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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病虫害发生特点及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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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平顶山市辣椒种植面积不断增加袁对当地农户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袁但是病虫害常发袁对其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的
影响遥本文结合当地辣椒栽培实际袁总结了辣椒疫病尧辣椒灰霉病尧辣椒青枯病尧辣椒潜叶蝇尧蚜虫等病虫害的发生特点袁并提出了防治技
术袁以期为辣椒高效生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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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为一年生或有限多年生草本植物袁是常见蔬菜种类

1.2 防治技术

之一袁营养价值高袁维生素含量丰富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

防治辣椒疫病要提前做好预防袁必要时采取综合防治技

爱遥辣椒最早产于墨西哥袁自明朝末期开始在我国种植袁目

术 遥一是农业防治遥避免连茬袁实行轮作制度袁对土壤进行

前我国种植种类丰富袁有樱桃类辣椒尧长椒类尧圆锥椒类等遥

深翻处理袁在此基础上施入基肥袁适当控制氮肥施用量曰选

辣椒果实形状通常为长圆形或圆锥形袁在成熟之前颜色为绿

择对病虫害抵抗能力强的辣椒品种袁并严格消毒袁培育出长

色袁成熟后颜色为紫色尧鲜红色尧绿色等袁最为常见的颜色为
红色 遥
[1]

平顶山市地处河南省中南部袁为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区袁年均降水量约为 1 000 mm袁平均日照时数为 2 000 h袁

年均温在 15 益左右袁年均无霜期 220 d袁比较适合辣椒等蔬

菜的种植遥近年来袁平顶山市积极发展辣椒产业袁在带动农户
致富尧调整农产品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遥随着市场

[2]

势健壮的无菌秧苗袁并在定植前 1 周及定植当天分别喷施植
物生长调节剂和保护剂袁以降低病菌侵染率曰栽植之前袁采
取火烧土壤尧高温堆闷等处理方法袁将土壤中残存的病原菌
消灭曰增加二氧化碳气肥的施入量袁科学调节肥水运筹袁控
制好营养生长尧生殖生长之间的关系袁满足每个阶段对养分
的需求袁确保辣椒植株长势健壮遥二是药剂防治遥辣椒疫病

刚发生时袁喷施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尧75%

高曰但由于管理不善尧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袁辣椒生产中时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9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每隔 7 d 左右

常出现各类病虫害袁不利于辣椒产业的发展遥现结合平顶山

防治 1 次袁连续防治 3 次遥
2 辣椒灰霉病

市辣椒生产实际袁对辣椒生产中的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进

2.1 发生特点

对辣椒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袁各地辣椒种植面积尧产量不断提

行总结遥
1 辣椒疫病
1.1 发生特点
辣椒疫病发生后袁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辣椒的产量和品

质袁发生程度重时可致减产逾 5 成[2]遥辣椒疫病在幼苗尧成株

辣椒幼苗期感染灰霉病后袁子叶的顶端先转为黄色袁之
后病情逐渐加重袁发病部分扩展到幼茎袁导致茎部逐渐萎
缩袁上部茎杆最终倒折造成植株枯萎死亡曰叶片感染灰霉病
后袁发病位置出现一层灰色霉状物质袁上部叶片腐烂曰成株
感染灰霉病后袁刚发病时茎上产生不规则状病斑袁呈水渍

易发病的部位是辣椒茎基部遥辣椒茎感染疫病后袁先在茎

状袁随着病情的发展袁病斑逐渐扩展到绕茎 1 周袁最终导致

基部出现水渍状软腐状病斑袁颜色为暗绿色曰之后发病部位

白色尧褐色等病斑袁沿着发病部位逐渐往下方扩展袁直到枝

上均可发生袁主要对辣椒的茎部尧果实尧叶片产生危害袁最容

以上的茎杆倒伏袁最终造成辣椒植株枯萎尧倒伏遥定植之后袁
若辣椒叶片染病袁会出现暗绿色病斑袁叶片逐渐腐烂脱落曰
如果茎部染病袁则会出现暗绿色病斑袁之后茎部逐渐软腐袁
或者茎枝发生倒折袁在空气相对湿度大的情况下可在发病部
位见到一层白色霉状物质曰花蕾感染疫病后袁可造成其颜色
转为褐色袁逐渐脱落曰如果发生在果实上袁则一般开始于果
缝等位置袁刚发生时病斑不规则尧呈暗绿色水渍状袁之后病
情逐渐蔓延到整个果实上袁颜色转为灰绿色袁辣椒果肉呈软
腐状袁最终失水干缩成僵果挂在枝条上遥
辣椒疫病属于真菌性病害袁病菌主要以卵孢子于病残
体或土壤中越冬袁通过农业灌水尧风雨等传播遥病菌最适宜

发育的温度范围为 20~30 益袁在空气水分含量超过90%时
可快速发病蔓延遥

作者简介 王红丽渊1972-冤袁女袁河南襄城人袁研究实习员袁从事种植业
相关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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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部位上方叶片全部枯萎死亡曰枝条感染灰霉病后产生灰
条的分杈处曰花器感染灰霉病后袁花瓣上产生水渍状褐色病
斑袁表面密生一层灰色霉层[3]遥
2.2 防治技术

辣椒灰霉病刚发生时要控制田间浇水量袁以避免病情加
重曰及时将发病的叶片尧枝条尧果实等摘除袁集中进行深埋或
烧毁遥辣椒种植密度要适宜袁以避免灰霉病的快速蔓延遥在
药剂防治上袁可以选择 58%~62%多菌灵超微粉 800 倍液尧

48%~52%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 6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用药

量为 750 L/hm2袁每隔 7 d 左右喷 1 次袁连续喷施 2~3 次遥具
体喷施次数结合田间辣椒灰霉病发生情况而定遥
3 辣椒青枯病
3.1 发生特点

辣椒青枯病属于土传性细菌性病害袁主要通过伤口侵
染遥青枯病刚发生时袁细根首先产生褐变袁只有少数辣椒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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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林区重点建设工程监管

2.5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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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林长制办公室要充分利用林长制工作平台袁调动发

公布举报电话尧举报邮箱袁建立举报渠道袁发挥社会公

挥各级林长尧生态护林员和林业站工作人员的作用袁及时发

众的监督作用遥鼓励林区群众参与监督并举报林区内违规

现尧获取林区内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遥对每一个建

施工作业尧违规收购使用枯死松木尧随意丢弃松木施工材料
等行为袁一经查实袁给予重奖遥对违法单位和个人袁依法追

间的联络员袁做好法律法规宣传袁书面告知应遵守的法律条

责袁公开曝光遥

设工程项目袁确定 1~2 名专职或兼职检疫员作为与企业之

款袁服务企业涉木材料报检复检袁全程跟踪项目施工涉木材

2.6 广泛开展宣传袁营造浓厚氛围

料的使用尧回收和销毁情况袁严禁随意弃置于林区内袁杜绝

各林长制办公室要通过多种媒体渠道袁广泛宣传松材线

病虫害传播隐患袁争取做到一个项目尧一个方案尧一个台账遥

虫病的危害尧防治知识尧防治技术以及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袁一经发现袁事实清楚袁

条例曳等法律法规袁引导公众和社会各界支持尧参与松材线

证据确凿袁应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曰对明知故犯尧造成损失的袁

虫病的防治工作遥

建议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管理袁增加其违法信用成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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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性增强袁并在田间安置防虫网或安放灭蝇纸渊每 3 d 更换

2.4 规范枯死松木的清理和使用
对普查尧巡查中发现的枯死松木袁应严格按照技术规程

进行处理袁克服一切困难袁确保枯死松木清除率达 100%袁确

保枯死松木就地除害处置率达 100%遥严厉打击非法采伐尧
运输尧加工尧使用枯死松木等违法行为袁防止带病松木非法

条上出现叶片萎蔫现象袁之后随着病情的加重袁整株辣椒植
株均表现出青枯病症状曰发病的辣椒植株地上部分叶片颜色
较淡袁后期叶片褐色逐渐加深袁产生枯焦状遥茎部发生辣椒
青枯病时袁一般外面不会表现出明显病症袁但是纵向将茎部
切开可见到维管束颜色转为褐色遥辣椒青枯病一般在连作尧

土壤湿度大的田间容易发生遥当土温达到 20 益时辣椒上即

1 次冤等对潜叶蝇成虫进行诱杀曰释放姬小蜂等潜叶蝇的天
敌袁发挥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效果曰潜叶蝇大量成虫羽化

时袁选择 48%~52%潜蝇灵可湿性粉剂 2 500 倍液尧74%~76%
潜克可湿性粉剂 6 000 倍液尧10%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
等进行防治袁每隔 7 d 左右防治 1 次袁连防 3 次遥
5 蚜虫

可出现青枯病的发病中心袁温度达到 25 益时进入发病高峰

5.1 发生特点
蚜虫在辣椒等蔬菜上发生率较高袁危害较大遥其以成虫尧

3.2 防治技术

若虫群集于辣椒等寄主的叶片尧果实尧花梗等部位吸食汁

期袁遇到气温骤升的情况发病程度加重 遥
[4]

辣椒一旦感染青枯病袁难以彻底清除病原袁因而防治上
重在预防遥实施轮作袁一般要求与水稻或其他非茄科作物进

行轮作袁至少 2 年以上袁以水旱轮作的预防效果最好遥在整地

的同时施入石灰或草木灰等碱性肥料袁以改善土壤酸性条
件袁使土壤呈弱碱性袁对青枯病有很好的抑制作用遥改进栽

液袁产生危害袁受害的叶片等部位会发生黄化袁影响植株生
长袁严重的可造成植株枯萎尧死亡遥
5.2 防治技术
将辣椒园内及其附近的杂草等全部清理干净袁以减少蚜
虫寄生场所[5]曰蚜虫对银灰色较敏感袁因而可在辣椒园内覆

培技术袁采用高垄栽培袁尽量选择营养钵育苗方式袁以减少

盖银灰色地膜袁有利于避蚜防病[6]曰此外袁蚜虫对黄色表现出

对根系的损伤袁培养出长势健壮的秧苗袁提高其对青枯病等

一定的趋向性袁可在田间悬挂黄色诱虫板渊涂抹机油插在辣

病害的抵抗力遥可选择 76%~78%可杀得可湿性微粉剂 400~

600 倍液尧70%~75%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3 000 倍液
进行防治遥

4 辣椒潜叶蝇
4.1 发生特点

潜叶蝇的成虫尧幼虫均可对辣椒产生危害袁雌成虫刺伤

叶片吸食汁液袁并在伤口表皮中产卵袁经过 2~5 d 孵化为幼

虫袁对叶柄尧叶片等产生危害袁出现一些不规则状的虫道袁破
坏叶片中的叶绿素袁不利于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遥在潜叶蝇
发生重的情况下袁辣椒叶片脱落袁植株死亡遥
4.2 防治技术
重视植物检疫工作袁严禁从疫区调入蔬菜等幼苗曰在潜
叶蝇高发地区袁将潜叶蝇嗜好的果蔬类与其他不会产生危
害作用的作物进行轮作曰降低辣椒种植密度袁使田间通风透
124

椒田间袁诱虫板高于植株 60 cm 左右袁数量为 450 块/hm2冤袁
对田间有翅蚜虫能起到很好的诱杀效果曰蚜虫开始发生时袁
可选择 8%~12%高效大功臣可湿性粉剂 800~1 200 倍液尧
50%~52%农地乐 1 400~1 600 倍液尧46%~48%乐斯本乳油

800~1 2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药剂要交替应用袁每隔 7 d 左右
防治 1 次袁连续防治 3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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