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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产业化尧栽培技术及育种现状 3 个方面对丘北辣椒的发展和研究进行了综述遥产业化方面袁丘北辣椒产业已经是文山州第二
大生物产业袁已有一些专门从事辣椒产品开发和加工的企业袁市场化平台已经初步形成袁但是标准化程度低尧大型龙头企业缺乏尧产业发展
合力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遥应该从加强研发平台尧加大产业信息化进程尧培育龙头企业等方面进行改进遥栽培技术方面袁对施肥技术和病虫
害防治技术等方面研究较多袁但各学者研究的结果不完全一致袁且研究的系统性不足袁对丘北辣椒的栽培指导作用不强遥育种方面袁有部分
新品种被选育出来袁但得到审定命名并在文山州推广种植的品种少袁品种混杂度还很高袁急需培育真正能在文山州推广种植并满足丘北辣
椒品质需要的品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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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on Qiubei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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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Qiubei pepper were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from industrialization袁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breeding. Qiubei pepper industry is the second largest bio-industry in Wenshan Prefecture. There are some enterprises 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cessing of pepper products袁and the market-oriented platform has initially formed. However袁problems such as low standardization袁lack of large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insufficient synerg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ill exist.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in strengthening R&D platforms袁
increas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informatization and fostering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袁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fertilization techniques and pest control techniques袁but the results of various scholars are inconsistent袁and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袁which
has not strong guiding effe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Qiubei pepper. In breeding袁some new varieties have been bred袁but there are few varieties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袁named and popularized in Wenshan Prefecture. The hybrid degree of varieties is still very high.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varieties that can
really be planted in Wenshan Prefecture and meet the quality needs of Qiubei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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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在全球是仅次于豆类和番茄的第三大蔬菜作物袁

业来抓袁采取了院校合作尧政府搭台等措施来扶持和促进辣

也是最大的调味料作物遥我国辣椒种植面积居世界之首袁据

椒产业等发展和升级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袁辣椒种植面积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调查袁2014 年种植面积超过

213.33 万 hm 袁总产量达 6 400 万 t袁年总产值 3 000 亿元 遥
2

[1]

丘北辣椒有 400 多年的种植历史袁于 1983 年 12 月被对外

经济贸易部授予丘北辣椒金质奖章遥丘北辣椒种植和加工
区已经突破丘北县袁扩展到砚山尧文山 尧 西畴尧 广南等县
市袁成为继三七之后的第二大生物产业遥目前袁丘北辣椒在

文山州的种植面积近 6.67 万 hm2袁产量近 120 万 t袁年产值

30 多亿元袁但丘北辣椒产业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遥本文从丘

从 1 333.33 hm2 增加到了 3.53 万 hm2袁20 年间翻了近 27 倍遥

早在 2009 年袁丘北辣椒就已经发展成为文山州的主要农业
支柱产业之一袁丘北辣椒已经不局限于丘北种植袁而是扩展
到文山州全州范围袁全州种植面积达到了 6.00 万 hm2袁产值

达到 22.3 亿元遥辣椒产业中粗加工产品开发较多袁在砚
山尧丘北等地出现了一些辣椒产品加工企业袁为精深加工和
进一步产业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袁初步形成了市场化
平台[2]遥

北辣椒产业化发展历程和影响丘北辣椒发展的栽培技术及

但是袁丘北辣椒产业化发展中仍存在很多问题袁辣椒生

其品种制约等方面综述了丘北辣椒研究进展袁以期为提升丘

产条件差袁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袁种植水平低尧管理粗放袁产

北辣椒竞争力及其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遥

业标准化程度低袁生产体系不完善袁品种混杂尧退化严重尧更

1 产业化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2018 年 11 月 10 日袁云南丘北举行了第十九届辣椒节袁

新能力弱袁病虫害严重袁采收方式不合理[3]曰认识不够袁没有
形成应有的合力袁科研力量薄弱袁种植和加工的科技含量低袁

丘北辣椒是文山州的特产之一袁也是丘北县农业结构调整和

缺乏成规模的大型龙头企业袁起不到龙头带动产业发展的

发展特色农业的重点产业遥2018 年丘北县辣椒种植面积达

作用[4]遥针对以上问题袁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遥2007 年正式推

到了 3.53 万 hm 袁开发了辣椒油尧辣椒面等十多种产品类
2

型袁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袁部分产品出口日本尧美国尧韩国等多

个国家袁产值近 10 亿元遥小辣椒能成为大产业袁主要归功
于对辣椒产业的打造和研究袁以及不断提升的竞争力遥20 世
纪 90 年代末期袁当地政府就把辣椒当作富民兴县的支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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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了丘北辣椒综合标准及无公害栽培技术规程尧丘北辣椒
生产技术规程尧丘北辣椒原种生产技术及繁育规程等云南
省地方标准袁加大了对丘北辣椒标准化推广的投入袁成立了
辣椒标准化推广领导机构袁加强了对标准的贯彻实施[5]曰加
强了丘北辣椒研发平台袁重点开展丘北辣椒生产种植关键技
术研究及集成示范袁加大丘北辣椒产品创新研发力度袁培育
和扶持了一批丘北辣椒产业龙头企业袁加快了丘北辣椒
产业信息化进程袁并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袁健全了营销网络
体系[2]遥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袁基本达到了丘北辣椒红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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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遥

了较好的效果曰田维超[15]对贵州辣椒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进

2 栽培技术研究

行了研究和阐述曰段科平等[16]对吉首市辣椒主要病虫害发生

2.1 施肥对丘北辣椒生长对影响

情况及防治技术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曰杨小平等[17]对秋辣椒

肥料是辣椒栽培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袁氮尧磷尧

育苗与病虫害防治技术措施进行了研究曰苏艳华等[18]对三樱

钾又是肥料三要素遥氮肥是促进辣椒生长的重要因素袁韩明

椒的病虫害进行了研究袁用不同农药组合对辣椒病虫害进行

[6]

珠等 通过研究得出袁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袁辣椒株高尧分枝
数尧茎叶重等农艺性状均随之增加袁施纯 N 180 kg/hm2 时袁辣

防治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遥学者们也对病害种类尧病原物尧发
病规律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袁李金堂[19]对寿光市辣椒栽培

椒的株高和分枝数最高曰辣椒生物量和产量随着施氮量的

过程中发生的病虫害进行了总结袁撰写了叶图说辣椒病虫害

此认为袁丘北辣椒最佳施氮量为 180 kg/hm 遥以丘北干制辣

与防治方法遥

增加而增加袁施纯 N 180 kg/hm2 时袁产量和产值达到最高曰因
2

椒为材料进行肥料配比试验得知袁当密度为 6.75 万株/hm 袁

诊断与防治曳一书袁介绍了辣椒 57 种病害尧4 种虫害的诊断

2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袁对文献研究内容进行比较袁可以发

N尧P尧K 配比为 16颐12颐17袁B尧Mo 配比为 1颐2 时袁丘北辣椒单产

现袁在不同地区尧不同品种乃至不同栽培环境下袁辣椒病虫

后 2~3 周应追施尿素 150 kg/hm2袁在开花挂果期追施辣椒专

多袁仍有必要对丘北辣椒病虫害及其防治措施进行研究袁

最高袁可达 4 120.5 kg/hm2 [7]遥冬早地膜栽培丘北辣椒袁在移栽
用肥 300 kg/hm 袁基本可以确保生育期不缺肥 遥丘北辣椒追
2

[8]

肥时应采取勤施薄施的原则袁定植缓苗后前 2 次追肥作发棵
肥袁一般占总追肥量的 1/3袁其余 2/3 应在对椒尧四门斗尧果实
膨大期尧野满天星冶时施用袁可每隔 7~10 d 追肥 1 次袁共追施
3~4 次袁对增加产量尧防止早衰尧增强抗性有明显作用 遥而张
[9]

[10]

琳等 研究认为袁对丘北辣椒而言袁在氮尧磷尧钾追肥总量固
定的情况下袁不同时期追肥效果不一样袁其中定植成活后追

施 5豫尧现蕾时追施 20豫尧第一簇果实开始长大时追施 30豫尧
果实采收 2 次后追施 30豫尧果实采收 4 次后追施 15豫的追
[11]

肥效果最佳遥付云章等 根据文山旱地红壤辣椒土壤养分
丰缺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袁并推荐了较为全面的施肥
指标遥当土壤碱解氮含量处于极低渊约29.2 mg/kg冤尧低渊29.2耀

52.7 mg/kg冤尧较低渊52.7耀94.8 mg/kg冤尧中等渊94.8耀170.6 mg/kg冤尧
较高渊170.6耀307.0 mg/kg冤和高渊逸370.7 mg/kg冤等级时袁氮肥

渊纯 N冤推荐用量分别为跃363.0尧289.5~363.0尧216.0~289.5尧

142.5~216.0尧69.0~142.5尧约72.0 kg/hm 曰当土壤有效磷含量
2

分别处于极低渊约2.5 mg/kg冤尧低渊2.5耀5.0 mg/kg冤尧较低渊5.0耀

10.0 mg/kg冤尧中渊10.0耀20.0 mg/kg冤尧较高渊20.0耀40.0 mg/kg冤和高

渊逸40.0 mg/kg冤等级时袁磷肥渊P2O5冤推荐用量分别为跃220.5尧
171.0~220.5尧121.5~171.0尧72.0~121.5尧24.0~72.0尧约24.0 kg/hm 曰
2

当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别处于极低渊约52.5 mg/kg冤尧低渊52.5耀

76.5 mg/kg冤尧较低渊76.5耀111.3 mg/kg冤尧中渊111.3耀161.9 mg/kg冤尧

较高渊161.9耀235.6 mg/kg冤和高渊逸235.6 mg/kg冤等级时袁钾肥
渊K2O冤推荐用量分别为跃138.0尧114.0~138.0尧90.0~114.0尧67.5~

90.0尧43.5~67.5尧约43.5 kg/hm2遥也有学者从追肥影响丘北辣椒

害发生规律有所不同遥因此袁尽管辣椒病虫害研究已经很
但有关丘北辣椒病虫害防治的文献很少遥辣椒疫病病原菌

渊Phytophthora copsici Leonian冤属鞭毛菌亚门疫霉属袁在辣椒

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袁发病后可产生新的孢子囊袁形成游动
孢子进行再侵染袁主要危害叶片尧果实和茎袁特别是茎基部
最易发生遥发病初期喷 25豫瑞毒霉可湿性粉剂 750 倍液袁或
64豫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袁或 58豫甲霜灵锰锌可湿
性粉剂 600 倍液进行防治 [20]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刘树芳

等[21]对丘北树皮乡 2 个村的辣椒主要病害进行了调查袁并对
防治药剂进行了筛选袁发现疫必克尧福帅得对辣椒疫病的防
治效果在 70豫以上袁病毒克星对辣椒病毒病的防治效果在
80豫以上遥杨敏娟等[22]研究了丘北辣椒主要虫害及天敌种类

的发生消长规律袁发现为害丘北辣椒的主要害虫有桃蚜尧烟
青虫尧棉铃虫和斜纹夜蛾袁主要天敌有异色瓢虫和七星瓢虫遥

桃蚜的发生高峰期在 8 月上旬袁斜纹夜蛾尧烟青虫和棉铃虫
幼虫的发生高峰期均在 8 月中旬遥张丽琴等[9]发现袁丘北辣

椒苗期以猝倒病尧立枯病为主袁成株期以疫病尧病毒病尧白粉
病为主曰苗期猝倒病发病初期可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尧64%杀毒矾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防治曰立枯病发
病初期可喷洒 20%甲基立枯磷乳油 1 200 倍液防治曰辣椒疫
病可选用 58豫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尧25%阿米西
达悬浮剂 100 倍液防治曰白粉病可在发病初期喷洒 40%硫磺

胶悬剂 500 倍液尧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1 500~2 000 倍液尧

75%百菌清 500 倍液防治遥但是袁对病害的研究比较零星尧分
散袁研究的区域不够全面尧没有代表性袁没有从不同区域尧不
同种植品种尧不同时间等方面对丘北辣椒病虫害的发生规

种植土壤中等微生物种类和数量来间接判断追肥对辣椒生

律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遥

长的影响[12-13]遥

2.3

2.2 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措施研究

栽培密度及其种植模式研究
不同栽培密度和种植模式影响丘北辣椒的产量尧质量袁

就全国范围而言袁有关辣椒病虫害及其防治的研究很

甚至影响病虫害发生的程度遥赵水灵等[23]用灰色关联度分析

报道辣椒病虫害及其防治的文献袁2015要2017 年每年至少

进行综合评价袁结果表明院60 cm伊50 cm渊株距伊行距袁留双株袁下

多遥据中国知网统计袁到 2018 年 3 月可检索到 347 条直接
有 20 条以上报道辣椒病虫害及其防治的文献遥研究报道的
内容十分广泛袁涉及到不同辣椒产区尧不同辣椒品种尧不同

病原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病虫害发生规律及其防治措施遥
[14]

如杨国军等 对浙西北辣椒主要病虫害发生危害的规律和
特点进行了调查研究袁并构建了相应的综合防治技术袁取得
54

法对文辣 1 号辣椒不同密度双株栽培方式的主要农艺性状
同冤产量最高渊r=0.803 1冤曰60 cm伊40 cm 产量次之渊r=0.771 4冤曰
60 cm伊60 cm 产量最低遥刘发万等[24]研究认为袁丘北辣椒行距

为 35~40 cm尧株距为 30~35 cm 时袁其寡果率低尧单产高尧单
位面积产值最高遥间作能提高丘北辣椒的总产值袁如野2 行向
日葵+10 行辣椒冶的种植模式比辣椒单作的总产值和纯收入

刘 伟等院丘北辣椒研究进展
分别提高 30 824.5 元/hm2 和 12 713.5 元/hm2曰野2 行玉米+

8 行辣椒冶和野2 行玉米+10 行辣椒冶的栽培模式也比辣椒单
作的总产值和纯收入高袁这 3 种辣椒种植模式都可以在丘

北辣椒产区推广应用[25]遥还有学者对大田增补 UV-B 辐射能
否提升丘北辣椒等紫外吸收和渗透调节物质进行了研究袁
并以此提升丘北辣椒的抗性等遥研究结果表明袁增补 UV-B
辐射丘北辣椒品种器官的紫化程度与其叶片的综合 UV-B

吸收能力成正相关袁但与叶片的综合渗透调节能力无明显
关联性[26]遥

3 品种选育及其成果
长期以来袁辣椒科研水平低袁品种散尧乱尧杂袁品质退化袁
管理粗放袁布局分散袁质量下降袁导致辣椒种植户收益不高袁
积极性降低袁辣椒产业发展停滞不前遥因此袁应当开展收集尧
整理尧保护丘北辣椒种质资源袁丰富辣椒遗传物质基因库袁
提纯复壮丘北辣椒原生态品质以及辣椒杂交育种等研究工
作袁培育高产尧优质尧高效尧生态尧安全以及农艺性状优良的
杂交良种用于生产袁探索辣椒种子包衣技术袁实行种子标准
化生产遥云南农业大学的辣椒研究学者和文山农业科学院
辣椒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袁先后对文山辣
椒种质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尧收集和品种鉴定袁并保存了所
有的种质资源[27]曰丘北辣椒的整体花期约为 3 个月袁单朵花
期 3 d袁开花后 12 h 左右花粉活力最强袁花柱等活性在散粉
后 12 h 也达到最强袁这些数据的获得为辣椒杂交育种奠定
了基础[28]遥研究团队选育出了文辣 1 号尧文辣 2 号尧文辣 3 号尧

文辣 4 号尧文辣 5 号等一系列品种 [29]曰还在 2005 年制定了
叶丘北辣椒标准曳袁随后又制定了叶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曳遥

为了筛选更适合丘北种植的干椒新品种袁李艳明等 [30]以杂
交丘北尧云干椒 3 号尧线香辣 102尧线香辣 100渊冠世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冤尧H2015-2尧文辣 15 号尧文辣 19 号尧本地品种

渊CK冤8 个品种为试验材料进行了品种比较试验袁结果表明袁
杂交丘北和云干椒 3 号综合表现最好袁其产量高尧抗病性

强尧商品率高袁可在文山进行推广种植曰其次是 H2015-2尧文
辣 15 号尧文辣 19 号袁可进行小面积示范种植遥种植者应选
择符合当地气候与土壤特征的辣椒品种进行栽培袁所选种
子应粒大饱满尧抗病力强袁无虫洞[31-34]遥这一系列研究工作为
丘北辣椒种质资源和品种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袁有
效地促进了丘北辣椒产业的发展遥
4 结语
丘北辣椒已经是文山州第二大生物产业袁直接产值已

经达到 30 亿元袁随着种植标准化尧产品有机化尧加工精深化

等各产业链的升级袁丘北辣椒总产值将进一步提升遥但是袁
丘北辣椒品牌保护尧产业聚集力尧新产品开发尧品种优化升
级和选育尧有机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等仍是制约丘北辣
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袁而丘北辣椒并没有像湖南尧贵州尧
江西等辣椒产区那样的科研投入遥因此袁目前对丘北辣椒的
研究较少袁且不够全面和系统袁还可以在水肥管理尧病虫害
有机防治尧新品种选育等方面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袁推动标
准化栽培和集约化栽培袁在保证种植户利益等基础上不断提
升辣椒的产量和质量袁力保丘北辣椒品牌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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