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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穗腐病的发生特点及防治对策
王瑞永
渊安徽省新马桥原种场袁安徽固镇 233700冤
摘要 本文分析了玉米穗腐病的发生特点尧发生规律尧发生原因袁并从农业防治尧药剂防治等方面提出防治对策袁
以期为玉米穗腐病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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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袁在我国各地均
有种植[1]遥 近些年袁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袁对我国粮
食安全生产意义重大 遥 穗腐病为玉米中后期常发病
[1]

条件下发生程度加重[3]遥
2.2 贮藏期

玉米成熟后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袁会增加穗腐病发

害之一袁不仅造成玉米减产袁其病菌产生的毒素还会对

生概率遥 进入秋季后袁若遇多雨天气袁也容易导致玉米

人畜产生危害 遥 因此袁必须重视玉米穗腐病的防治遥

籽粒发生穗腐病遥 玉米仓储期间也会发生穗腐病袁采

[2]

1 发生特点

玉米穗腐病的病原菌类型多样袁不同类型病原菌
导致的穗腐病发生症状有差别袁主要表现为全部果穗
或部分果穗或个别籽粒发生腐烂袁发病部位有各种颜

收后如果玉米籽粒没有进行充分的晾晒袁籽粒含水量
未降到安全含水量范围内袁会导致穗腐病发生[3]遥

3 发生原因
3.1 品种

色的霉层曰发病严重时可导致玉米穗轴或者整个穗部

在农业生产中袁 不同品种对病害的抗性水平不

出现腐烂现象[2]遥 玉米的果穗尧籽粒均可发生穗腐病袁

同遥 一些赖氨酸含量高尧甜糯型尧结构疏松尧果穗长势

果穗发病时中部或者顶部颜色改变袁出现各种颜色渊粉

直尧苞叶长且厚的品种类型感染穗腐病的概率增加曰

红尧黄褐尧黑灰等冤的霉层袁即为病原菌的菌丝体尧分生

果穗上花丝少尧苞叶薄且成熟后下垂的玉米品种抗病

孢子梗和分生孢子曰籽粒发生穗腐病后袁表面没有光
泽袁饱满度不够袁品质脆袁内部常填满病原菌菌丝遥 果
穗发病后袁苞叶上经常密集地贯穿着一些病原菌菌丝袁
这些菌丝互相紧密粘在一起袁与果穗贴合袁难以剥离遥
玉米在仓储过程中发生穗腐病危害袁表现为粮堆外有
各种颜色尧疏密不均匀的菌丝尧分生孢子等长出袁有霉
味散发出来[2-3]遥

2 发病规律

2.1 生长期

能力强袁发生穗腐病的概率降低[3-4]遥
3.2 气候

一般在温度高尧雨水多的年份玉米病虫害发生程
度重遥 在温度 15耀28 益尧相对湿度超过 75%时各类病

原菌容易侵染玉米植株袁导致病虫害流行遥 影响穗腐
病发生的关键因素是 9要10 月的天气情况袁如果雨水
天气多袁则穗腐病易发袁且收获的玉米籽粒无法及时

晒干[4]遥

3.3 病虫侵染

穗腐病发生后袁其传播方法因病原菌的不同而有

玉米田间各类害虫的活动为穗腐病的侵染发生

所差异遥 如曲霉菌通过各种类型的病菌以及风尧雨水

创造了良好条件袁害虫活动导致玉米植株出现伤口袁经

等介质进行传播遥 病原菌的分生孢子通过杂草尧种子尧

雨水传播的病原菌通过伤口侵染到玉米植株上导致

田间病残体等成为田间初次侵染源袁通过植物伤口侵
染内部 遥 玉米穗腐病发病的适合温度为15耀25 益袁最
[1]

适宜的相对湿度条件为 80%左右袁在较高的温尧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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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遥 目前袁我国玉米生产中棉铃虫尧玉米螟 2 类害虫
容易导致穗腐病的发生[2]遥
3.4 田间管理措施

一是秸秆还田遥 玉米穗腐病的病原菌田间越冬场
所包括根茬尧秸秆尧穗轴等袁一般未经过处理直接还田
的秸秆成为我国玉米产区次年玉米植株发病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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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源遥 二是品种连作遥 玉米穗腐病发生的一个重要

中水分风干速度袁尽快将含水量降到储藏的安全值范

原因即为连作袁一般同品种连作可导致土壤中病原菌

围内遥 一旦晾晒过程中发现有果穗染病袁要求及时挑

基数快速增加袁致使病害重发遥 三是栽培措施遥 有的农

出袁不可继续与其他玉米混放袁以有效避免病害的扩

户规划不合理袁存在种植密度过大尧施肥类型过于单

散蔓延遥 尽早对玉米穗进行脱粒袁并置于阳光下曝晒袁

一等问题袁导致田间过早郁闭袁降低了田间通风性袁利

若遇连续阴雨天气袁可将脱粒后的籽粒置于土炕上烘

于病虫害的发生遥

干袁避免籽粒受潮受到病原菌的侵染而致腐烂遥

4 防治措施

玉米收获后袁要及时处理田间的秸秆尧根茬等遥 可

4.1 农业防治

用机械对秸秆进行粉碎处理袁制成饲料袁也可堆沤制

4.1.1 品种选择遥 优先选择有较强抗病能力的玉米品

成农家肥等遥 在剥除玉米苞叶时袁如果发现果穗染病袁

种进行种植袁以降低穗腐病病原菌侵染概率遥 要加大

应及时将发病部位与健康部位的连接处折断袁以避

抗病品种的选育尧制种袁多培育性状优良尧抗病能力强

的杂交玉米品种进行推广袁如全玉 1233尧先玉 335尧迪

卡 517 等遥

免病原菌进一步侵染袁减少病害导致的经济损失[4]遥
4.2 药剂防治

玉米刚形成籽粒时应及时做好棉铃虫尧玉米螟尧黏

4.1.2 种子处理遥 精心选择玉米种子袁剔除发病尧籽粒

虫尧桃蛀螟等害虫的防控工作袁避免其对玉米穗部产

瘪尧表面色泽不健康尧个体小尧有损伤的种子袁选择个

生危害遥 其中袁玉米螟是导致玉米穗腐病的主要害虫

体大尧有健康色泽尧籽粒饱满的种子遥 播前进行种子处

之一遥 防治玉米螟袁有以下 4 个措施遥 一是在玉米大喇

理袁先将种子置于强光下晒 2耀3 d袁以起到灭菌杀毒的

效果袁然后进行包衣处理袁选择合适的药剂包衣袁以降

叭口期选择颗粒型农药丢心袁 对心叶内的玉米螟幼
虫具有良好的毒杀效果曰二是选择 5%辛硫磷颗粒剂

低幼苗感染病害的概率[3]遥

3 750 g/hm2尧1%杀螟灵颗粒剂等与细河沙 60耀75 kg/hm2

水运筹等袁其中肥水管理在玉米生长中有关键作用遥肥

90%晶体敌百虫 1 000 倍液等液体型农药进行灌心处

4.1.3 田间管理遥 田间管理的重点包括除草尧中耕尧肥
水条件充足可以为玉米植株健壮生长提供良好条件袁
提高植株抵抗病害的能力遥 中耕松土有助于疏松土

壤尧改善土壤的立地条件袁有保水保温尧提高土壤通透
性的作用袁能促进玉米植株生长遥 杂草与玉米植株争
夺养分尧水分尧光照等资源袁有效的除草方式不仅可以
灭除杂草尧促进玉米植株生长袁还可以破坏田间病原菌
的生存环境尧切断病菌的生存条件遥
4.1.4 收获遥 玉米成熟后袁在收获时若遇持续阴雨天
气袁会导致收获后的玉米籽粒受潮遥 因此袁一定要分堆
摊开晾晒袁加强防水防潮管理袁以免堆放过程中玉米
受到病原菌的侵染而致发病遥 玉米收获后及早将苞叶
去除袁并采取通风晾晒措施遥 晾晒时尽量摊放成薄层袁
且经常翻动袁确保玉米籽粒充分受到光照袁提高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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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芽出土的杂草袁防效最好遥
该试验结果表明袁5 种除草剂均有一定防效袁以

50%乙草胺乳油 800 倍液防效最好袁其次是 96%金都

尔 200 倍液遥 建议全膜双垄沟播玉米膜下杂草防除除

草剂选用 50%乙草胺乳油或 96%金都尔曰施药模式采

用春季顶凌覆膜施药袁或春季播期覆膜施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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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混合后丢心袁 效果好曰 三是在玉米心叶末期选择

理袁灌心量为 10 mL/株左右袁效果好曰四是玉米进入抽
雄期袁可对准雌穗顶部花丝基部位置喷洒药剂袁以促使

药液充分渗入花丝袁将在穗顶产生危害的幼虫杀死[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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