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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

韭菜迟眼蕈蚊绿色防控技术
于兴魁
渊山东省莘县农业局袁山东莘县 252400冤

摘要 韭菜迟眼蕈蚊是我国特有的蔬菜害虫袁尤其喜食韭菜遥生产上多采用药物防治方法袁但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遥本文介绍了韭菜
迟眼蕈蚊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危害特点袁总结了其绿色防控技术袁以期为科学合理地防治韭菜迟眼蕈蚊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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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迟眼蕈蚊袁又称韭蛆袁可为害 30 多种蔬菜和多种

的方法遥

食用菌袁特别喜食韭菜袁是一类为害植物地下部分的害虫 曰

3.1.3 后期管理遥定植前施足底肥袁保证韭菜的生长需求即

通常在地上部分出现症状时才被发现袁此时危害已严重遥菜

可袁不可过量遥根据土壤肥力适当追肥遥雨季注意及时排涝袁

农往往采用化学药物灌根的方法进行防治 袁但防治药物较

避免田园水分过大袁控制地表湿度袁以减轻韭蛆危害遥韭菜

[1]

[2]

少袁长期使用害虫易产生耐药性袁降低防治效果曰此外袁长期
使用农药易导致残留超标袁威胁人们的健康遥因此袁应寻找
安全性高尧防治效果好的防治方法遥

属于 1 年多茬作物袁但频繁收割的韭菜地易受到韭蛆的侵

害袁因而 1 年以连续收割 2~3 次为宜遥收割后及时将田园里
的韭菜残体清理干净袁并在地表撒施草木灰遥

1 生物学特性

3.1.4 剔韭晒根遥春季袁天气晴朗时扒开韭菜丛周围的表层

韭蛆的生长分为 4 个阶段院卵渊3~7 d冤尧幼虫渊15~18 d冤尧蛹

后培土袁以减少韭蛆的侵害遥

韭蛆最适生长温度为 20~25 益袁最适相对湿度为 70%遥

土袁除去韭菜株之间的表层土袁露出鳞茎上端袁晾晒 4 d 左右

渊3~7 d冤尧成虫渊2~5 d冤遥雌虫多在土壤缝隙或韭菜植株基部的

3.1.5

幼虫头为黑色袁身体光滑袁无足遥蛹长椭圆形袁且裸蛹袁无光

度升高遥待土壤温度持续 3 h 超过 40 益时袁可有效杀灭土壤

世代重叠现象十分明显袁主要暴发在春季和秋季遥韭蛆畏光尧

3.2 物理防治

日晒高温覆膜遥高温季节袁韭菜收割后袁在地面上铺

隐蔽场所产卵袁每次产 100~300 粒袁孵化前卵上出现小黑点遥

盖一层透明的保温无滴膜袁日光直晒可使无滴膜下土壤温

泽遥雌虫略大于雄虫遥据调查显示袁韭蛆每年可发生 3~6 代袁

中的韭蛆[4]遥

喜湿尧怕干袁对葱蒜类蔬菜散发的气味有明显的趋性遥
2 危害特点
韭蛆成虫在韭菜根茎周围的隐蔽处产卵遥初孵幼虫向土
壤下爬行袁啃食韭菜的新芽尧嫩茎或叶鞘下部遥刺破表皮后袁
啃食韭菜内部组织袁导致伤口越来越大遥韭菜不同部位受损
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袁新芽和嫩枝受损导致叶片畸形袁长
[3]

势纤弱袁甚至不能发棵曰叶鞘受损导致叶尖或叶片单侧条
状黄化萎蔫袁甚至整株韭菜黄萎倒伏曰鳞茎受损导致植株

3.2.1 设置防虫网遥韭菜棚的通风口和出入口全部用防虫网

覆盖袁为有效防治韭蛆袁防虫网的孔径以 40~60 目为宜遥在
覆盖防虫网的过程中袁应避免因过度拉扯而导致防虫网变
形尧孔径变大遥
3.2.2 臭氧消毒遥韭菜收割后袁清除韭菜残体袁密闭韭菜棚袁

利用臭氧释放机释放臭氧消毒 4~6 h袁并保证棚内空气相对
湿度在 70%以上袁能够有效杀灭韭蛆遥臭氧消毒适宜在深秋
至早春季节的早晨及傍晚进行遥

萎蔫倒伏袁鳞茎糜烂袁植株死亡遥韭蛆在田间一般呈现点片

3.2.3 色板诱杀遥韭蛆对颜色有一定的趋性袁其中以黑色粘

巨大遥

粘虫板不宜放置在较高的位置袁在植株顶部以上 5~10 cm

发生的特点袁可导致韭菜减产 20%~30%袁甚者高达 50%袁危害

虫板的效果最好袁其次是黄色[5]遥韭蛆成虫的活动范围较小袁

3 绿色防控技术

即可遥应定期更换粘虫板袁不仅能有效杀灭韭蛆袁还能起到

3.1 农业防治

监测作用遥

沃的地方袁且避免前茬为百合科作物袁并实行 3 年以上轮作遥

率合理选择布放密度袁天黑前亮灯袁次日早晨关灯袁既可使

种前深耕土壤袁晒土风干 7 d 左右袁可杀死田园里的韭蛆袁减

3.2.5

3.1.2 品种选择及栽植遥韭蛆对韭菜的侵害是一个逐步的

的用量添加化学农药袁还可在溶液里添加葱尧姜尧蒜等气味

3.1.1 田园选择及处理遥种植地应选择在排灌方便尧土壤肥

3.2.4 灯光诱杀遥韭蛆对光线具有一定的趋性遥根据灯的功

及时清除田园及其周围的韭菜残体和未腐熟的有机肥遥播

用杀菇蝇蚊的食用菌杀虫灯也可用普通灯泡遥

少虫源量遥

水按体积比为 3颐3颐1颐10 的比例混合配制成糖醋液袁按照 2%

过程袁虫量低时韭菜利用自身的分蘖特性产生补偿效应袁可
降低韭蛆的危害遥因此袁应选择分蘖力强的品种袁种植时保
证植株间的通风性遥移栽时最好采用小丛密植或小垄丛植
作者简介 于兴魁渊1982-冤袁男袁山东莘县人袁农艺师袁从事农业技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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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诱杀遥韭蛆对气味有一定的趋性遥将糖尧醋尧酒尧

引诱剂袁以诱杀韭蛆遥
3.3 生物防治

3.3.1 释放天敌遥昆虫病原线虫是韭蛆的天敌袁能够主动搜
寻韭蛆袁进入韭蛆体内导致韭蛆败血性死亡遥因此袁可在韭
蛆幼虫危害期释放对韭蛆寄生效果好的病原线虫袁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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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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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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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