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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提要： 

 如何保证本预警系统对您的田块晚疫病预测的准确性?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药剂—2017。 

 

如何保证本预警系统对您的田块晚疫病预测的准确性? 

注意：对晚疫病进行预测，需要：气象数据+田间信息，二者缺一不可！ 

1、气象数据：从本预警系统网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气象数据

绝大多数为“县或旗”气象局的气象站记录的数据，由于一个县或旗的面

积很大，所以这个气象数据的代表性就不是很好。因此，如果条件允许，

建议种植公司自行安装或几个大户联合安装小型自动气象站（购买之前请

先咨询我们，以便与本预警系统顺利对接），这样气象数据就能更准确地代

表您的田块。在您没有自己的气象站之前，我们就用您所在县或旗的气象

数据来参考，这总比没有气象数据好。 

2、田间信息：请您每周日下午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反馈上一周田间情况： 

通过“短信”反馈田间信息（请发至：13833028511）： 短信格式：  x 

x 县或旗 x x 镇（此处指的是基地田块的地址），品种，出苗日期，当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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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 x x，苗高x x cm，是否封垄，上周有x x （填写 0-7 之间的任何数字）

天地里土壤潮湿（判断标准：沙土地有降雨即为土壤潮湿；非沙土地因雨

后潮湿拖拉机进不了地），晚疫病有或无，反馈人姓名。例如：围场县腰站

乡，大西洋，5 月 20 日出苗，苗期，苗高 20cm，未封垄，上周有 2 天土壤

潮湿，晚疫病：无，张三。 

通过“微信”反馈田间信息（请扫描本简报第一页右上角的二维码并

关注，然后给该公众号发微信即可，微信格式同上面短信的格式。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药剂—2017 

下表是在截至 2017 年 5 月 29 日在我国登记的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化

学药剂，供广大种植者参考选用，笔者采用登记名称的拼音升序进行了排

列，同一登记名称内按照生产厂家的拼音升序排列，排名不分先后！ 

表 1 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常用药剂（2017） 

生产厂家 登记证号 登记名称 
有效成分

总含量 
剂型 作用方式 

日本史迪士生物科学株

式会社 
PD345-2000 百菌清 4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上海惠光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PD20091824 丙森·霜脲氰 6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PD20096979 波尔·甲霜灵 85%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保加利亚艾格利亚有限

公司 
PD375-2002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东部福阿母韩农（黑龙

江）化工有限公司 
PD20132478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PD20070496 代森锰锌 7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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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PD20095880 代森锰锌 75% 
水分散粒

剂 
保护作用 

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PD20081295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河北万特生物化学有限

公司 
PD20085074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湖南大方农化有限公司 PD20082375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PD20040011 代森锰锌 7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PD20040029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PD20060158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PD220-97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美国仙农有限公司 PD266-99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日本日友商社(香港)有

限公司 
PD20090601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PD226-97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山东澳得利化工有限公

司 
PD20092590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山东海讯生物化学有限

公司 
PD20090601F090075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山东省济南赛普实业有

限公司 
PD20101591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

司 
PD266-99-F00-0141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山东鑫星农药有限公司 PD20092172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

公司 
PD20082590F080035 代森锰锌 75% 

水分散粒

剂 
保护作用 

四川先易达农化有限公

司 
PD20091282 代森锰锌 7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陶氏益农农业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 
PD20070192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天津市施普乐农药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PD20060161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印度联合磷化物有限公

司 
PD20082590 代森锰锌 75% 

水分散粒

剂 
保护作用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 PD20060158F120045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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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有限公司 剂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

学品有限公司 
PD220-97F060147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PD84116-6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江苏长青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D20085934 代森锌 65%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 PD20094358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上海惠光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PD20080893 代森锌 65%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 
PD84116-8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四川先易达农化有限公

司 
PD84116-2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天津市施普乐农药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PD20086353 代森锌 65%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天津市施普乐农药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PD84116-7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 PD84116-4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作用 

河北省保定市亚达化工

有限公司 
PD20110312 丁子香酚 0.3% 可溶液剂 保护+治疗 

吉林省延边春雷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PD20098015 多抗·福美双 25.75%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美国杜邦公司 PD20060008 噁酮·霜脲氰 52.5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

公司 
PD20060008F130047 噁酮·霜脲氰 52.5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LS20170204 噁酮·烯酰 4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陕西先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S20170164 氟胺·氰霜唑 3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西安北农化农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 
LS20160393 氟胺·氰霜唑 3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LS20160019 氟啶·嘧菌酯 40.0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PD20170236 氟啶·嘧菌酯 4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

有限责任公司 
PD20161417 氟啶·嘧菌酯 5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安徽蓝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PD20161179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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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 PD20151873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绩溪农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D20141512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41977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61312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连云港禾田化工有限公

司 
PD20151256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

司 
PD20170890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PD20080180F040028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青岛汉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D20170624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PD20080180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山东科大创业生物有限

公司 
PD20150598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

限公司 
PD20152511 氟啶胺 4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

有限公司 
PD20150425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PD20151811 氟啶胺 5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 PD20170883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 
PD20151293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

有限责任公司 
PD20131037 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PD20160995 氟菌·锰锌 6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 LS20170150 氟菌·氰霜唑 3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

限公司 
PD20120373 氟菌·霜霉威 

687.5 克/

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

司 
LS20160233 氟吗啉 30% 悬浮剂 治疗 

美国杜邦公司 LS20150355 氟噻唑吡乙酮 10% 
可分散油

悬浮剂 
保护+治疗 

美国杜邦公司 PD20160340 氟噻唑吡乙酮 10% 
可分散油

悬浮剂 
保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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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

公司 
LS20150355F160049 氟噻唑吡乙酮 10% 

可分散油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11275 甲霜·锰锌 58%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PD20084693 甲霜·锰锌 58%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 
PD20096280 甲霜·锰锌 58%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甘肃富民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PD20141383 甲霜·嘧菌酯 3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甘肃华实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PD20121087 甲霜灵 25% 

悬浮种衣

剂 
保护+治疗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70081 精甲霜·锰锌 68%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PD20080846 精甲霜·锰锌 68%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

限公司 
PD20151680 精甲霜·锰锌 68%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 
PD20080846F040138 精甲霜·锰锌 68%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PD20110973 枯草芽孢杆菌 
1000 亿芽

孢/克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河北省保定市亚达化工

有限公司 
PD20120826 苦参碱 0.5% 水剂 保护+治疗 

沈阳化工研究院（南通）

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D20070403F130006 锰锌·氟吗啉 5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

司 
PD20070403 锰锌·氟吗啉 5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安徽美兰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PD20142310 嘧菌酯 25%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

公司 
PD20130518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江苏艾津农化有限责任

公司 
PD20111160F120019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

有限公司 
PD20160784 嘧菌酯  6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PD20111160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

公司 
PD20141324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PD20131132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 PD20160994 嘧菌酯  50% 水分散粒 保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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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剂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 
PD20060033F060051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PD20142114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英国先正达有限公司 PD20060033 嘧菌酯 25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浙江博仕达作物科技有

限公司 
PD20120353 嘧菌酯 25% 悬浮剂 保护+治疗 

美国杜邦公司 PD20110053 氢氧化铜 46% 
水分散粒

剂 
保护作用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

公司 
PD20110053F090110 氢氧化铜 46% 

水分散粒

剂 
保护作用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PD20050191-F02-0045 氰霜唑 1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PD20050191 氰霜唑 1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

司 
LS20170137 氰霜唑 5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

有限责任公司 
PD20151380 氰霜唑 100 克/升 悬浮剂 保护作用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PD20102139 双炔酰菌胺 23.4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 
PD20102139F080031 双炔酰菌胺 23.4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PD20142151 双炔酰菌胺 23.40% 悬浮剂 保护作用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 
PD20170687 霜霉·氟啶胺  48%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

有限责任公司 
PD20170404 霜霉·氟啶胺  5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保加利亚艾格利亚有限

公司 
PD20150783 霜脲·锰锌 44%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

公司 
PD20084073 霜脲·锰锌 72%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PD20092359 霜脲·锰锌 72%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

农药中试厂 
PD20081950 霜脲·锰锌 72%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42241F150011 霜脲·嘧菌酯 6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美国世科姆公司 PD20142241 霜脲·嘧菌酯 6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7

javascript:opencompany('F32058302')
javascript:opencompany('F32058302')
javascript:open('PD20060033F060051')
javascript:opencompany('F32000006')
javascript:opencompany('F32000006')
javascript:open('PD20142114')
javascript:opencompany('F0A0602')
javascript:open('PD20060033')
javascript:opencompany('F33042401')
javascript:opencompany('F33042401')
javascript:open('PD20120353')
javascript:opencompany('F12000004')
javascript:opencompany('F12000004')
javascript:open('PD20151380')
javascript:opencompany('F32000006')
javascript:opencompany('F32000006')
javascript:open('PD20142151')
javascript:opencompany('F44030012')
javascript:opencompany('F44030012')
javascript:opencompany('900B2BC8F2A74F32A2730D6BF7BDE7FA','F37072301')
javascript:opencompany('900B2BC8F2A74F32A2730D6BF7BDE7FA','F37072301')
javascript:open('FE7FB1D845CD429B8E964AF92C4ACD9C','PD20084073')
javascript:opencompany('D944ECF820E0472C96210450FE1B2FBE','F13100201')
javascript:opencompany('D944ECF820E0472C96210450FE1B2FBE','F13100201')
javascript:open('67B1A3418D0E4BF787C6C10EB566DA97','PD20081950')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学

有限公司 
LS20170215 霜脲·氰霜唑 24% 悬浮剂 保护+治疗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

公司 
LS20170056 霜脲·氰霜唑 4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LS20130512 霜脲·霜霉威 28%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浙江省杭州宇龙化工有

限公司 
PD20161185 肟菌酯 3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欧洲公司 PD20093402 烯酰·吡唑酯 18.7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欧洲公司 PD20093402 烯酰·吡唑酯 18.7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 
LS20170238 烯酰·吡唑酯 19%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江苏耘农化工有限公司 PD20160323 烯酰·吡唑酯 18.7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欧洲公司 LS20160149 烯酰·代森联 53%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

有限公司 
LS20160149F160060 烯酰·代森联 53%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

公司 
PD20161086 烯酰·氟啶胺 4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 
PD20111026 烯酰·膦酸铝  5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60451 烯酰·锰锌  69%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

有限公司 
LS20150184 烯酰·嘧菌酯 4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 
PD20170214 烯酰·氰霜唑 40%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PD20152629 烯酰·铜钙 75%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欧洲公司 PD20142264 烯酰·唑嘧菌 47%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

有限公司 
PD20170168 烯酰·唑嘧菌 47% 悬浮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

有限公司 
PD20142264F160043 烯酰·唑嘧菌 47% 悬浮剂 保护+治疗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 
PD20110082 烯酰吗啉 50% 

可湿性粉

剂 
保护+治疗 

山东省青岛瀚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PD20110999 烯酰吗啉 8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 
PD20110244 烯酰吗啉 5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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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产化学工业株式

会社 
LS20160085 吲唑磺菌胺 18% 悬浮剂 保护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

学品有限公司 
LS20160085F160072 吲唑磺菌胺 18% 悬浮剂 保护 

巴斯夫欧洲公司 PD20080506 唑醚·代森联 6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

有限公司 
PD20080506F140037 唑醚·代森联  60%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陕西西大华特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LS20160284 唑醚•丙森锌 59% 

水分散粒

剂 
保护+治疗 

注：表中数据来源“中国农药信息网”，数据截至 2017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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