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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述评

完善内地主产棉区棉花补贴机制的思考与建议要要
要以

湖南棉花生产现状与发展对策

山东省为例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巩养仓袁李飞袁贺云新袁张志刚

噎噎噎 王桂峰袁魏学文袁孙玮琪袁徐勤青袁王琰袁王安琪

我国棉花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 噎噎噎李培良袁魏晓文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齐明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郭景红袁姚炎帝袁赵海袁李玉国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贾肖月袁崔元培袁孙金生袁卢秀茹

国棉花生产的思考 噎 吴碧波袁吴若云袁熊格生袁陈岱卉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周畅袁鞠荣华袁杨智玲袁杨汭华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于谦林袁刘喜民袁徐勤青袁王琰袁房正

际比较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翟雪玲袁原瑞玲袁许国栋

2016 年中国棉业大事记噎噎噎噎噎噎 中国棉花杂志社
野十二五冶期间北疆早熟陆地棉品质育种进展分析

认清新常态 把握新趋势 运用新对策要要
要稳定发展中

新形势下山东棉花保险的发展与思考

轻简化栽培是我国棉花生产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途径

基于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中国棉花产业风险预警研究
中国棉花期货与现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棉花生产成本收益分析及国

近 11 年影响我国棉花产量增长因素分析

我国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生产发展现状尧问题与对策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培良袁魏晓文

噎噎噎噎噎噎噎 陈传强袁蒋帆袁张晓洁袁张桂芝袁李浩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桂峰袁徐勤青袁王安琪

地点尧播期和品种对黄河流域棉区棉花脱叶催熟剂应

2017 年新疆兵团棉花主要病虫害发生预测及防治对策

用效果的影响噎噎噎噎噎噎 王香茹袁 侯玉茹袁 杜明伟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赵冰梅袁李红袁李贤超

黄冬梅袁 李亚兵袁 田晓莉袁 李召虎

关于加快推进山东省棉秆肥料化应用的建议

研究报告

2017 年山东省植棉面积呈持平或略减态势

棉花叶枝数与种植密度对单株结铃数的影响

噎噎噎 徐勤青袁王桂峰袁孙玮琪袁于谦林袁王琰袁张少红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朱继杰袁赵红霞袁王士杰袁

棉花新政实施后中国进口棉花状况分析噎噎噎噎 周淼

冤植棉修复镉污染土壤研究进展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玉军袁张志刚袁匡政成袁陈浩东

李妙袁王国印袁黄瑞恒袁张晓袁万艳霞

安徽省短季棉比较试验品种表现及其评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何团结袁添长久袁苏香峰袁程福如

加勒帕戈斯群岛野生棉第二次考察简报

7 种杀菌剂对环洞庭湖直播棉田苗期病害的防治效果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周忠丽袁王星星袁王坤波袁刘方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彩红袁王永波袁张志刚袁贺云新袁

示要要基于山东滨州国际良好棉花项目的实证分析

新疆膜下滴灌棉田土壤钾素的变化特性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桂峰袁魏学文袁刘明云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曹琦袁张王斌袁卜东升袁迟春明

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对新疆种植业生产和收益的影响要要
要

噎噎噎噎噎 陈兵袁韩焕永袁张国蕾袁王方永袁余渝袁林海

甘肃省棉花种植成本及效益分析

噎噎 张丽萍袁 魏明峰袁 张贵云袁 刘珍袁 范巧兰袁 范继巧

良好棉花倡议渊BCI冤对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

邱庆浩袁张阳袁王文良袁刘庆年袁牛娜

基于 PMP 模型的模拟研究 噎噎 韩冰袁严婷婷袁李思经

蒋杰袁吴佶膛袁梅正鼎袁赵瑞元

4 种脱叶催熟剂在棉花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高硫苷油菜对棉花黄萎病菌和红腐病菌的抑制活性

噎噎噎噎 朱新明袁杨涛袁庄生仁袁孙建船袁詹有俊袁张璇

绿盲蝽在棉花不同生长期叶片上取食行为的 EPG 波形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颖芳袁胡继连

庄乾营袁周仙红袁翟一凡袁陈浩袁门兴元

近 12 年来我国棉花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 宋海燕袁卢增斌袁李丽莉袁于毅袁张安盛袁

有效防治甜菜夜蛾的 Bt 毒素种类及其应用前景

南疆 35 个海岛棉品种叶片叶绿素含量特征研究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李倩袁任相亮袁胡红岩袁

噎噎噎噎 何良荣袁赵晓雁袁阿依提拉窑艾散袁努尔妮萨窑

姜伟丽袁马亚杰袁王丹袁王莹莹袁马艳

民国时期河北省棉花生产及技术改进噎噎噎 周永萍袁
刘素恩袁崔淑芳袁刘存敬袁田海燕袁秦新敏袁耿军义袁崔瑞敏
新疆棉花产业发展与供给侧改革噎噎 李雪源袁王俊铎袁
郑巨云袁梁亚军袁艾先涛袁龚照龙袁买买提窑莫明袁郭江平

窑ⅰ窑

阿布杜克热木袁阿依努尔窑白克尔袁海热古丽窑罗合曼

安徽省沿江植棉区春季直播棉田杂草防除措施研究

噎李淑英袁朱加保袁路献勇袁马艳袁马小艳袁程福如袁刘方志

屏障式调控大棚在棉花南繁中的效用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刘平袁陈弟袁张海棠袁张西岭

长江流域春棉 F2 油后直播利用价值研究

保叶剂对基质育苗棉苗栽前光合生理的影响

噎噎 叶泗洪袁潘宗瑾袁添长久袁路曦结袁韩文兵袁吴德祥

噎噎 王国平袁于谦林袁韩迎春袁杜文丽袁范正义袁支晓宇

牧草盲蝽的寄主种类及取食选择性研究

淮北生态区短季棉种植经济效益比较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曹娜袁冷凌云袁刘端春袁冯宏祖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周得宝袁徐茂林袁窦乐袁何团结

湖南棉花品种渊系冤铃病抗性分析

不同膜下滴灌模式棉花的光合特性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彩红袁李飞袁张志刚袁赵瑞元

噎噎噎噎噎 王新燕袁龚照龙袁郑巨云袁王俊铎袁梁亚军

650 g窑L－1 夜蛾利它素饵剂对棉铃虫等夜蛾科害虫诱

复合外源调节剂种子包衣在滴灌棉田应用研究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防洲袁冶军

陆地棉焦磷酸酶基因

集效果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田英袁赵冰梅袁李红袁吴文忠

的启动子序列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俊娟袁王帅袁阴祖军袁王德龙袁

不同种类脱叶剂在长绒棉上的应用效果

氨基酸微量元素水溶肥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陆地棉野生种系玛丽加朗特 85 基于 SSR 的遗传图谱

噎噎噎噎 洪梅袁张敏袁范阿棋袁吐尔逊窑吐尔洪袁李诗林

王晓歌袁崔瑞峰袁樊伟莉袁郭丽雪袁郭晓宁袁叶武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洪浩袁常巧真
氧化 - 生物双降解地膜在棉田示范效果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孔清泉袁王玉红袁周忠丽袁王恒袁

噎噎噎噎噎 袁海涛袁余学科袁董灵艳袁贾立洪袁李根源

陆地棉脱水素蛋白 GhDHN1 的结构特征和无序性分析

蔡小彦袁王星星袁张振梅袁王坤波袁刘方

施用不同类型氮肥对棉花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俊娟袁阴祖军袁王德龙袁王帅袁

噎噎 李建峰袁胡艳飞袁李新强袁宋先慧袁王迎雅袁郑继亮
陆地棉脱水素基因

王晓歌袁樊伟丽袁郭丽雪袁陈超袁叶武威

1 启动子序列分析

南疆早熟棉免地膜栽培技术生产试验示范结果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俊娟袁王德龙袁王帅袁阴祖军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练文明袁喻树迅袁邰红忠袁

王晓歌袁樊伟莉袁郭丽雪袁郭晓宁袁叶武威

毛树春袁宿俊吉袁李克富袁李卫平袁吴博

棉花种质材料对苗期蚜虫的抗性鉴定

生态降解地膜覆盖棉花应用效果研究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吕丽敏袁张帅袁雒珺瑜袁王春义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杨苏龙袁史俊东袁席凯鹏袁史高川袁

朱香镇袁王丽袁张利娟袁李春花袁崔金杰

陶民刚袁姚众袁常铁牛袁张卫民袁李朋波袁石跃进

10%恶霉灵纳米乳对棉花枯萎病防控效果
噎噎噎噎噎 陈书珍袁曹月婷袁刘花粉袁刘子英袁单文荣

新型尿素在棉花上的应用效果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安静杰袁李耀发袁党志红袁张涛袁

棉花 / 花生带状间作模式初探

噎李鹏程袁郑苍松袁孙淼袁董合林袁李亚兵袁庞朝友袁赵新华

河北省棉田绿盲蝽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构建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海涛袁杨中旭袁李秋芝袁尹会会袁

高占林袁高连珍袁霍成梅袁潘文亮

无人机低空数字图像诊断棉花苗情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 雷亚平袁韩迎春袁王国平袁冯璐袁杨北方袁
范正义袁魏晓文袁王占彪袁支晓宇袁熊世武袁李亚兵

棉花麦后直播品种生产力比较研究
噎噎噎噎噎噎 黄颖袁荣义华袁梅汉成袁闫显会袁杨国正

新型脱叶剂欣噻利在赣北棉花上的应用效果初报

噎噎 张丽娟袁夏绍南袁李永旗袁高红兵袁谢业涛袁李直兴

不同时期淹水对棉花主要养分代谢及产量的影响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唐薇袁张艳军袁张冬梅袁王守海袁
李维江袁李振怀袁卢合全袁徐士振袁董合忠

棉花高产品系筛选方法的探索与研究噎噎噎 乔文青袁

王士红袁李彤袁张晗袁商娜袁赵建华

渊

不同棉田间作模式对棉花农艺及产量性状的影响
噎噎噎噎噎噎 刘卫星袁贺群岭袁张枫叶袁张金宝袁吴继华

利用 SSR 分子标记构建邯棉 559尧邯棉 802 和邯郸 885

的指纹图谱
噎噎付小琼袁杨保新袁杨付新袁刘逢举袁刘媛袁蔡家滨袁彭军
阿克苏棉花合理稀植技术探索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辉袁戴路袁田立文袁王大伟袁
阿布都艾尼窑阿布都维力袁张新华袁柯艳

棉花株式图 APP 田间记录系统与初步统计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庞念厂袁魏晓文袁贵会平袁
王香茹袁张恒恒袁董强袁宋美珍袁张西岭

齐海坤袁严根土袁王宁袁石建斌袁许庆华袁周红袁黄群
不同密度及整枝方式对棉花品种渊系冤产量的影响

棉铃黑果病与农艺性状的关系研究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鲁宁宁袁陈伟袁赵云雷袁龚海燕袁

噎 雷亚柯袁贾朝阳袁刘德征袁马威袁张景峰袁庄秋丽袁穆相华

赵佩袁崔艳利袁桑晓慧袁王红梅

野新壮态冶3 种配方叶面肥在赣北棉花上应用效果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夏绍南袁张丽娟袁张允昔袁
李永旗袁付传翠袁董泰丽袁董合林

生物降解地膜对盐碱地棉花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噎辛承松袁罗振袁唐薇袁张冬梅袁岳镇袁李维江袁孔祥强

黄河流域棉区北部机采棉田恶性杂草的化学防除研究

噎噎噎噎噎噎

黄健袁蒋建勋袁杜明伟袁田晓莉袁李召虎

窑ⅱ窑

子叶期喷施草铵膦对转基因抗草铵膦棉花生长发育

聊棉 6 号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的影响

噎噎噎 李秋芝袁杨中旭袁李海涛袁王士红袁商娜袁李素霞

噎噎噎噎 任相亮袁胡红岩袁王丹袁王莹莹袁李倩袁马艳

糯玉米与棉花间作对蚜虫种群的调控作用

噎路献勇袁李淑英袁朱加保袁程福如袁刘方志袁江本利袁於春

利用 SSR 标记检测棉铃种仁 DNA 鉴定杂交种纯度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付小琼袁叶武威袁彭军

优质高产棉花杂交种中棉所 101

噎噎噎噎噎 李俊文袁龚举武袁石玉真袁刘爱英袁商海红袁
于霁雯袁巩万奎袁袁有禄袁王涛袁葛群袁陈婷婷袁王艳玲

国审棉花品种要要
要创棉 501 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庞立根袁朱茂翠袁朱桢明

网格数学方法在棉田水分运动研究中的应用

丰产优质多抗棉花品种西农棉 1008 的选育与应用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刘丽媛袁李传宗袁李亚兵

噎 景忆莲袁刘耀斌袁路坦袁郭勇袁安萌袁郑详博袁汤胜利

化学打顶剂在甘肃棉花上的应用效果

噎噎噎噎 张璇袁孙建船袁杨涛袁詹有俊袁杨军袁陈辅志

4 种杀虫剂对绿盲蝽的毒力及其持效性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倩袁刘永强袁陆宴辉袁吴孔明

枯草芽孢杆菌对南疆棉花黄萎病尧产量及纤维品质的
影响
噎噎噎 师勇强袁冯自力袁冯鸿杰袁魏锋袁赵丽红袁朱荷琴
棉花种子中转基因成分筛查策略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海波袁张英

植保无人机飞行高度与方向对棉田雾滴沉积分布的

转基因抗虫棉花杂交种要要
要山农棉 13 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宋宪亮袁孙学振袁李绍福

冤长绒棉品种要要
要新海 58 号

噎 李诗林袁陈晋瑞袁吐尔逊窑吐尔洪袁洪梅袁刘军袁张银宝
长绒棉新海 57 号选育及栽培技术

噎陈晋瑞袁吐尔逊窑吐尔洪袁李诗林袁洪梅袁刘军袁张银宝

长绒棉新海 53 号的特性及栽培要点

噎 宁新民袁王为然袁孔庆平袁孔杰袁朱家辉袁阿里甫窑艾尔西
高产机采棉品种要要
要新陆早 74 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郭景红袁李玉国袁赵海袁姚炎帝

影响

欣试 71143 的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

噎 胡红岩袁任相亮袁姜伟丽袁马小艳袁马亚杰袁王丹袁马艳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徐东永袁王洪这袁陈谨袁李树青袁肖峰

新疆哈克尼西棉新不育系和恢复系主要性状配合力
分析

噎噎噎噎噎 赵晓雁袁何良荣袁戴翠荣袁谷洪波袁周曙霞
区域试验与新品种

川杂棉 40 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早熟尧高产转基因抗虫常规棉品种要要
要湘 K25

噎噎噎 贺云新袁张志刚袁梅正鼎袁张兴平袁吴佶膛袁蒋杰

海岛棉品种新海 54 号的选育与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 练文明袁邰红忠袁卢金宝袁晏萍袁吴博袁赵静
特早熟棉花新品种酒棉 19 号选育与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韦树谷袁叶鹏盛袁曾华兰袁

噎 詹有俊袁庄生仁袁范术丽袁孙建船袁王龙袁杨涛袁喻树迅

高产优质转基因抗虫杂交棉瑞杂 818 选育及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俊铎袁梁亚军袁艾先涛袁郑巨云袁

李琼英袁张骞方袁何炼袁刘朝辉袁蒋秋平袁代顺冬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长庆袁刘全营

早熟尧抗病棉花新棉 3 号选育与栽培技术

龚照龙袁李雪源袁詹有俊袁庄生仁

产优质抗病虫棉花品种冀 2658

优质尧高产棉花品种豫棉 54 选育

噎噎 赵存鹏袁郭宝生袁刘素恩袁王凯辉袁王兆晓袁耿军义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谢德意袁房卫平袁李武袁赵元明袁

噎 范术丽袁王龙袁庞朝友袁魏恒玲袁王寒涛袁王晖袁喻树迅

优质抗病机采棉花新品种要要
要新陆中 80 号

噎噎噎 鞠乐袁周晓静袁强学杰袁牛银亭袁陈培育袁余行简

高产抗虫机采棉湘 FZ001 选育及栽培技术

高产尧抗病转基因抗虫棉品种要要
要中棉所 94A915
棉花高产抗虫杂交种要要
要宛杂 218

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种要要
要中棉所 99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邢朝柱袁郭立平袁吴建勇袁
戚廷香袁王海林袁唐会妮袁乔秀芹袁张学贤

国欣棉 16 选育及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徐东永袁张德才

优质高产转基因抗虫棉杂交种中棉所 96

噎噎噎噎噎 袁有禄袁李俊文袁石玉真袁龚举武袁刘爱英袁
商海红袁巩万奎袁王涛袁葛群袁陈婷婷袁王艳玲

转基因抗虫棉品种要要
要中棉所 3018

噎噎 姚金波袁张永山袁陈伟袁李燕袁褚丽袁刘海菊袁郭香墨

窑ⅲ窑

杨晓杰袁聂利红袁吕淑平袁赵付安袁唐中杰袁孙瑶

噎朱家辉袁孔庆平袁孔杰袁宁新民袁王为然袁徐海江袁阿里甫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匡政成袁肖才升袁李庠袁李玉军袁
李育强袁刘开智袁卜勇袁陈浩东

优质短季棉新品种要要
要湘棉早 1 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彭凡嘉袁巩养仓袁周德桂袁张雪林

冤转基因抗虫棉品种邯 6203 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 任爱民袁马维军袁张玉娟袁韩秋成袁崔明晖
抗虫短季棉新品种鲁棉 241 的选育与栽培技术要点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汝忠袁申贵芳袁韩宗福袁王宗文袁
王景会袁孔凡金袁邓永胜袁段冰袁赵逢涛

优质尧高产转基因抗虫棉杂交种苏杂 668 的选育与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田景山袁张煦怡袁张旺锋

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 肖松华袁刘剑光袁赵君袁吴巧娟袁徐剑文

棉花学会

冤彩页 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 2017 年年会暨第九次会员

抗虫杂交棉新品种川杂棉 39 的选育

噎噎噎噎噎 戢沛城袁钟文娟袁周永航袁龚一耘袁张超袁

代表大会在河南郑州召开噎噎 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
会议报道

毛正轩袁杨泽湖袁蒲德强袁贺晓峰袁李庆林袁牟方生

早熟陆地棉品种 Z1112 选育及栽培技术

棉花产业与科技发展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曾庆涛袁蔡晓莉袁马丽娟袁逯涛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特早熟高产优质棉花新品种辽棉 34 选育及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17 年农业部棉花专家指导组工作会议在甘肃召开

张文袁冯杨袁刘铨义袁王国平袁叶玉霞袁赵富强

噎噎 刘艳珍袁曹桂艳袁单莹袁沈丹袁王巍袁闫敏袁王子胜

荆棉 16 的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要点

噎噎 胡爱兵袁张华袁张贤红袁王落霞袁郭志明袁何庆虎

高产优质转基因杂交棉江农棉 2 号的选育与栽培技术

会讯

渊

冤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 2017 年年会暨第九次
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实用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杨磊袁张扬栋

湖南省常德市棉田棉叶蝉危害与防治

噎噎噎噎 李汝忠袁王景会袁王宗文袁韩宗福袁申贵芳袁

新疆博州棉田药害情况及防治技术噎噎噎噎 丛虎滋

优质尧高产棉花品种泗阳 493 的主要特性及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 陈宜袁杨磊袁孙亮庆袁曾小林袁柯兴盛袁

棉花抗虫杂交种要要
要鲁 H424

孔凡金袁邓永胜袁段冰袁赵逢涛袁张东田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崔小平袁孙宝林袁刘晓飞袁王卫军

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棉新品种要要
要鲁杂 2138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汝忠袁 韩宗福袁王宗文袁孔凡金袁
王景会袁申贵芳袁邓永胜袁段冰

加工与检验

噎噎噎噎噎 匡政成袁李玉军袁李育强袁刘开智袁陈浩东

环鄱阳湖植棉区棉花与马铃薯连作轻简栽培技术
张允昔袁鲁速明袁夏绍南袁李捷

棉花区域试验试点易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噎噎噎噎噎 孙世清袁刘东袁孙玉海袁梅钢柱袁陈凤袁陈坤

新疆博州机采棉减产原因及对策噎噎 丛虎滋袁李文磊
棉田灭茬旋耕深松联合作业技术应用与探讨

HX-410 型手持式棉花测色仪性能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连素梅袁俸冰袁陆世栋袁沈骅袁
刘盼袁李朋袁郝冬生袁李妍彩袁刘帅

山东口岸进口棉花包装质量状况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高青山
环洞庭湖植棉区油渊麦冤后直播棉花轻简化高产技术

噎 薛中立袁黄露袁 彭振袁黄爱芬袁黄群袁段兰玲袁张西岭
黄河三角洲棉花集中成铃调控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董俊哲袁王铭袁董有利袁孙立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王智华袁魏少滨袁苗兴武

棉种硫酸脱绒技术的演变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朱永红袁李朋波袁潘转霞袁

郑丽莎袁郭庆龙袁王丽丽袁黄蒲袁李小燕

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仁杰袁马明銮袁郭广袁陈强袁浦军海

网室内意蜂授粉三系杂交棉制种技术

夏芝袁曹彩荣袁杨六六袁丁霄袁吴翠翠袁侯保国

机采籽棉储运技术质量成本分析

河南南阳麦后直播棉花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噎杨怀君袁孟祥金袁何义川袁卢勇涛袁阎洪山袁王敏袁汤智辉

噎 徐笑锋袁曹宗鹏袁徐志森袁李民袁徐青袁杨立轩袁全洪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王铭袁郑丽莎袁董俊哲袁耿向阳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辉袁戴路袁龙朝宇

一种棉纤维长度测试方法的研究及其验证

曲京武袁乔铁军袁房云玲袁孙宁

HVI 大容量棉花测试仪排出样品处理装置的设计

高温对棉花生殖器官和纤维发育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棉株长势不均匀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噎噎噎噎噎噎 陈绪兰袁乔金玲袁张娇阁袁姚春红袁刘萍

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树荣袁叶湖水袁连素梅袁李慧袁梁灌

转基因抗虫棉中棉所 76 高效制种技术规程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戈磊袁臧扬袁彭磊袁成广明

内蒙古西部棉区棉花全苗早发技术规程

国家收储政策取消前后江苏南通棉花品质对比

噎陈伟袁龚海燕袁赵云雷袁桑晓慧袁崔艳利袁赵佩袁王红梅

新疆机采棉加工过程中棉花品质变化分析 噎 谷国富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咸丰袁路战远袁张建中袁陈立宇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机采棉不同栽培模式示范效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2014―2016 年棉花品质分析

刘晓红

一种面向育种家的新型台式棉籽脱绒机噎噎 杨子山

杨建强袁苏和袁张向前袁程玉臣袁严斌袁范建伟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陈绪兰袁乔金玲袁刘萍

山东省棉花纤维品质问题及建议噎噎噎噎噎 苗兴武

南疆阿克苏地区棉花节水一播全苗技术

新疆近年机采棉发展过程中的棉纤维品质变化

噎 练文明袁邰红忠袁余力袁卜东升袁赵晓雁袁张涛袁吴博

窑ⅳ窑

冤新疆精河植棉区盐碱地双膜覆盖保苗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郝宏飞袁郝宏蕾袁王坤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谭星碧袁谢同俊

新疆库尔勒棉花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现状及建议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韩林婕袁胥海涛袁张华祥袁郝恩岭

新疆尉犁县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噎噎 蒋梅

黄河三角洲区域盐碱地植棉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陈绪兰袁张娇阁袁刘萍袁王春峰

2017 年棉花前期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噎噎噎噎噎 本社

2016 年气候条件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棉花生

新陆中 71 号在新疆巴州种植表现及栽培技术

产的影响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陈艳丽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崔继武袁屈涛
棉田绿盲蝽的药剂防治试验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仁贵袁张路生袁周敬军
豫东植棉区中棉所 99 套种早熟西瓜高产栽培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轩青霞
山东武城县棉花生产状况及可持续发展建议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艳华袁李敏袁刘东升

鲁东南地区麦后直播棉花栽培技术噎噎噎噎 李相松
抗草甘膦棉花高效简化栽培技术

新疆库尔勒 2014―2016 年棉花主要害虫发生概况及
原因分析噎噎 江海澜袁邓小霞袁阿瓦古丽窑托合提袁管吉钊

新疆昌吉州棉花产业发展及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实践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侯殿亮

影响库尔勒市棉花生产稳定发展的原因及对策

噎噎噎噎噎噎 邓小霞袁江海澜袁刘江涛袁覃琴袁张文军
2010―2016 年江西棉花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余艳锋袁刘士佩袁刘晓斌袁蔡兰兰
河北省中南部地区近年来棉花生产状况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姜辉 袁王秀丽袁高明伟袁陈莹袁

噎噎噎噎噎噎噎 朱要名袁牛峰袁吴书希袁路平袁张鹏斌

鲁西南植棉区短季棉蒜后直播高产高效种植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苗兴武袁王智华

王家宝袁张超袁王永翠袁赵军胜

噎噎李汝忠袁李洪田袁孔凡金袁邓永胜袁韩宗福袁王宗文

冤北疆次宜植棉区棉花单行种植技术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谭星碧袁谢同俊
棉花轻简育苗机械移栽技术示范总结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吉荣华袁董爱瑞袁吉学成袁孙悦

棉花轻简化栽培的主要做法尧存在问题及建议

推进山东省德州市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罗付义袁靳义荣
2017 年新疆阿拉尔市棉铃未熟早裂现象成因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茂春
环球棉讯

黄河三角洲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

全球棉花虫害防治成本继续下降噎噎噎噎噎 李鹏程

噎噎噎 李伟袁曹龙龙袁廖培旺袁郝延杰袁王成袁张爱民

印度货币危机对全球棉花市场影响有限噎噎 李鹏程

黄河流域棉区棉花轻简化丰产栽培技术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尧财政部发布叶关于深化棉花目标价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冬梅袁董合忠

格改革的通知曳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中国棉花杂志社

长江流域棉区棉花轻简化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国务院印发叶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霞袁郑曙峰袁 董合忠

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曳噎噎噎噎噎噎 中国棉花杂志社

机采棉花的品种选择及配套技术

2020 年世界棉花形势预测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鹏程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大光袁张晓东袁张立新

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预测 2017/2018 年度全球棉花总

棉花新品种冀丰 914 在苏北地区的种植表现

产将增 2%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鹏程

噎沈金龙袁李妙袁王国印袁赵红霞袁朱继杰袁王士杰袁和剑涵

农业部下发叶关于实施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的通

豌豆复种棉花高效栽培模式

知曳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中国棉花杂志社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赵志强袁王巍袁高艳平袁王子胜

2015/2016 年度各国政府对棉花产业的支持要要
要2016

市场与产业化

新陆中 37 号推广成功的经验探讨噎噎 曹娟袁李天义
棉区瞭望
家庭农场是发展棉花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要要
要对山

年 10 月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的 1 份报告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鹏程袁董合林

2017/2018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继续恢复噎噎噎 王国鑫
2017/2018 年度棉花价格趋势尚不明朗噎噎噎噎 刘政

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春喜家庭农场的调研噎噎 苗兴武

近 5 年全球棉花供求形势分析噎噎 李鹏程袁董合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 270 多台采棉机开始采棉

2017/2018 年度全球棉花库存保持稳定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孙波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鹏程袁董合林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苗兴武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牛巧鱼

夏末秋初大降水对新疆南疆棉花生产的影响及对策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李鹏程

山东省东营市棉花提质增效的目标及政策措施建议

甘肃省酒泉市棉花产业现状调查及建议噎噎噎 李渊

窑ⅴ窑

中国自主选育转基因棉花品种市场份额占 95%
2017/2018 年度中国以外的棉花库存预计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