蘖尽快消亡，到8
月15日前后，亩施复混肥15～20
公斤。

病虫害防治施药技术要点
8月份是纹枯病、纵卷叶螟、

稻飞虱、螟虫等病虫害容易加重
的阶段，要听从农技部门的安排
及时用药防治，不能少施药。病
害以预防为主，如条纹叶枯病等
病毒病一旦发病，用药治疗效果
较差，首先杀灭传毒的媒介灰飞
虱，才能有效防病；又如抽穗期发
病的稻曲病、穗瘟病等要在抽穗
前3～7天预先施用“破口药”，才
能有效防病；防治虫害，要按照农
业植保部门对害虫生育进程的测
报，一般在卵孵化到幼虫二龄高
峰期施药，防治效果好。8月份水
稻叶片增大，药剂加水量要足。
一般一亩田的多种药剂要加水50
公斤，用机动喷洒机器喷药，确保
足够的药水量。时值高温多阵雨
季节则要在早晨喷药，喷药后4
小时如遇大雨须立即补治，以确
保防效。喷药时田间要有3～5厘
米水层，用药后保水3～5天。

8月份单季晚稻如何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