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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出口蓝莓苗基地病害发生情况调查及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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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山东省出口蓝莓苗基地进行病害发生情况调查袁明确了出口蓝莓苗基地易发生的主要病害袁并针对主要病害制定了综合防
治措施袁以期为蓝莓种苗检疫监管和苗木健康生产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蓝莓苗基地曰病害曰发生情况曰综合防治措施曰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 S436.63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19冤11-0116-02

Occurrence Investig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Measures of Diseases in Exporting Blueberry Seedling
Ba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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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ease investigation of exporting blueberry seedling bases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carried out袁and the main diseases that were
easy to occur in the exporting blueberry seedlings bases were identified袁an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ere formulated for the
main diseases袁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quarantine supervision of blueberry seedlings and the healthy production of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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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吉林大学从美国成功引进蓝莓袁蓝莓种植业发

展迅速袁2017 年我国蓝莓种植面积超过 4.6 万 hm 袁蓝莓成
2

为继草莓之后的第二大浆果遥目前袁我国蓝莓种植基地按地

采集标本袁带至实验室鉴定[4]遥
1.2 发生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现 8 种危害山东地区出口蓝莓苗的常见

理位置大致划分为 5 个片区袁分别为长白山尧辽东半岛尧胶
东半岛尧长江流域和西南产区遥

病害袁分别为灰霉病尧炭疽病尧白粉病尧叶斑病尧锈病尧根腐

目前袁山东省尧贵州省和辽宁省是蓝莓种植面积和产量

梢和果实均可受害曰叶斑病尧锈病尧白粉病和炭疽病主要危

较高的 3 个省份袁无论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袁山东省均居首

位遥山东省位于我国中东部地区袁属海洋性气候区袁土壤类

型为沙质酸性袁生长季节长袁适宜蓝莓生长遥自 2000 年开

病尧溃疡病尧根癌病渊表 1冤遥其中袁灰霉病较常见袁叶片尧花尧嫩
害蓝莓叶片曰根腐病和根癌病属于蓝莓根部病害曰溃疡病
是细菌性病害袁主要危害蓝莓枝条遥
表 1 蓝莓病害发生情况

始袁山东省引进并商业化种植蓝莓袁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

规模化蓝莓种植区遥2018 年 6 月海关总署公布的叶获得注册

登记资格的出口种苗花卉生产企业名单曳袁山东省有 11 家企
业具有蓝莓苗或苗木出口资质袁销往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遥

本文对山东省蓝莓苗出口主产区蓝莓苗易发生病害进
行调查袁对常见病害的发生情况进行分析袁并提出了综合
防治措施袁以期为出口蓝莓种苗的检疫监管和苗木健康生
产提供参考遥
1 发生情况调查

1.1 调查对象及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0 月袁分别在山东省 6 家主要
的出口蓝莓苗木基地进行病害调查取样袁筛选出发生病害的
主要类型袁调查品种以兔眼蓝莓尧蓝丰尧北陆尧公爵尧达柔为
主袁近 20 个品种遥

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蓝莓生长季节渊4要11 月冤袁采用定

点取样调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病害进行调查遥各基地
取 3 个点进行定点调查袁对其他地方进行随机抽查袁频率为

15 d 调查 1 次遥定点调查采用五点法袁每个调查点取 10 株[1-3]遥
病害调查采用病原分离法袁对蓝莓发病部位采用组织分

离法分离病原菌袁对菌落进行分离纯化袁获纯培养袁在显微
镜下镜检拍照袁测量菌丝和孢子大小遥调查期间对有病症的
基金项目 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渊2017IK231冤遥
作者简介 张晓雷渊1982-冤袁男袁山东平度人袁高级农艺师袁从事植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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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名称
病原
灰霉病 Botrytis cinerea
叶斑病 多种病原菌引起

危害部位
发生程度
果实尧花尧叶片尧嫩梢
+++
叶片 尧 叶柄 尧 果 梗尧
++
嫩茎和种子
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果实尧叶
++
白粉病 Microsphaera vaccinii
叶
+
锈病
Phragmidiumpauciloculare
叶片
+
根腐病 Fusarium oxysporum
根部
+
溃疡病 Pseudomonas syringae
枝条尧芽尧根
+
根癌病 A 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枝条尧芽尧根
+

注院野+冶表示零星发生袁野++冶表示一般袁野+++冶表示较重遥

2 综合防治措施
2.1 灰霉病

2.1.1 发生特点遥该病主要危害蓝莓叶片和果实遥尤其在膨
大时期的果实上袁生成褐色斑点并密生灰霉袁使果实软化尧
腐败袁严重降低果实品质[5-6]遥

2.1.2 防治措施遥一是清园除菌遥在蓝莓生长季节及时摘除
病叶尧病果袁减少二次侵染曰冬季结合修剪彻底清除枯枝尧落
叶等袁并集中烧毁曰冬季或初春可以喷施石硫合剂袁降低病
原基数遥二是加强枝梢管理遥蓝莓枝梢萌发量较大袁需加强
摘心尧抹芽等管理袁增加通风透光性袁降低基地内部湿度袁减
轻病害的流行遥保护地栽培蓝莓时袁更需加强通风排湿工作袁
保证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 65豫遥三是严格控制浇水遥尤其在
花期和果期控制用水量和次数遥四是采用药剂防治遥对灰霉

病针对性较强的杀菌剂有腐霉利尧异菌脲尧嘧霉胺尧啶菌恶
唑尧啶酰菌胺和唑醚窑氟酰胺等袁可喷施 50%异菌脲可湿性

张晓雷等院山东省出口蓝莓苗基地病害发生情况调查及综合防治措施
粉剂渊扑海因冤1 500 倍液尧400 g/L 嘧霉胺悬浮剂渊施佳乐冤

水分散粒 剂尧75%肟菌窑戊唑醇水分散粒剂尧325 g/L 苯甲窑

42.4%唑醚窑氟酰胺悬浮剂渊施乐健冤2 000 倍液防治遥

悬浮剂尧42.4%唑醚窑氟酰胺悬浮剂等遥

1 500 倍液尧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渊凯泽冤1 500 倍液尧
2.2 根腐病和根癌病

2.2.1 发生特点遥根腐病和根癌病均属于蓝莓根部病害袁二

嘧菌酯悬浮剂尧35%氟菌窑戊唑醇悬浮剂尧43%氟菌窑肟菌酯
2.4 蓝莓溃疡病
2.4.1

发生特点遥蓝莓溃疡病袁双称茎腐病袁属于细菌性病

者均会直接影响植株根系吸收能力袁造成植株营养不良袁发

害遥该病主要危害蓝莓枝条袁低温高湿利于蓝莓溃疡病的发

育受阻遥

生遥调查中经常出现袁蓝莓溃疡病危害不大遥

2.2.2 防治措施遥一是增施有机肥遥去除覆盖根冠的低有机

2.4.2 防治措施遥一是春季修剪时袁及时剪掉带红褐色病斑

质土壤袁在春尧秋季增施有机肥袁尤其注重微生物菌肥的使
用遥根癌病属于细菌性病害袁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数量可
对根癌细菌形成良好的拮抗作用袁改善土壤透气性袁营造良
好的根际微环境遥二是科学管水遥合理确定浇水时间袁避免
一次性浇水过多袁避免产生过湿和过干交替出现的现象曰夏
季加强排水袁雨后及时排除积水袁特别是清理树盘内的积水袁
使地面尽快干燥遥三是苗木或土壤消毒遥在蓝莓幼苗移栽前袁
优先使用如枯草芽孢杆菌菌液尧哈茨木霉菌液尧农用链霉素尧
多抗霉素尧春雷霉素等药剂进行蘸根处理袁或使用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尧辣根素尧硫酸铜等产品对土壤进行消毒遥四
是药剂防治遥在田间发现蓝莓根腐病或根癌病的病株时袁可

的枝条袁对于物理修剪尧病理修剪形成的剪锯口需用 1.26%

辛菌胺醋酸盐水剂 200 倍液或 20%噻菌铜悬浮剂 200 倍
液+有机硅助剂涂抹 1~2 次袁间隔 10 d 左右涂抹 1 次遥二是
蓝莓溃疡病防治的关键期是春季萌芽前尧 展叶期和采果
后袁针对性较强的药剂有 20%噻菌铜悬浮剂 600 倍液尧90%
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尧30%琥胶肥酸铜可湿

性粉剂 800 倍液尧47%春雷窑王铜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等遥另

外袁春季萌芽前除药剂喷施以外袁还可以选择以上药剂或中
生菌素尧枯草芽孢杆菌菌液等进行灌根遥
3 结语
在苗木日常管理中袁出口苗木虽按照登记管理的要求划

采用 30%甲霜窑噁霉灵水剂 800 倍液尧25 g/L 嘧菌酯悬浮剂

定界限袁但往往也和非出口苗木一并管理袁大面积育苗后根

铜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等进行灌根处理袁2 次药剂灌根间隔

较高袁用于出口或者销售的苗木生产时间尚短袁一般为二至

1 000 倍液尧30%琥胶肥酸铜悬浮剂 800 倍液尧47%春雷窑王
10~15 d遥最好使用施肥枪灌根袁扎入土壤深度要确保根系

据出口订单情况选择商品遥目前袁企业规模化管理程度相对
三年生的苗木袁较之果园易发病害袁苗木病害数量相对较少袁

碰触到药液遥另外袁也可以使用喷雾器喷淋植株地上基部袁

优势不明显遥山东出口蓝莓苗基地应根据蓝莓易发生的病

使药液逐渐下渗到根部土遥

害袁有针对性地对苗木进行管理曰海关植物检疫人员在依据

2.3 叶斑病尧锈病尧白粉病和炭疽病

出口国的要求检疫苗木时袁可重点关注苗木易携带的病害遥

2.3.1

发生特点遥叶斑病尧锈病尧白粉病和炭疽病都主要危

病害预防是关键袁要充分利用好农业防治尧物理防治尧化学

害蓝莓叶片遥在环境郁蔽尧通风透光差尧昼夜温差大的园区袁

防治和生物防治措施袁如保持田园干净卫生尧结合修剪去除

这 4 种叶部病害发生严重遥

2.3.2 防治措施遥一是改善园区环境遥科学修剪袁合理留枝袁
保持果园通风透光曰并及时摘除病叶尧病果袁带出果园集中
处理遥蓝莓树下适当生草袁在增强蓄水尧保水的同时减小园
区昼夜温差遥二是合理施肥遥多施有机肥袁适当增施磷肥和
钾肥袁严格控制氮肥使用袁提高树体抗病能力遥三是药剂防
治遥萌芽期和修剪后是对此 4 种叶部病害药剂防治的关键

时期袁这 2 个时期可以适当降低药液稀释倍数袁达到降低菌

源的目的遥预防此 4 种叶部病害袁可以选择多抗霉素尧春雷

霉素尧大黄素甲醚尧嘧啶核苷类等抗菌素药物曰防治此 4 种

叶部病害袁尽量选择复配化学药剂袁 如 60%唑醚窑代森联
渊上接第 115 页冤
韭蛆[6]遥

3.3.2 生物农药遥目前仅有一种登记的防治韭蛆的生物农
药要要
要1 500 亿个/g 球孢白僵菌颗粒剂遥有研究显示袁微生
物源农药阿维菌素以及植物源杀虫剂天然除虫菊素等对韭
蛆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袁但是尚未登记遥
3.4 化学防治
常用的化学药剂有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尧吡虫啉尧辛硫磷
乳油等遥选用的化学药剂应为登记药剂袁应从正规渠道购
买袁根据农药标签合理用药遥使用时应避开韭菜生长期袁以

病枝尧合理施肥浇水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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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生产夏季用药尧春季生产冬前用药为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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