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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

保护地秋延迟黄瓜病毒病的发生及预防措施
张留生 1 侯秋菊 2
渊 山东省莘县古云镇农业技术服务站袁山东莘县 252429曰 2 莘县农业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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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县袁黄瓜的丰产丰收给当地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袁但是近些年来病毒病的发生给黄瓜生产造成了
不利影响遥本文总结了黄瓜病毒病的发生症状袁分析了发病原因袁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在莘县推广的保护地黄瓜病毒病预防措施袁以期为当
地黄瓜栽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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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病毒病被称为黄瓜花叶病袁是黄瓜生产中常见的系
统性病害之一遥黄瓜病毒病由病毒侵染造成袁不同年份在我

2 发病原因

2.1 播种时期不适宜

国各蔬菜生产区发生程度不同遥黄瓜病毒病主要对黄瓜叶片

近几年袁随着黄瓜种植效益的提高袁莘县秋延迟黄瓜

产生危害袁对黄瓜的产量尧品质造成不利影响遥黄瓜病毒病

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袁种植时间也逐年提前袁改变了前几年的

重发季节一般在春季或秋季袁病株率可超过 30%袁严重影响
黄瓜生产遥

莘县位于山东省西部地区袁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季风型
大陆性气候区袁雨热同季袁光照资源丰富遥近些年来袁当地政
府积极发展蔬菜产业袁莘县先后获得野中国香瓜之乡冶野中国
双孢菇之乡冶野中国蔬菜第一县冶野中国菜乡冶等荣誉称号袁莘
县保护地黄瓜种植面积达到 9 333.33 hm2袁给当地菜农带来
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袁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遥但是黄

传统种植模式遥原来当地普遍是在处暑节气时点籽播种袁现
在一般在处暑时定植黄瓜嫁接苗袁苗龄为 20~25 d袁定植后

1 个月开始收获曰收获时间由原来的 10 月 5 日后提前到现
在的 9 月 20 日袁较原来提前了 15 d 左右遥而在全球气候变暖
的趋势下袁莘县近几年夏尧秋季常出现特殊高温天气袁给黄瓜
病毒病病原的侵染蔓延创造了条件袁导致黄瓜病毒病发生
逐年加重[2]遥

2.2 黄瓜品种抗病能力不强

瓜病毒病的发生袁给当地黄瓜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袁影响

调查发现袁市场上黄瓜品种呈现多样化遥近几年袁市场

了黄瓜的产量和品质袁不利于当地黄瓜产业可持续发展遥因

上比较受欢迎的黄瓜品种多是外表黑亮的品种袁此类品种对

此袁本文总结了黄瓜病毒病的发生症状袁分析了发病原因袁

病毒病的抵抗能力弱袁发病程度重遥而原来市场上常见的绿

并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莘县保护地黄瓜预防病毒病发生的

亮尧清亮和油亮的黄瓜品种一般不发生病毒病袁或即使感染

安全措施遥

发病程度也轻袁不会对产量造成较大的影响遥为减少黄瓜病

1

发生症状
黄瓜病毒病的发生有花叶病毒病尧皱缩型病毒病尧黄花

型病毒病 3 种类型遥

1.1 花叶病毒病

黄瓜幼苗期感染花叶病毒病后袁子叶颜色逐渐转黄曰幼
叶虽然为绿色袁但是深浅相间袁形成斑驳花叶袁发病的黄瓜

毒病的发生袁建议选择种植外表绿亮的品种袁尽量避免选择
黑亮型黄瓜品种[2]遥
3 预防措施

3.1 定植时浇透水

黄瓜苗定植时往往处于高温阶段袁外界气温高达 36耀

38 益袁棚内温度超过 40 益袁易造成黄瓜苗发病枯萎遥因此袁建

相间袁形成花叶袁发病的叶片小尧皱缩曰发病严重的情况下

议黄瓜苗定植后浇透水袁一定要浇大水袁并隔 1~2 d 再浇水

叶片反卷袁叶片逐渐发硬尧变脆袁经常有角形坏死斑产生遥果

1 次遥不建议采用滴灌方式袁以沟浇的效果最佳遥多年实践证
明袁黄瓜苗期浇水越大袁黄瓜植株长势越旺袁病毒病的发生

实发生花叶病毒病后生长停止袁表面产生深浅绿色相间尧凸

程度越轻袁并且后期产量越高曰而苗期浇小水或控制浇水的

凹不平的花斑袁发病严重的情况下会造成黄瓜植株节间缩

情况下袁黄瓜病毒病发生程度重[3]遥

植株矮小尧长势弱遥成株感染花叶病毒病后袁新叶上黄绿

短袁不结实 遥
[1]

1.2 皱缩型病毒病
黄瓜植株发病后袁新叶上沿着叶脉有皱纹隆起袁深绿色袁

叶片形状变小袁有的形成裂片叶曰果实发生皱缩型病毒病

3.2 覆盖黑色地膜

黄瓜田覆盖地膜后袁土壤温度升高袁且覆盖不同地膜温
度升高的程度不同遥晴天中午袁覆盖白色地膜的土壤温度较

后袁表面产生瘤状物袁形成畸形果实遥

覆盖黑色地膜的高 10耀12 益袁为黄瓜病毒病的发生创造了良

1.3 黄化型病毒病

盖白色地膜的黄瓜病毒病发生程度普遍重于覆盖黑色地膜

黄瓜发生此种病毒病时袁在植株中上部叶片的叶脉间
出现较小的褪绿斑点曰随着病情的发展袁逐渐转变为浅黄
色袁叶片最后变硬尧卷向背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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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温度条件遥调查发现袁在大棚黄瓜品种相同的情况下袁覆
的黄瓜遥由此可知袁黄瓜种植中宜选择黑色地膜[4]遥
3.3 阻断传播途径

黄瓜病毒病可以通过飞虱尧蓟马尧蚜虫尧螨虫等害虫传
播袁因而要重视对这些媒介害虫的防治袁阻断黄瓜病毒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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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运院毛竹常见病虫害的种类及其综合防治技术
量选择腐熟的土家肥或者毛竹专用肥袁为毛竹生长发育提供
所需养分遥
2.2 生物防治
尽量不要使用或者过多使用广谱性杀虫剂袁严禁使用国
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强毒性药剂遥推荐多利用林间天敌袁如寄
生蝇尧平腹小蜂等袁以虫治虫遥
2.3 物理防治
通常成虫对光线有较强的趋向性袁利用这一特点在成虫
发生期的夜间于林间悬挂黑光灯袁灯下放置一盆拌有少量柴
油的水袁可取得较好的诱杀效果遥部分竹林虫口密度大尧发
生严重袁可在 6 月底或 8 月底将柴油尧氯氰菊酯按适当比例
混合均匀袁用喷烟机在没有风或者风力很小的清晨喷雾袁要
求喷雾人员佩戴好护具袁行走的方向与风的方向保持垂直袁
先喷山坡袁后逐渐往下曰如果选择傍晚喷药袁则行走的方向
与清晨的方向正好相反袁一方面可以使防治的效果更佳袁另
一方面也可避免喷雾人员吸入遥喷雾过程中要确保喷雾机不
漏药袁如果遇到喷烟口喷火要立刻停下检查[4]遥
2.4

药剂防治

防治基腐病袁可在毛竹笋高 1.5 m 左右时在其基部外围

喷施 38豫~42豫拌种双可湿性粉剂 180~250 倍液袁对笋基和

土壤起到很好的消毒作用曰发现病害后袁将笋外表的皮剥

除袁使其木质化速度加快袁然后施入 68豫~72豫甲基托布津
200 倍液遥防治枯梢病袁可在病害发生时喷施 48豫~52豫多菌
灵 800~1 200 倍液袁也可选择在新竹长出新枝时喷施波尔多
液袁每隔 2 周喷 1 次袁连喷 3 次遥防治丛枝病袁可在其发病后
喷施 0.8豫~1.2豫波尔多液遥

防治竹螟袁可在其幼虫盛发时喷施 90豫敌百虫 400~

500 倍液袁也可选择辛硫磷 300~500 倍液袁比在成虫期防治
的效果更佳遥防治竹笋叶蛾袁一般在 3 月左右新笋长出之前
对准毛竹下方地面或者杂草喷施杀灭菊酯 1 500 倍液袁每隔
1 周喷 1 次袁连喷 2 次遥防治竹笋泉蝇袁可选择 90豫敌百虫晶
体 1 800 倍液对准林间地面喷射袁出笋之前喷施 1 次袁新笋
长出后 10 d 左右再喷 1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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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窑嘧菌酯悬乳剂 1 500 倍液尧60%唑醚窑代森联水分散粒剂

号等优质抗渊耐冤病良种袁有利于培育壮苗袁减轻枯萎病等病

苯醚甲环唑微乳剂 2 000 倍液等叶面喷雾遥预防蔓枯病可

件的可采取水旱轮作遥二是选用抗渊耐冤病品种遥如选西农八
害发生遥三是采取棚室种植遥大棚尧温室种植有利于调节温
湿度袁通过加强棚室管理袁适时适度通风透光袁降低田间湿
度袁可有效控制病害发生蔓延遥四是高温闷棚遥7要8 月高温
季节袁前茬收获后袁及时清除病残体袁然后深翻袁结合翻耕撒

施氰氨化钙袁再灌水覆盖地膜闷棚处理 15耀20 d袁可有效减
少病虫基数袁对土传病害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遥五是加强栽培

管理遥选择地势高尧排水性能好的田块袁进行深沟高畦栽培遥
施足有机肥袁增施磷肥尧钾肥袁科学配施肥料袁为植株健壮生
长提供良好的营养条件遥在生长过程中袁及时清沟沥水袁降
低地下水位曰适时适度灌水袁防止大水漫灌袁促进西瓜生长袁
增强抗渊耐冤病能力遥
2.2 药剂防控
根据西瓜病虫发生发展动态袁抓住关键防治时期袁选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和生物农药防治遥防治枯萎病可选用 30豫

噁霉灵水剂 1 000 倍液尧3%甲霜窑噁霉灵水剂 250 倍液尧

1 000 亿个/g 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 4.5 kg/hm2 灌根处
理遥枯萎病发生后很难防治袁必须以预防为主袁早防早治遥防
治炭疽病可选用 25%嘧菌酯悬乳剂 1 500 倍液尧32.5%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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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途径遥可在密封好尧保护措施好的大棚通风口处张挂防
虫网袁并在棚内悬挂黄色和蓝色粘虫板袁以降低黄瓜病毒病
的发生率遥
3.4 合理进行田间操作
播种时间要适宜袁以培育出长势健壮的黄瓜秧苗遥定植
时注意不要损伤黄瓜根系袁并科学运筹肥水袁适当增施有机
肥遥研究表明袁在多施有机肥尧土壤肥沃尧地力水平较好尧黄

1 200 倍液尧68.75豫噁酮窑锰锌水分散粒剂 1 500 倍液尧20%

选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尧60%唑醚窑代森联
水分散粒剂 1 200 倍液等叶面喷雾曰治疗蔓枯病可在裂藤
处涂抹 43%戊唑醇悬乳剂 500 倍液袁或用 32.5%苯甲窑嘧菌

酯悬乳剂 1 500 倍液尧25%嘧菌酯悬乳剂 1 500 倍液尧25豫苯
醚窑溴菌腈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等叶面喷雾遥同时袁及时

用药预防袁减少生理性裂蔓遥防治红蜘蛛可选用 15%哒螨灵
乳油 1 000 倍液尧5%阿维菌素微乳剂 2 000 倍液尧20%丁氟

螨脂悬乳剂 1 500 倍液等重点对准叶背面喷雾遥防治蚜虫可
选用 10豫烯啶虫胺水剂 1 000 倍液尧70豫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4 000 倍液尧70豫啶虫脒水分散粒剂 4 000 倍液等叶面喷雾袁
喷雾时喷头向上袁重点喷施叶片背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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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秧苗长势健壮的田块袁病毒病发生程度轻袁而有机肥施用
不足尧土壤肥水条件欠佳的地块发病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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