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地方标准《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目的及意义 

苦瓜是华南地区传统名蔬，海南苦瓜不仅是冬春季全国各地“俏

销品”，也是夏秋季度淡一个重要的蔬菜种类，历年来价格都比较稳

定，每亩产值1.0万元以上，年播种面积约0.8万hm2，主要分布在三

亚、万宁、屯昌、保亭、海口等市县，是当地重要创收作物之一。在

海南高强度的降雨和土壤酸化为特征的热带亚热带环境影响下，苦瓜

田土壤养分极易淋溶，土壤保肥能力差；常年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也

极利于病虫害繁殖，导致病虫害发生频率高，密度大，世代交替，病

虫害防治难度大。在生产中为了片面追求苦瓜产量，简单过分依赖于

化肥和农药，施肥和用药管理技术粗放，导致我省化肥农药过量使用。

据调查我省蔬菜化肥、农药每亩平均使用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肥、药过量使用一方面导致我省苦瓜种植投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造

成严重污染和破坏我省农业生态系统，影响到农产品质量的安全以及

人民的生命健康，这与建设生态海南，发展海南生态农业根本上相违

背，已充分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

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

积极探索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珠现代农业发展

之路”。同年，农业部分别制订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省委省政府为解

决海南农业“王牌不王”的问题，2016年我省把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作



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的总体要

求，在全省开展“两减、三增、三结合”行动，构建全省生态循环农

业模式。其中减施化肥和化学农药作为一项首要目标列为工作计划。 

目前，我国现有标准体系中，发布的关于苦瓜的各级标准共有

44项，其中废止的 5项，现行 39项，主要内容包括苦瓜种子、产品、

生产技术、杂交制种、加工等方面。其中关于苦瓜无公害和绿色生产

技术的标准较多，有 27 项，发布较新的标准有《日光温室无公害苦

瓜生产技术规程》DB14/T 1783-2019（山西）、《无公害农产品 苦瓜

生产技术规程》DB4210/T 16-2017（荆州）、无公害农产品 苦瓜生产

技术规程 DB46/T 39-2012 （海南）。上述标准中部分对化肥农药减

施增效有所涉及，但没有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的标准发布。 

为了加快我省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增强我省苦瓜产业市场竞争

优势，必须加快改变苦瓜对化肥农药过分依赖的传统方式，制定苦瓜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规程。 

二、标准编制过程 

（一）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以及成立标准起草小组等情况 

本标准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提出申

请，经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编制任务列

入 2020 年下达的第四批海南省地方标准制修定计划任务，立项文件

见《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0 年第四批地方标准

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所是农业农村部所属事业单位，主要开展热带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研发

创新与示范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引进与开发创新等,拥有蔬菜、土

壤等专家团队，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标准转化应用能力和社会服务



能力，在标准申报、制定、审批等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了加强本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更好地完成标准的起草任务，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和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抽调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并联合海南省东方弘屿果蔬农民

专业合作社、屯昌县枫绿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两家一线生产单位，成

立了标准起草组，专家组全面负责标准起草、报送、评审等工作。标

准起草组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历/学位/职务 专业方向 职称 

1 戚志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蔬菜栽培 副研究员 

2 杨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蔬 菜 育 种

与栽培 

研究员 

3 杜公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硕士 植物保护 助理研究

员 

4 李晓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植物营养 副研究员 

5 韩旭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土壤生态 副研究员 

6 牛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硕士 蔬 菜 育 种

与栽培 

副研究员 

7 王登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土壤学 副研究员 

8 廖道龙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 

研究生/硕士 瓜 类 育 种

与栽培 

副研究员 

9 云天海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 

研究生/硕士 瓜 类 育 种

与栽培 

研究员 

10 赵武清 海南省东方弘屿果蔬农

民专业合作社 

本科/社长 苦瓜生产  

11 刘维侠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硕士 蔬 菜 育 种

与栽培 

副研究员 

12 刘子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研究生/博士 蔬菜育种 副研究员 

13 蔡昌辉 屯昌县枫绿果蔬产销专

业合作社 

社长 苦瓜生产  

（二）标准文稿的编写情况 

标准起草组明确参加人员的分工，熟悉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海南省地方标准《DB 46/ T 74—2018 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

制定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自从接受编制任务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及时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小组成员均为长期从事苦瓜栽培研

究和生产一线的专业人员，并有支持或参加过各级标准的制定，对标

准编制的工作程序及研究方法较为熟悉，为本标准编制打下坚实的基

础。小组成员具有长期从事苦瓜栽培研究、技术示范推广和生产的实

践经验，承担了海南省耕地改良重大专项项目、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

农业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等相关项目，建设了“苦瓜-水稻”模式肥料

长期定位试验，多年的持续研究为《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的编制积累了大量资料；多次赴各大蔬菜生产市县调研苦瓜

化肥农药施用现状、推行的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及其应用效果，广

泛听取蔬菜专家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生产企业技术人员的意

见，于 2020年 11月，形成并完善了标准的初稿。本标准适用于海南

省内苦瓜露地及保护地生产管理。 

三、主要技术指标的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如技术指标、

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各技术指标来源

与出处 

1.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

力求做到科学规范、指标准确、可操作性强，既与国家、农业部相关

标准接轨，又有符合海南省苦瓜产业发展实际，按照 GB/T 1.1 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海南省地方

标准《DB 46/ T 74—2018 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给出的规则起

草。本标准针对我省苦瓜生产中化肥农药过量无序使用的问题，结合

我省苦瓜生产实际和多年技术推广示范效果，确定了产地环境要求、

苦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禁止使用的农药等主要内容。 

（1）产地环境条件 

本项内容中苦瓜生产基地各项要求指标主要参考《GB/T 18407.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苦瓜属于短日作物，

喜光不耐荫，喜湿而怕雨涝，对土壤的要求不太严格，适应性较广。 

（2）苦瓜化肥减施技术 

本项内容中规定了化肥替代技术、化肥优化减量技术、农艺措施

减施化肥技术。围绕“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的工作主

线，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1号文件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

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农业部先后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本技术

中使用到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参照《NY/T 2911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

程》，水肥一体化技术参照《NY-T 2624 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总则》，

肥料施用参照《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生产中用到的

各种肥料相关指标参照《GB 20287 农用微生物菌剂》、《GB/T 17419 

含有机质叶面肥料》、《GB/T 17420 微量元素叶面肥料》、《GB/T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T 23348 缓释肥料》、《NY 525 有机

肥料》、《NY 884 生物有机肥》、《NY 1106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海南省菜田土壤由于过量无序使用化肥，土壤养分失衡、土壤

酸化板结等问题日益严重。有机肥替代化肥可以部分解决化肥过量使

用带来土壤酸化和水体的富营养化，还可以解决畜禽粪污堆积得不到

有效利用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是水果、蔬菜、茶叶生产大国，

但其综合效益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化肥用量过

高。苦瓜对肥料要求较高，如果有机肥充足，植株生长粗壮，茎叶繁

茂，开花结果多，品质好，特别是生长后期，若肥水不足，则植株衰

弱，叶色黄绿，花果少，果实细小，苦味增浓，品质下降；缓释肥肥

效比一般未包膜的长 30 天以上，淋溶挥发损失减少，肥料用量比常

规施肥可以减少 10%-20%，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结合银灰色底膜进

行覆盖栽培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有效减少苦瓜生产中的水肥损失；在

测土配肥的基础上，对土壤把脉，按需施肥，科学施肥，促进作物养

分吸收，实现土壤养分平衡。 

（2）苦瓜农药减施技术 

本项内容中规定了农药替代减施技术、精准施药技术、免疫诱

抗技术、农艺措施、病虫测报、统防统治、安全施药和禁用农药。我

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药用量大国。在农业生产特别是蔬菜生产中，

农药过量使用问题严重。农业部制定了《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方案》。本标准使用到的农药施用技术参照《GB/T 8321（所有

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海南地处热带，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在适合苦瓜生长的同时，

也适合许多病虫害的发生漫延，且世代交替不明显，增加了防治工作

的难度。由于整体防治水平不高及长期使用化学农药，导致部分害虫

和病源菌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致使蓟马、瓜实蝇、白粉虱等虫害危



害日益严重；单一作物连年种植导致土传病害加剧；随着用药种类增

多、剂量增大及没有严格掌握安全间隔期，致使蔬菜产品中的农药残

留量超标。苦瓜是连续开花、连续结果、连续采收的作物，施药后难

以严格按照安全间隔期采收。实蝇类害虫对苦瓜危害大，瓜实蝇成虫

产卵管刺入幼瓜表皮内产卵，幼虫孵化后即在瓜内蛀食，因此造成大

量落瓜，畸形瓜，改变其口感，严重影响瓜的品质和产量。因此，苦

瓜生产中应该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优先采用农业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科学合理的使用化学防治，达到生产

安全、优质高效的目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应用

信息素诱捕配合套袋技术，可显著减少苦瓜实蝇类害虫危害；而田间

清洁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可通过减少田间的病虫害传染传播源头，

显著降低白粉病、实蝇类害虫等病虫害发生；苦瓜与水稻进行水旱轮

作，可显著降低枯萎病发生；通过精准施药设备配合农药助剂，可有

效减少农药的飘逸损失，特别是在常年多风的沿海地区。 

针对农药滥用的问题，海南省发布了《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

若干规定（2017年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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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的禁止使用的农药以此为据。 

（3）苦瓜栽培技术 

海南省发布了《DB46/T 39 无公害农产品 苦瓜生产技术规程》。

本标准规定的苦瓜栽培技术依照该标准执行。 

2. 各技术指标来源与出处 

（1）本标准考虑到苦瓜种植业主面对的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及

苦瓜品种繁多、更新速度快等因素，故未推荐海南省的主栽品种以及



熟性，由种植业主根据不同栽培季节、市场需求等选择相应的苦瓜品

种。 

（2）本标准要求“目标产量 52.5t/hm2 时，结合深翻整地，施

入商品有机肥 7.5t/hm2〜15t/hm2，或农家肥 60m3/hm2〜90m3/hm2。”，

是基于标准起草组多年研究结果。长期定位试验的结果表明，苦瓜生

产中商品有机肥 7.5t/hm2〜15t/hm2 或农家肥 60m3/hm2〜90m3/hm2 作

基肥施入，可以显著提高苦瓜的抗逆性，延长苦瓜采摘期，并可替代

20%-30%氮肥用量。2016年 1月海南遭遇大范围寒潮，屯昌枫木洋苦

瓜主产区施用 7.5t/hm2 有机肥的地块苦瓜抗寒性和灾后恢复生长速

度显著高于单施化肥地块。 

（3）本标准建议“苗期推荐配方为 N:P2O5:K2O =15:15:15（或

相近配方）的水溶肥，按稀释倍数 800倍〜1000倍，每隔 5天〜6天

灌水施肥一次，灌水量为 150 m3/hm2〜225 m3/ 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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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近配方）的水溶肥一次，每

次灌水量为 150m3/hm2〜225 m3/hm2，每隔 5 天〜7 天灌 l 次，共 8 次

〜12 次。”，是基于标准起草组多年研究结果。为验证这一结果，进

行了比较试验。试验位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儋州五队试验基地，土

壤为砖红壤。试验地长 44米，宽 22米，每垄为一个小区，每个小区

宽 4 米，长 22 米。本试验设置 3 个处理，分别为传统施肥（Tra）、

优化施肥（Opt）、优化施肥+中微肥（Opt+TE），每个处理 3个重复。

传统施肥的底肥沟施，优化施肥起垄后在垄面撒施底肥再翻耕一遍。

传统施肥采取宽垄，优化施肥采取窄垄，垄面宽 0.8 m。优化施肥+



中微肥处理中的中微量元素肥，采取移栽后多次喷带施入。每垄 21

株。优化施肥、优化施肥+中微量元素肥处理分别比传统施肥减少了 

20%和 13.33%的复合肥用量。按照成熟一批采收一批的原则，将每垄

成熟的苦瓜果实全部采摘并称重。测定苦瓜产量和果实数量。苦瓜肥

料投入量（kg/亩）如下表所示： 

处理名称 肥料种类 肥料用量   

传统施肥 有机肥（底肥） 200 

 复合肥（15-15-15 底肥） 50 

 复合肥（15-15-15 追肥） 100 

优化施肥 Opt 有机肥（底肥） 200 

 复合肥（15-5-25 底肥） 30 

 含腐殖酸水溶肥（15-5-25 追肥） 87 

 尿素 3 

优化施肥 Opt+中微量元素 有机肥（底肥） 200 

 复合肥（15-5-25 底肥） 30 

 含腐殖酸水溶肥（15-5-25 追肥） 87 

 尿素 3 

  中微量元素肥 10 

苦瓜产量、果实数量随采摘天数的变化规律如下图所示：

 

随着采摘时间的延长，苦瓜产量和数量逐渐增加，而且优化施肥

+中微量元素肥处理的的产量和果实数量的累积曲线高于优化施肥，

而传统施肥最低。 



 

图 2 不同处理间苦瓜产量和果实数量分析采摘 

37天内，优化施肥+中微量元素肥的产量显著高于优化施肥，传

统施肥最低。优化施肥+中微量元素肥与优化施肥的果实数量之间无

显著差异，但是均显著高于传统施肥处理。分别为 10.95t/hm2、13.14 

t/hm2、14.10 t/hm2，果实数量分别为 2.58万个/亩、2.94万个/亩、

3.13万个/亩。与传统施肥相比，优化施肥的产量和果实数量分别比

传统施肥提高了 20%和 14.14%，优化施肥+中微量元素肥比传统施肥

提高了 28.77%和 21.48%。 

本试验周期较短，但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证明了合理肥料配比

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节肥潜力。 

（4）本标准建议“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 0.2% KH2PO4液或尿素液

2 次〜3 次，根据营养诊断的数据，叶面喷施中微量元素。”是基于

多年的研究和示范推广的经验。在较高管理水平下，海南冬春茬苦瓜

产量平均可达到 52.5t/hm2，如果前期肥料管理不善，极易导致苦瓜

的早衰。在苦瓜生长中后期喷施 KH2PO4液、尿素液和中微量元素肥，

可以有效补充植株养分，提高苦瓜的长势，延长苦瓜采摘期和商品率。 

（5）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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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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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长期定

位试验结果和田间生产实际效果。长期定位试验结果表明，“苦瓜-

水稻”轮作模式中，延续 3年以上的水稻秸秆粉碎后全量还田措施可

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孔隙度，从而提高土壤肥力，相应的

可以减少化肥用量，且不会降低后茬苦瓜产量。 

（6）本标准建议“在蓟马、白粉虱、螨类害虫等初发期用 0.3%

苦参碱水剂 250 倍液〜300 倍液或 0.36%苦参碱水剂 300 倍液〜350

倍液叶面喷雾，10 天左右 1 次，连喷 2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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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亿孢子/毫

升）400 倍液〜600 倍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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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基于在田间示范推广过程中得到验证的数据。 

（7）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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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瓜架主梁处悬挂粘虫板，

每 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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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粘虫板悬挂试验得出的结果，并在苦瓜生

产中得到应用和效果验证。 



（8）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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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生产

中得到验证的技术。标准起草组开展示范对比结果表明，在应用信息

素诱捕技术的前提下，套袋可降低苦瓜损失率 10%以上。在没有其他

辅助措施的情况下，套袋的效果更好。 

（9）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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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田间试验得出的结果。通过信息素诱

捕器，可有效诱捕实蝇类害虫成虫，降低虫口密度，从而减少农药使

用频次和用量。 

（10）本标准建议“苦瓜遭遇低温等逆境时，使用碧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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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技术已经在 2016年 1月的海南低温寒潮中得到了

验证。喷施碧护和氨基寡糖素的地块，苦瓜抗寒性显著增强，灾后恢

复生长速度比不使用的地块快乐 3-5天。 

（11）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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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枫木、三亚、保亭等海南苦



瓜主产区已经普遍采用了嫁接苗，抗枯萎病等土传病害效果显著，苦

瓜抗逆性也得到增强。在屯昌枫木洋，苦瓜 12月初移栽，未嫁接地

块苦瓜到 3月中旬死株率在 30%以上，嫁接苦瓜死株率在 5%以下且长

势具有显著优势。应用嫁接苗可通过降低土传病害发生而相应降低农

药的使用频次和用量。 

（12）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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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技术的效果在苦瓜产区已得到广泛验

证。标准起草组的长期定位试验结果表明，苦瓜与水稻轮作，通过水

旱轮作可有效降低土壤中枯萎病致病菌镰刀菌属的丰度，从而降低枯

萎病发病率。 

（13）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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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

摘除老叶、黄叶，剪除生长弱、密度大的枝蔓。”、“加强肥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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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已经在生产中得到验证。实践证明，农艺措施虽然

技术含量不高，但如果能执行到位，对于降低病虫害的传染传播源头、

提高作物抗病抗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降低病害发生率达到减少

农药使用的目的。 



（14）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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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病虫害防控的重要原则，但在实际生产

中执行力度和效果并不好，这受当前生产经营主体的性质影响。因此，

在此特别做出规定。 

（15）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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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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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农药不是不可以使用，而是要合理

有序使用，要严格按照《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安全使用，所以在此做出规定。 

（16）本标准建议“禁止使用的农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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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非常重视农药的安

全使用，出台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农药名

录》、《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文件。本标准引

用这些文件规定了禁止使用的农药。 

（17）本标准建议“苦瓜栽培管理按DB46/T 39执行。”，海南

省已经发布了《DB46/T 39 无公害农产品 苦瓜生产技术规程》，这



是与海南苦瓜生产实际密切结合的标准。本标准除化肥农药减施措施

之外的苦瓜栽培技术参照该标准执行。 

（18）本标准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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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档案，有据可查，便于合理轮

换用药，及时发现抗药性等问题，筛选合适的配伍。因此在此做出规

定。 

（二）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时，应写明采标程

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现行的法律、法规，直接引用有关强制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与这些文件中的规定不存在矛盾，所有内容协调

一致。 

 
 

《苦瓜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编制小组 

2020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