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 期

植物保护学

西峡县猕猴桃溃疡病发生原因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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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猕猴桃溃疡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遥 通过对西峡县猕猴桃主产区溃疡病的调查分析袁分析猕猴桃溃疡病的发
病原因袁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袁以期为当地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治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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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溃疡病主要危害猕猴桃枝干袁是一种严重
威胁猕猴桃生长与发育的毁灭性病害袁是全国森林植
物检疫对象[1]遥 西峡县是国内外猕猴桃专家公认的世

华系品种中的中华-50 比红阳更易发病遥
1.2 种苗尧种条问题
新推出的猕猴桃品种袁若从正规渠道引进袁种苗尧

界猕猴桃最佳栽植区之一遥 经过多年的大力发展袁已

种条价格较高曰从民间购买价格虽然低些袁但没有经

形成人工栽植面积逾 8 000 hm 尧主栽品种 10 多个尧年

过检疫袁质量渊病虫害冤得不到保障曰还有的从本地附

2

产商品猕猴桃果 4 万 t尧产值 8 亿多元的规模袁是西峡

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遥 由于猕猴桃产业快速发
展袁从种苗尧种条引进到后期的生产管理等诸多方面管

近果园采集接穗袁但未检查母株是否染病等遥
1.3 树龄问题
一般树龄越大袁树势越弱遥 同时袁树龄长袁树体本

理滞后袁造成以猕猴桃溃疡病为主的猕猴桃病虫害较

身及果园土壤中的病原菌累积量也越多袁更易染病遥

为普遍袁个别地方猕猴桃因溃疡病的危害袁树死园毁袁

1.4 负载问题

挫伤了果农积极性袁严重制约了西峡县猕猴桃产业的

由于连年过分追求产量袁造成果树过度消耗养分袁

健康发展遥为此袁开展了以主产地为主的全县猕猴桃溃

枝条生长不良袁树体衰弱遥

疡病因调查袁通过对比分析找出猕猴桃溃疡病发病原

1.5 肥料问题

因袁开展了防治对策的研究袁并总结出预防对策及防

施肥只注重施化肥袁且施肥量偏大袁造成烧根现

治溃疡病的方法遥

象曰有的氮肥施用过多袁而磷钾肥施用过少袁造成树体

1 发病原因

旺长遥 此外袁施未充分腐熟的厩肥尧施肥位置离根系太

经过对西峡主产区猕猴桃溃疡病病因全面调查尧
分析袁猕猴桃溃疡病的发生有以下特点遥 一是发病率
高遥 中华猕猴桃园 1~3 年发病率为 1.2%袁4 年以上发

病率为 30.7%曰美味猕猴桃园 1~3 年发病率为 0.5%袁

4 年以上发病率为 8.9%遥 二是死亡率高遥 猕猴桃染病

后袁1~3 年死亡率为 24.3%袁4~5 年死亡率为 75.7%遥 三

近袁也会造成烧根现象遥
1.6 土壤问题
土壤黏重或建园时苗木栽植过深等袁会造成土壤
透气性差袁根系呼吸受到抑制袁根系生长难以维系袁导
致树体生长不旺盛遥 若是沙土地袁虽然透气性好袁根系
呼吸得以满足袁但是土壤跑肥跑水袁根系难以得到充

是染病部位多在嫁接部位以上的枝干遥 造成猕猴桃感

足的肥水保障袁根系生长瘦弱袁树体也不会健壮遥

染溃疡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现总结如下遥

1.7 管护水平问题

1.1 品种问题

生产管理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树皮受伤袁如修剪

不同系列尧不同品种的猕猴桃对溃疡病的抗性存

留下伤口等没有及时处理曰修剪嫁接工具未做到一树

在一定差异袁 如中华猕猴桃比美味猕猴桃易发病袁中

一消毒曰锯除或剪下来的病枝没有拿出园子烧毁或扔

作者简介 郑金成渊1964要冤袁男袁河南西峡人袁林业高级工程
师袁从事林业技术推广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20-08-26

在园子附近曰刮除的病斑碎屑没有拣拾干净曰病死植
株根系挖除不净袁土壤未消毒或消毒不彻底曰用药缺
乏连续性袁仅喷打或涂抹一二次等均会导致溃疡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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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遥

桃的合理负载袁达到既能连续获得较高产量袁又能使

1.8 水分问题

树体生长健壮的目的遥 结果初期树尧树龄偏大的树尧树

低洼地尧地下水位高及过度大水漫灌都会造成猕

势较弱的树尧土壤肥力差的树可少结果袁相反可适当

猴桃根系生长不良遥 大水漫灌或果园积水还会造成只

多结果袁提高果品的商品性袁不能盲目追求产量遥 一般

分布在局部土壤中的病菌在全园土壤中传播遥
1.9 气候因素
极端天气的影响袁如春尧夏季的大风吹折枝条尧枝
条摩擦及碰撞造成伤口曰夏季的高温灼伤和冰雹砸伤

美味猕猴桃产量控制在 30.0~37.5 t/hm2尧中华猕猴桃
产量控制在 18.0~22.5 t/hm2 比较适宜遥
2.5 改良土壤袁重施有机肥

采取黏土掺沙尧沙土掺黏土改良土质袁再通过重

树皮曰冬季的低温冻伤树皮等遥

施腐熟有机肥袁生长季施磷尧钾复合肥袁少施氮肥袁平

1.10 栽植方式问题

衡施肥袁为猕猴桃健壮生长和适度结果创造优良的基

与中华猕猴桃混栽及与中华猕猴桃紧邻的美味
猕猴桃园袁染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美味猕猴桃园遥

2 防治对策
猕猴桃溃疡病要以预防为主袁防治结合袁即采取

础条件袁增强抗逆性遥
2.6 提高果园精细化管理水平
果园内正常的农事劳作如中耕除草尧施肥浇水尧
除萌摘心尧果实采收尧树体修剪等袁以及恶劣自然气候

综合措施预防与药剂防治相结合的办法防治遥

侵袭袁不可避免地会对猕猴桃树体造成损伤遥 为此袁在

2.1 严格植物检疫袁杜绝病菌传播扩散

日常的果园管理中袁一方面要仔细认真袁尽量减少误

无论是从外地调入还是本地引种的苗木尧接穗袁都

伤树体曰另一方面树体有损伤后袁要及时对伤口进行

要严格检疫遥 严禁从病区调入苗木尧接穗遥 检疫合格

处理尧消毒并涂抹保护剂袁促进伤口修复袁切断病菌传

的袁在栽植和嫁接前必须进行消毒处理遥

染途径遥

2.2 要因地制宜选用品种
要选种抗病能力强的猕猴桃品种袁如徐香尧金桃尧
海沃德尧华优等袁慎重或小面积发展中 华猕 猴 桃品

种 遥 选种猕猴桃新品种前要经过充分考察论证袁不能
[2]

野贪大求洋冶遥

2.3 科学种植袁高位嫁接袁合理整形
中华猕猴桃要与美味猕猴桃分开种植遥 建园前要

生长季节除萌尧摘心尧疏枝要提倡用剪刀渊剪口平
滑尧伤口小冤袁不要用手操作袁剪口涂抹保护剂遥 冬季修
剪结束后袁也要用保护剂涂抹剪口遥
为提高树体对极端高温日灼尧 低温冻伤的抗性袁
提倡幼龄树树干用布条缠绑袁老龄树树干涂白遥
低洼地尧地下水位高和土壤黏重的地块袁要挖排水
沟渠袁大雨过后要立即排除果园内积水遥 提倡滴灌袁忌

做好规划袁将美味猕猴桃规划在本地上风口尧地势较

大水漫灌遥

高的区域曰中华猕猴桃建在下风口尧地势相对低的地

2.7 搞好果园清洁卫生和工具消毒

块袁杜绝中华猕猴桃与美味猕猴桃混栽遥 有条件的地
方袁中华猕猴桃园与美味猕猴桃园要留出适当的距

病死植株要及时清除袁根系要挖干净袁最后将树窝
土壤挖开袁用生石灰或氢氧化铜 1 000 倍液彻底消毒遥

离遥若条件不允许袁可在中华猕猴桃与美味猕猴桃之间

每一项果园农事结束后袁及时将园内散落的枝条尧病斑

用地埂隔离遥 总之袁间隔距离越远越好袁严禁混栽袁防

碎末尧落叶落果捡拾干净袁并带出园子深埋或烧毁袁经

止溃疡病交叉感染遥

常保持果园清洁干净遥

一般猕猴桃嫁接部位低袁溃疡病多发生在树干上遥
为充分发挥猕猴桃砧木渊野生种子繁育冤抗性袁提倡对

猕猴桃进行高位嫁接渊距地面 1.5 m 左右冤袁降低因嫁

接部位低感染溃疡病的概率遥

为进一步提高猕猴桃对溃疡病的抗性袁改变原来
单主蔓因染病而导致整株死亡的劣势袁特别是中华猕
猴桃系列品种袁提倡采用双主蔓整形遥 已建成的园子袁
可先选留根蘖苗袁然后高位嫁接袁达到双主蔓整形的
要求遥
2.4 控制产量袁合理负载
依据品种尧树龄尧树势尧土壤肥力等因素确定猕猴
90

修剪工具尧嫁接工具尧刮除病斑工具等要做到一

树一消毒袁用 75%乙醇擦拭袁防止交叉感染遥

2.8 药物防治

溃疡病药物防治主要是抓住春尧秋尧冬 3 个关键

时期遥 在春季渊伤流前冤和果实采收后选用杜邦氢氧

化铜 1 500~2 000 倍液尧春雷窑王铜 1 500~2 000 倍液尧
1 600 万 U 农用链霉素 1 000~1 500 倍液袁交替对树

冠尧树干喷雾 3~4 次袁每次间隔 10 d 左右遥 冬季修剪结
束后和春季萌芽前袁用 5 毅B佴 石硫合剂对园内树体及

种植行地表进行 1 次全面喷雾消杀遥 除树上喷药外袁
渊下转第 92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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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播种原因

大豆一般在 4 月下旬气温稳定后播种袁 不可过

早袁大豆幼苗生长适宜温度为 20~25 益袁播种过早将不
能满足温度要求袁加上低洼地潮湿袁容易引发根腐病遥
2.5 栽培模式原因

年施用袁同时施用中微量元素肥 7 500 kg/hm2遥 在大豆

与禾本科作物渊玉米尧小麦冤轮作时袁应尽量避免翻转

栽培袁以降低发病率袁有效防治大豆根腐病遥
4.3 种子涂层
选择丰满尧无损伤的高品质种子播种袁减少出土

起垄栽培的大豆与平作栽培相比发病较轻遥 新疆

前幼苗侵染的概率遥 多茬育苗可以预防苗期各种病原

地区几乎所有作物都是加压点滴灌溉栽培袁起垄栽培

物引起的根腐病袁对部分地下害虫也有一定的预防效

不易实施袁这可能也是根腐病发病逐渐变重的原因之

果遥 同时袁添加微生物菌剂可以改善大豆根部土壤的

一

遥

[2-3]

3 发生动态
促进大豆根腐病发生的病原菌多为土壤习生菌袁

大豆播种后胚根长至 2~3 cm 后出现发病症状袁之后随

微循环袁减少大豆根腐病的感染机会和危害袁提高大
豆幼苗的抗逆性[4]遥
4.4 化学防控

在新疆的大豆滴灌地块袁对于有前作病史的土

着大豆的生长和发育袁病情逐渐加重袁从幼苗到分枝

地袁在滴水出苗时袁可通过滴枯草芽孢杆菌或地衣菌袁

期病情发生较快袁在开花期前后病情能够达到顶峰袁

并配合腐植酸袁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构造袁增加有益

之后随着根皮的老化病情稳定或者生长变慢袁至结荚

菌落袁在抑菌的同时袁可以增强大豆苗的抗病性遥 对已

后期病情基本停止遥

经发生根腐病的大豆可以用杀菌剂防治袁建议喷洒克

也有报道显示袁连作与根腐病的发生有关袁利用

菌丹+甲霜恶霉灵尧枯草芽孢杆菌+甲霜恶霉灵尧申嗪

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的轮作可以降低病害的分布量遥

霉素+克菌丹尧噻呋酰胺+枯草芽孢杆菌袁或施用乙酸

在大豆苗期袁大豆根瘤菌侵染危害较大袁其次是枯萎

铜混合土遥

病菌袁复叶至现花 6 个阶段后袁枯萎病菌的检出率提

4.5 生物防治

升袁成为最关键的病原种袁而根瘤菌检出率逐步降低遥

生物防治是预防大豆根腐病的有效方法袁能更持

立枯丝核菌可能在侵染中起主导效力袁而镰刀菌侵染

续地预防大豆根腐病遥 例如袁在关键期喷施氨基寡糖

和危害在整个生育期也起主导作用遥

素尧S 诱抗剂等袁与化学药剂预防相比袁环境更友好尧更

4 防控关键技术

安全袁能改善土壤质量和结构袁还能抑制有害菌落袁诱

4.1 选用抗病品种

导大豆自身抗性的发生袁提高大豆抗性袁也符合绿色

大豆根腐病是多病原混合的土传病害袁因而筛选尧

植物保护尧生态植物保护的现代理念遥

培育尧利用抗尧耐品种是预防该病的主要方向袁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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