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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巴县重楼茎腐病绿色防治技术研究
李高宏
渊镇巴县宏蓝毅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袁陕西镇巴 723600冤
摘要 通过物理防治尧微生物菌剂防治尧中药防治等方法对镇巴县重楼茎腐病进行防治袁并比较防治效果遥 结果表
明袁采用苦参尧烟草茎杆尧大黄煮水袁对茎腐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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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reen Control Technology of Stem Rot of Paris polyphylla in Zhenba County

LI Gaohong
(Zhenba County Honglanyi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echnology Co., Ltd., Zhenba Shaanxi 723600)
Abstract Through physical control, microbial agents control and Chinese medicine control, stem rot of Paris polyphylla in
Zhenba County was controlled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iling sophora, tobacco stem and
rhubarb in water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on stem rot.
Keywords Paris polyphylla; stem rot; Chinese medicine control

重楼为百合科植物滇重楼渊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yunnanensis 渊Franch.冤Hand.-Mazz.冤或华重楼渊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渊Franch.冤Hara冤的干燥根

107毅42忆45义袁北纬 32毅32忆36义冤袁海拔 1 650 m袁年均气温

13.8 益袁平均降水量 1 300 mm袁无霜期 236 凿袁属于北

亚热带东南季风湿润区袁大陆性气候较强袁气温年较

茎 袁具有清热解毒尧消肿止痛尧凉肝定惊等功效袁是云

差较大袁为野生重楼主要分布区遥

原料 遥 重楼属植物在全国范围内共有 19 种袁主要分

1.2.1 防治方法比较试验遥 在陕西省镇巴县三元镇狮

[1]

南白药尧季德胜蛇药片尧宫血宁胶囊等中成药的主要
[2]

布在四川尧陕西尧云南尧贵州尧湖北尧浙江尧广西尧广东尧

1.2 试验方法
儿坝村同一区域同一生态环境条件下袁在茎腐病初发

福建和安徽等地区 遥 重楼病虫害防治主要贯彻野预防

期尧盛发期 2 个阶段袁分别选择 600.3 m2 重楼基地进

治尧微生物菌剂防治和中药防治 遥

及时清沟排水袁发现感病植株立即拔除袁将感病植株

[3]

为主袁防治结合冶的植保方针袁其主要方法有物理防
[4]

中药材产业现已发展为镇巴县的四大支柱产业

之一袁其主导产品有大黄和重楼[5]遥 镇巴县野生重楼分

布较广袁人工林下栽培已经初具规模袁但是对重楼种
植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袁特别是缺乏病虫害绿色防治

技术遥 镇巴县降雨多尧湿度大袁茎腐病时有发生袁大多
数种植户仍停留在化学农药防治阶段袁 效果不佳袁对
重楼的产量与质量影响较大袁对当地重楼产业发展极
为不利[6]遥本文针对镇巴县重楼茎腐病进行绿色防治技
术研究袁旨在为镇巴县重楼栽培提供技术参考袁保障
产业绿色健康发展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域概况
试验区位于陕西省镇巴县三元镇狮儿坝村渊东经
收稿日期 2020-08-08

行试验袁每个阶段设 3 个处理袁即院物理防治组袁遮阴尧

集中处理曰微生物菌剂防治组袁喷施枯草芽孢杆菌菌
剂袁隔 1 周再喷施 1 次曰中药防治组袁将苦参尧烟草茎

杆尧大黄尧水按照 1颐1颐1颐200 的质量比混合渊以 kg 计冤袁

药材加水后浸泡 1 h袁煮开后转小火煮 30 min袁过滤药
液袁放凉后喷施袁隔 1 周后再喷施 1 次遥 每组 3 个平行
试验袁30 d 后观察并统计病情遥

1.2.2 药液浓度对防治效率的影响遥 在陕西省镇巴县
三元镇狮儿坝村同一区域同一生态环境条件下袁于茎
腐病盛发期袁选择 800.4 m2 发生病害的重楼基地进行
试验遥 中药防治配方为苦参颐烟草茎杆 颐大黄=1颐1颐1袁单

位均以 kg 计曰药液浓度以苦参与水的比例渊质量比袁

单位为 kg冤计袁分别为 1颐100尧1颐200尧1颐300尧1颐400遥 药材
加水后浸泡 1 h袁煮开后转小火煮 30 min袁过滤药液袁放
凉备用遥 将试验田划分为 3 个区组袁每个区组设 4 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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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处理袁即喷施 1颐100尧1颐200尧1颐300尧1颐400 不同浓度的

中药药液袁隔 1 周后再喷施 1 次遥 30 d 后观察并统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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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效率遥

2 结果与分析

60

2.1 重楼茎腐病发病情况

40

田间调查发现袁重楼茎腐病主要发生在 6要8 月

20

温度较高尧雨水较多的时节遥 此时地温升高袁土壤中微

0

生物大量繁殖袁土传病虫害高发遥 本文研究表明袁物理
防治和微生物菌剂防治重在预防和发病初期曰中药防
重楼茎腐病绿色防治方法对比

1颐200

1颐300

药液浓度

1颐400

图 2 中药药液浓度对重楼茎腐病防治效率的影响

治在发病初期和盛发期均有显著防治效果遥
2.2

1颐100

效率高遥 苦参尧烟草茎杆尧大黄均为常见草本植物袁成

在发病初期袁物理防治组尧微生物菌剂防治组尧中

本低袁使用该法防治重楼病害袁可以有效减少农药残

药防治组对重楼茎腐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袁其中中

留遥 考虑推广的便捷性袁可使用本文配方扩大规模袁中

药防治对茎腐病防治效果最好袁防治率达到 90%曰其次

是微生物菌剂对茎腐病的防治效果袁防治率达到 75%曰
物理防治效率为 70%左右遥 在盛发期袁物理防治效果
最差袁统计防治效率仅 30%曰微生物防治茎腐病效率

达到 70%曰中药防治效果最佳袁达到 85%以上渊图 1冤遥
100
80

药材水煎煮后袁经过浓缩尧干燥等步骤袁制作成粉剂袁

使用时根据需要加水配制成 200~300 倍液遥 后续将继

续扩大试验区域尧试验规模袁取得更多研究结论袁并开
发以中药材为原料的生物农药产品加以推广遥
本文对镇巴县重楼病害绿色防治技术进行研究袁
结果表明袁民间常用的病害防治方法确有其效袁在预

初发期
盛发期

防尧发病初期和盛发期均有明显防治效果遥 由于其本
身为中药材袁可自然降解袁不会有任何农药残留袁有利

60

于提高重楼产品质量遥 另外袁重楼需要在荫蔽条件下

40

栽培袁本试验中防治药材为苦参尧烟草茎杆尧大黄袁是否

20

间作方式预防或减轻陕产重楼病害的发生[9-11]袁将有待

0

可采取苦参要重楼尧烟叶要重楼尧大黄要重楼套种或
下一步研究论证遥

物理防治

微生物菌剂防治

中药防治

处理
图 1 不同防治方法在初发期和盛发期的防治效率比较

2.3 中药药液浓度对茎腐病防治效率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袁在重楼茎腐病盛发期袁喷施不同浓

度的中药药液对茎腐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遥 当药液浓
度大于 1颐200 时效果较好袁 防治率达到 95%以上袁浓

度继续增加对防治效率的提升效果不明显遥 当药液浓
度低于 1颐300 时防治效率开始降低遥 综合来看袁考虑经
济因素袁药液浓度以 1颐200 最佳遥

3 结论与讨论

2020 版叶中国药典曳对中药材农药残留要求较高袁

因而开发病虫害的绿色防治方法极为重要遥 镇巴县重
楼茎腐病发病高峰期在每年 6要8 月袁 这与镇巴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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