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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蔬菜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
鲁丰阳
渊河南省邓州市农业局植保植检站袁河南邓州 474150冤

摘要 随着温室反季节蔬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袁生产中病虫害也频繁发生袁影响了蔬菜的品质遥本文简单分析了温室蔬菜病虫害的
发生特点袁并总结了温室大棚内蔬菜常发的几种病虫害袁最后从农业防治尧生物防治尧物理防治尧药剂防治等方面提出了综合防治技术袁以
供种植人员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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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人们生活水平有了
大幅提升袁对蔬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袁尤其对反季节蔬菜比
较青睐袁因而温室大棚蔬菜产业应运而生袁并得到了快速发

渊水渍状冤袁随后长出一层白色菌丝袁最后黑色的菌核散生于
菌丝上[2]遥

2.2 灰霉病

展遥温室大棚是随着现代农业发展而兴起的一种高效节能

灰霉病主要在温室中发生袁是危害温室蔬菜的主要病害

的栽培方式袁保温性较好袁可以弥补季节性的温度差异袁满

之一袁在露地蔬菜栽培中发生较少遥灰霉病由半知菌亚门真

足人们对蔬菜多样化的需求遥但是由于生产者技术水平不

菌侵染形成袁其病原以菌核存在于病残体或者土壤中越冬袁

高袁加上盲目扩大规模尧大棚内的温湿度过高等袁导致温室

分生孢子随雨水尧气流等传播遥灰霉病在温室内发生时袁遇

蔬菜出现了严重的病虫害袁降低了温室蔬菜的栽培效益遥现

到农事操作带动空气流动等袁大量病菌就会扩散传播袁再次

结合笔者工作实践袁 对温室大棚内蔬菜病虫害的发生特

产生侵染危害遥

点尧病虫害种类以及防治技术进行简单的总结遥

2.3

1 发生特点

霜霉病
霜霉病在温室中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发生较重袁对多种蔬

1.1 病虫害种类较多

菜均可产生危害袁如辣椒尧黄瓜尧番茄等袁是我国温室蔬菜生

温室大棚通风透气性较差袁温度较高袁浇水后湿气不容

产中经常发生且危害较重的病害之一遥蔬菜的种类不同袁其

易排出袁相对湿度也较高袁有害气体浓度大袁再加上大棚内

发生霜霉病的症状也有所不同遥

栽培的蔬菜品种过于单一尧连作尧土壤过于板结等因素袁为

2.4 粉虱

病原菌和害虫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温床袁导致温室内蔬菜病虫
害频繁发生袁且种类多样遥由于病虫害种类多袁且频繁发生袁
防治难度加大遥

温室大棚内发生的粉虱主要有烟粉虱尧白粉虱 2 种袁一

般 1 年可发生 10 代以上遥10 月底袁粉虱成虫通过大棚的透
风口尧门尧窗等进入袁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开始大量繁殖遥

1.2 病虫害传播速度较快

粉虱为害蔬菜时还会分泌蜜露袁导致蔬菜发生煤污病袁降低

蔬菜等农产品病害多是由病原菌侵染造成袁温室大棚内
相对温湿度较高尧光照条件差尧流通性不佳袁为病原菌的快
速蔓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条件袁大大提高了病原菌侵染蔬菜
的几率袁导致病害发生成灾 遥虫害的发生主要是由温室的
[1]

封闭环境所致袁在温度和湿度条件均比较合适的情况下有助
于害虫繁殖和卵孵化袁从而导致害虫暴发遥
1.3 病虫害发生规律较复杂
温室内温度比外界高袁因而蔬菜越冬期一般较短遥为了

叶片的光合效率[3]遥此外袁粉虱的迁飞还可以传播病毒遥
2.5

茶黄螨
茶黄螨的个体较小袁肉眼不可见袁能以很快的速度繁

殖袁适温范围内袁温度越高袁繁殖速度越快遥在 30 益左右的
温度下平均 1 代繁殖的时间仅需要 4~5 d袁在 20 益左右的
温度下繁殖 1 代需要 7~10 d袁平均 1 年可繁殖 25 代遥茶黄
螨在温室内发生较重袁主要对蔬菜顶端的嫩叶产生危害袁当

嫩叶变老时袁其可迁移到新的嫩叶继续危害袁因而茶黄螨又

提高效益袁种植户们会不间断地种植蔬菜袁没有足够的时间

被称为嫩叶螨遥

进行整地尧消毒袁造成土壤中病原菌不断累积袁很多病虫害

2.6

蓟马

的越冬期缩短或者没有越冬期袁一直频繁发生遥病原物的侵

蓟马主要发生在温室内的豆科尧茄子等蔬菜上袁各阶段

染基数大袁侵染次数多袁害虫发生的代数高袁发生规律复杂袁

的虫态颜色不一致袁若虫尧成虫期分别为黄色尧棕黄色袁因而

因而难以有效防治遥
2 常发病虫害类型
2.1 菌核病

菌核病是一类真菌造成的土传病害袁温室黄瓜发生较多

又名棕黄蓟马遥蓟马在温室中全年均可繁殖袁平均 1 年繁殖
15 代袁危害时常世代重叠遥
3 综合防治措施

3.1

农业防治

且发病程度重袁主要对果实尧茎蔓产生危害袁大棚内侵染时

一是选择性状优良的品种遥选择蔬菜品种时要充分考虑

间从蔬菜苗期开始袁一直持续到成株期袁危害时间长遥果实

温室大棚温度高尧湿度大尧光照弱尧昼夜温差大等特点袁优先

发生菌核病时袁一般多发生在残花上袁首先出现腐烂的病斑

选择耐高温尧耐高湿尧抗性能力强尧耐弱光性的品种曰育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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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选种袁挑选没有病虫害发生尧预试验发芽率高的种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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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土壤消毒遥温室种植蔬菜前可结合常发的病虫害类型袁
将药剂均匀拌合到土壤中袁以杀灭土壤中的病原菌及害虫曰
药剂的选择要交替应用袁不可长时间选择同一种或者同类药
剂遥三是健身栽培遥温室蔬菜种植要实行轮作曰一旦发现病
虫害袁及时将病叶尧病果尧病株等清除干净袁降低温室内病原
菌尧害虫的基数遥前茬农作物收获后袁彻底清洁温室大棚遥施
肥多选择有机肥袁根据土壤肥力检测结果进行配方施肥袁确
保满足蔬菜生长发育对各类养分的需求遥
3.2 物理与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院夏尧秋季节温度高袁可利用这一气候特点进
行高温闷棚袁将棚内虫卵尧病原菌等杀死曰此外袁还可在温室
棚内悬挂杀虫灯尧黄板或者安装防虫网等遥生物防治院主要
包括 2 种袁分别为利用生物农药防治和利用天敌以菌治虫

或以虫治虫袁如可在温室内喷施白僵菌等生物药剂袁对白粉
虱等虫害有很好的防治效果遥
3.3 药剂防治

菌核病防治药剂可选择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800 倍

液袁在空气相对湿度较高的情况下袁可选择 15%腐霉利烟雾

剂 3 750 g/hm2 等烟剂袁也可以选择粉尘剂等袁每隔 1 周防治
1 次袁连防 2~3 次[4]遥灰霉病防治袁可以在刚发病时选择 40%

施佳乐悬浮剂 800 倍液等进行喷防曰番茄灰霉病防治袁可将
0.1%腐霉利可湿性粉剂加到蘸花稀释液中蘸花袁每隔 1 周
防治1 次袁连防 2~3 次遥霜霉病防治袁可在刚发病时对准发病
部位喷施 72%杜邦克露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袁 每隔 1 周
防治 1 次袁连防 2~3 次遥

粉虱可选择 10%溴氰虫酰胺悬浮剂 1 600 倍液等进行

防治遥茶黄螨可选择 25%灭螨猛可湿性粉剂 1 200 倍液等进
行防治袁每周防治 1 次袁连防 2~3 次遥蓟马可选择 10%高效
氯氰菊酯 2 0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每隔 3 d 左右防治 1 次袁
连防 2~3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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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 可知袁撒施用药处理对稻蓟马的防效达 80%以

上袁明显高于常规喷雾防治的田块遥

表5

表 1 不同处理对稻蓟马的防效
处理
撒施用药
常规喷雾
空白对照

分蘖期卷尖率
0.84
1.50
4.95

渊%冤

卷尖防效
83.03
69.70

由表 2 可知袁撒施用药处理对二化螟的防治效果较好袁

枯心防效达 76%袁白穗防效高于 80%袁明显高于常规喷雾的
防治效果袁较好地控制了二化螟的发生遥

表 2 不同处理对二化螟的防效

处理
撒施用药
常规喷雾

处理
撒施用药
常规喷雾
空白对照

不同处理对稻飞虱的防效
分蘖期
86.35
82.77

渊%冤
孕穗期
83.26
80.62

不同处理对纹枯病的防效
病情指数
0.25
0.45
1.75

防效/%
85.71
74.28

整个生育期未见稻瘟病发生遥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撒施用药对水稻整个生育期的病虫害
控制效果理想袁尤其是对纹枯病和二化螟的防治效果较好遥

渊%冤
白穗防效
82.35
70.58

撒施用药技术通过简便施药和药物缓慢释放来达到提前预

由表 3 可知袁撒施用药处理在分蘖期对稻纵卷叶螟的

响防治效果遥建议初次撒施用药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实行袁

处理
撒施用药
常规喷雾
空白对照

枯心率
0.06
0.09
0.25

枯心防效
76
64

白穗率
0.03
0.05
0.17

防治效果理想袁防治效果略高于自主用药田块袁拔节孕穗期

处理
撒施用药
常规喷雾
空白对照

不同处理对稻纵卷叶螟的防效

分蘖期
虫口减退率
防效
84.33
85.00
82.17
82.94
-4.52

渊%冤

拔节孕穗期
卷叶率
防效
0.14
92.22
0.20
88.89
1.80

由表 4 可知袁各处理对稻飞虱的防效均高于 80%袁分蘖

期的防治效果优于孕穗期遥

由表 5 可知袁撒施用药处理对水稻纹枯病防治效果理

想袁水稻整个生育期纹枯病都发生较轻袁明显高于自主用药
的田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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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或通过预测防治适期来防治袁传统用药方式的技术要求较
高袁往往因药剂种类尧防治适期尧防治机械和天气等因素影
药后 10 d 部分水稻会产生轻度药害袁除草要避开这段时间遥

在迁飞性害虫和流行性病害暴发时袁要及时喷施药剂进行

的保叶效果较好遥
表3

防水稻病虫害的效果袁而传统施药方式是在病虫害发生后防

防治遥水稻生育期长的要施药 2 次袁以确保防治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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