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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的有关术语定义、产地环境要求、苦瓜化肥农药减施技
术、禁止使用的农药。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苦瓜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715.1 瓜菜作物种子 第1部分：瓜类
GB 20287 农用微生物菌剂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7419 含有机质叶面肥料
GB/T 17420 微量元素叶面肥料
GB/T 18407.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GB/T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23348 缓释肥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 525 有机肥料
NY 884 生物有机肥
NY 1106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NY/T 2118 蔬菜育苗基质
NY-T 2624 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总则
NY/T 2911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
DB46/T 39 无公害农产品 苦瓜生产技术规程
《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2017年修订版）》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农药名录（2019年修订版）的通
告》（琼农字〔2019〕17号）
3 术语和定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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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肥减施
通过精准施肥、调整化肥使用结构、改进施肥方式、有机肥替代化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施肥方
式转变、新肥料新技术应用、有机肥资源利用，减少不合理化肥投入、提高耕地质量水平的措施。
3.2 农药减施
通过病虫监测预警，推行绿色防控、精准施药、病虫害统防统治，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
毒高残留农药的措施。
4 产地环境条件
应符合 GB/T 18407.1 的要求。
5 苦瓜化肥减施技术
通过配方施肥、调整化肥施用结构、改进施肥方式、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手段实现化肥减量。
5.1 化肥替代技术
5.1.1 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
有机肥包括商品有机肥和农家肥，应符合 NY 525 规定的要求，商品有机肥直接施用，农家肥充分
2
2
2
腐熟后施用。目标产量 52.5t/hm 时，结合深翻整地，施入商品有机肥 7.5t/hm 〜15t/hm ，或农家肥
3
2
3
2
60m /hm 〜90m /hm 。
5.1.2 缓释肥替代减施技术
根据土壤供肥能力、基肥施用量以及苦瓜的需肥特点，确定合适的缓释肥品种，详细阅读所选购缓
释肥的使用说明书，掌握适宜的施肥时期施用量和施用方法。缓释肥作基肥一次施入，质量要求符合
GB/T 23348 规定。
5.2 化肥优化减量技术
5.2.1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参照 NY/T 2911 执行。
5.2.2 水肥一体化技术
参照 NY/T 2624 执行。苦瓜定植后约 3 天〜5 天，缓苗成活后浇缓苗水一次，此后至蕾期控水蹲苗，
促根控秧。根瓜坐住后结束蹲苗开始第一次追肥，滴灌应根据苦瓜需肥特性、需肥规律和需水规律，定
植后前两次只灌水、不施肥。苗期推荐配方为 N:P2O5:K2O =15:15:15（或相近配方）的水溶肥，按稀释
3
2
3
2
倍数 800 倍〜1000 倍，每隔 5 天〜6 天灌水施肥一次，灌水量为 150 m /hm 〜225 m / hm ，共 3 次〜5
次；在开花坐果后，每次采摘结合灌溉，按稀释倍数 800 倍〜1000 倍，施用配方为 N:P2O5:K2O =15:5:25
3
2
3
2
（或相近配方）的水溶肥一次，每次灌水量为 150m /hm 〜225 m /hm ，每隔 5 天〜7 天灌 l 次，共 8 次
〜12 次。
5.2.3 根外追肥技术
结合基肥和追肥的减量优化，补充根外施肥。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 0.2% KH2PO4 液和尿素液 2 次〜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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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根据营养诊断的数据，叶面喷施中微量元素。叶面肥料质量符合 GB/T 17419 或 GB/T 17420 的规
定。
5.3 农艺措施减施化肥技术
5.3.1 土壤深耕深翻
在前茬作物收获后，进行深翻，深度 30 cm 以上，优化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透气性。
5.3.2 前茬水稻秸秆还田
采用与水稻轮作的地块，结合土地耕翻将稻草秸秆粉碎后全量还田。
6 苦瓜农药减施技术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采取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6.1 农药替代减施技术
6.1.1 植物源农药施用技术
在蓟马、白粉虱、螨类害虫等初发期用苦参碱水剂叶面喷雾，10 天左右 1 次，连喷 2 次。
6.1.2 生物防治技术
积极保护利用天敌。田间释放瓢虫、草蛉、胡瓜钝绥螨等捕食性天敌和丽蚜小蜂等寄生性天敌，防
治蚜虫、粉虱、蓟马等昆虫；苦瓜收获后期，不再喷施药剂后，可按照益害比 1:10 的比例释放寄生蜂
防控瓜实蝇，连续释放 2 次〜3 次；用苏云金杆菌 BT 乳剂防治小菜蛾、菜青虫等鳞翅目幼虫；利用枯
草芽孢杆菌等微生物制剂防治枯萎病、白粉病等，定植缓苗后发病前灌根和叶面喷施，建议灌根 1 次，
喷雾 3〜5 次，间隔 10〜15 天。
6.1.3 物理防治技术
6.1.3.1 微小害虫诱粘板防控技术
种植行挂置粘虫色板（黄板、蓝板）可诱杀蓟马、蚜虫、白粉虱、斑潜蝇等微小害虫。在瓜架主梁
2
处悬挂粘虫板，每 hm 悬挂 40 cm×25 cm 蓝色粘虫板 300 片左右诱杀蓟马，悬挂黄色粘虫板 450 片〜
600 片诱杀白粉虱等。苗期至收获期全程悬挂可控制靶标害虫发生。
6.1.3.2 苦瓜套袋技术
在实蝇类害虫危害严重的地区，可采用苦瓜套袋技术。选择刚形成至 3cm〜4cm 长，花蒂尚未脱落，
无病、无斑、无虫的幼瓜进行套袋。套袋时间宜在晴天的上午露水干后的 8 时〜11 时和下午 3 时〜6
时，避开中午高温期。苦瓜在套袋后要按照正常的管理来进行，要随时观察所套果实的长势，发现有破
损的和果实在袋内受到病虫害侵染的，要及时进行摘除销毁。
6.1.4 信息素诱捕技术
防治实蝇类害虫。苦瓜种植后在田间四周悬挂含有实蝇信息素的诱捕瓶或诱捕板，每瓶（板）间隔
10 米左右，每隔 10 天左右更换 1 次。苦瓜开花前，田内和四周同时挂瓶（板），每隔 7 天更换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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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精准施药技术
选择采用静电喷雾、自动对靶喷雾、低量喷雾、变量喷雾等技术的精准施药植保机械，根据靶标特
性、药剂类型和防治对象选择合适的有机硅等喷雾助剂，掌握最佳用水量与使用方法，增加药剂附着率，
减少漂移损失。
6.3 免疫诱抗技术
苦瓜遭遇低温等逆境时，使用 0.135%赤霉酸+0.00052%吲哚乙酸+0.00031%芸苔素内酯 15000 倍、
氨基寡糖素（5%水剂）1500 倍等生长调节剂和免疫诱抗剂，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
6.4 农艺措施
6.4.1 品种选择
根据当地土壤、气候、消费习惯和市场需求特点，选用抗病、耐冷凉、耐湿热、耐贮运的品种。种
子质量应符合 GB 16715.1 规定。禁止使用经禁用物质和方法处理的苦瓜种子。
6.4.2 选用嫁接苗
嫁接育苗是防控苦瓜枯萎病的有效措施，生产中应严格选用无病虫的健壮嫁接苗。选用亲和性、抗
病性、抗逆性俱佳的南瓜或丝瓜品种作砧木。
6.4.3 水旱轮作
在稻作区苦瓜收获后种植一季水稻，通过水旱轮作防控苦瓜枯萎病等土传病害。琼北地区一般在11
月底至12月初栽植苦瓜，4月底至5月初结束采收，6月上中旬水稻育秧，7月初插秧，10月底至12月初水
稻收获；琼南地区苦瓜可在10月份移栽，茬口衔接更灵活。
6.4.4 保持田间清洁
田间管理修剪的侧枝侧蔓、老叶需集中烧毁或深埋。及时摘除病枝、病叶、病果，并集中处理销
毁。
6.4.5 合理植株调整
苦瓜长势强，要及时摘除老叶、黄叶，剪除生长弱、密度大的枝蔓。
6.4.6 加强肥水管理
保证足够数量的充分腐熟的有机肥，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营养平衡和生物活性，补充土壤有机
质和养分从而补充因苦瓜采收而从土壤中带走的有机质和土壤养分。
6.4.7 覆盖银灰双色地膜
苦瓜垄面覆盖银灰双色地膜，银灰色面朝上，以驱避蚜虫、降温保墒。
6.5 加强病虫测报，实行统防统治
采用定点系统调查和普查相结合方法，监测田间苦瓜病虫害发生情况，结合气象因素，进行预测预
报。当病虫害达到影响经济阀值时，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应组织种植户对整片苦瓜病虫害开展统防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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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安全施用化学农药
针对苦瓜主要病虫害种类，坚持科学用药，推荐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进
行防治。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的相关规定。发病初期及时进行药剂防治。喷药时叶片的正反面均
匀喷雾。
6.7 禁止使用的农药等技术要求
禁止使用的农药参见 GB/T 8321 和《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
用农药名录（2019 年修订版）的通告》（琼农字〔2019〕17 号）。
7 苦瓜栽培技术
苦瓜栽培管理按DB46/T 39执行。
8 建立化肥农药施用记录档案
每次施用完农药化肥后详细记录于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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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苦瓜化肥农药施用记录表
基

地点：

省

市（县、区）

本 信 息

镇

村

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种植面积（亩）：

；

苦瓜总产量（kg）：
农 药 使 用 信 息

施用日期

农药名称

防治对象

剂型

有效成分含量

亩制剂用量

钾含量（%）

亩用量

肥 料 使 用 信 息
施用日期

肥料名称

氮含量（%）

磷含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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