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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烟区烟草病毒病的发生与综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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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袁河南郑州 450018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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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述了河南烟区病毒病的发生类别和流行趋势袁分析了烟草病毒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袁提出了病毒病综
合防控策略袁以期为当地烟草病毒病的防控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烟草病毒病曰流行趋势曰发生原因曰防控策略曰河南烟区
中图分类号 S432.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21冤23-0088-03
DOI院员园援猿怨远怨/躁援蚤泽泽灶援1007原5739援圆园圆1援23援036
开放科学渊资源服务冤标识码渊OSID冤院

烟草病毒病又称花叶病袁种类多尧分布广尧株系复
杂尧复合侵染严重尧发生普遍尧危害巨大袁是造成烟叶
减产和品质降低的主要因素遥 由于其属于系统性侵染
病害袁烟草一旦感染病毒病袁全株均可带毒尧传毒袁传
播危险性大袁很难用药剂进行有效防治遥 烟草病毒病
作为河南烟区的主要病害之一袁给河南烟叶生产带来
了较大的经济损失遥 据报道袁2000 年由于病毒病发生
导致河南全省烟草绝收面积近 26 700 hm 袁较重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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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病毒病冤等[3]遥

李向东等 [4] 于 2000 年对从河南省郏县和襄城县

采集到的 65 个病毒病样品进行检测袁CMV 检出率为

61.54%袁PVY 检出率为 58.46%袁TMV 检出率为 10.77%袁

复合侵染较为严重遥 罗朝鹏等[5]在 2010 年对河南主产

烟区的病毒病烟叶样品进行取样检测袁结果显示袁CMV

感染率为 52.9%袁TMV 感染率为 44.1%袁TEV 感染率为
11.8%遥 白静科等[6]对河南烟区 2015要2017 年的 566 份

面积有 40 000 hm2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4 亿元[1]遥 烟

病毒病样品进行检测袁病毒病总检出率为 96.47豫袁其

素之一遥 全面分析袁把握河南烟区病毒病发生原因及

种已由 CMV 转变为 TMV遥

草病毒病已成为影响河南烟叶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
流行规律袁集成综合防治技术要点袁已成为河南烟区
的当务之急遥

1 发生类别和流行趋势
我国烟草病毒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已

中 TMV 检出率最高渊80.74豫冤袁河南烟区病毒病优势

2 发生原因

2.1 烟苗带毒
漂浮育苗是当前烟叶生产的主要育苗方式遥 随着
漂浮育苗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袁烟苗带毒已成为大田

有记载 袁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袁全国烟区均以烟草普

烟草病毒病高发的主要初侵染源[7]遥 剪叶是漂浮育苗

黄瓜花叶病毒病渊CMV冤为主袁CMV 和 TMV 的复合侵

的关键技术 [8]袁但剪叶又是苗期病毒病传播的重要途

[2]

通花叶病毒病渊TMV冤危害最重曰70 年代以后袁以烟草

染危害加重袁尤其在山东尧河南等烟区严重流行曰80 年
代以后袁烟草马铃薯 Y 病毒病渊PVY冤开始发生并逐渐

加重袁与 CMV尧TMV 混合发生袁复合侵染遥 1989要1991 年

全国烟草侵染性病害调查研究发现袁全国烟草病毒病

有 17 种袁主要有 TMV尧CMV尧PVY尧TEV渊烟草蚀纹病
毒病冤尧PVX渊烟草马铃薯 X 病毒病冤及 TRSV渊烟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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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培育壮苗尧调节烟苗长势渊使其生长整齐一致冤
径[9-10]遥 随着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尧苗龄和剪叶次数的增

加袁烟苗 TMV 的阳性带毒率增加[11]遥 另外袁苗床管理水
平低是烟苗带毒的主要原因[12]袁由于消毒不彻底尧不规

范尧不到位袁育苗场地渊苗池尧苗棚内外冤尧漂浮盘尧器械
以及间定苗尧剪叶等农事操作都会成为烟苗被病毒侵
染的因素遥
2.2 蚜虫传播
烟蚜是 CMV尧PVY尧TEV 等的主要传毒介体[13]遥 蚜

传病毒病通常于第 1 个蚜量迁飞高峰后 10 d 左右开

始发病[14]遥 烟蚜发生越多的年份袁病毒病发生越重[15]袁

有翅蚜发生量与烟草花叶病毒病发病率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16-17]遥 通常情况下袁豫中烟区在 4 月底

宋瑞芳等院河南烟区烟草病毒病的发生与综合防控
和 5 月中旬左右为烟蚜发生高峰期袁而 4 月中下旬和

断肥控水炼苗技术袁增强烟苗营养抗性遥

5 月上旬正值豫中烟叶移栽期袁如果移栽前后没有采

3.2 构建苗期病毒病监测体系

病毒病的发生流行创造条件遥

势种也在发生变化遥 通过免疫胶体金快检技术和血清

2.3 土壤污染

学鉴定或分子生物学鉴定法相结合的方式袁构建全省

取有效的防蚜措施和病毒病前期预防袁可能会给大田

在自然条件下袁农事操作尧机械接触及土壤传毒

河南烟区病毒种类多样袁发病广泛且严重袁其优

烟草病毒病苗期监测体系袁加强苗期病毒病的动态监

是 TMV 发生流行的主要因子遥 刘 敏等 对我国主要

测遥 一方面袁通过检测结果倒逼苗床规范管理袁确保各

国植烟区土壤 TMV 污染严重袁TMV 检出率达 55.6豫袁

对育苗环节病毒病侵染的动态监测袁育苗过程中对烟

为袁烟地连作有利于 TMV 的发生与危害遥 河南省作为

苗不入大田遥

[18]

植烟区土壤 TMV 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袁结果表明袁我

以旱地植烟土壤 TMV 污染最为严重遥 张长华等 认
[19]

老烟区袁烟田连作问题比较突出袁烟农也没有养成及

时清理烟田中烟根尧茎秆和病残体碎屑的习惯袁而 TMV
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多年袁河南植烟土壤中 TMV 污染程

项关键技术落实到位曰另一方面袁通过技术手段做好
苗进行定期检测袁在出棚前把好烟苗安全关袁确保病
3.3 重视烟蚜防治
烟蚜是病毒病传播的重要媒介遥 在苗期做好蚜虫
防治的同时袁 如果移栽期与蚜虫迁飞高峰期一致袁尽

度令人担忧遥

可能通过地膜覆盖或杯罩式移栽预防烟蚜传毒遥 在烟

2.4 气候异常

田四周种植诱集植物进行集中诱杀袁或种植趋避植物袁

低温阴雨的气候条件是病毒病短期内突然发生
的主要诱因遥 尤其是在团棵前后袁前期干旱少雨袁一旦

遇到低温则会诱发病毒病遥 2020 年袁河南省 4要5 月气

温与往年相比偏高袁且干旱少雨袁6 月 8 日一次大风降

雨降温天气造成全省病毒病不同程度的发生遥 因此袁

低温尧降雨等极端天气是造成病毒病流行发生尧病情

以降低迁飞到烟田的蚜虫数量遥 建议尽可能采用天敌

防治及生物农药防治袁当单株蚜量达 50 头时袁用 7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2 000~13 000 倍液尧3%啶虫脒乳

油 1 500~2 500 倍液等药剂喷雾防治遥
3.4 加强土壤修复

生产中往往将培育无毒壮苗作为防控病毒病侵

加重的主要诱因遥

染的首要措施袁却忽视了土壤中病毒病病原的消除遥

2.5 田间管理水平较低

郭丛 [25] 将筛选的 P. putida A3 发酵液作为消毒剂袁对

田间管理到位率直接影响病毒病的发生危害程
度遥 管理水平高的烟田袁施肥均衡尧中耕培土及时尧农
事操作规范袁烟株生长健壮尧自身抗病性强袁病毒病发
生较轻曰田间土壤板结尧透气性差袁病毒病发生较重 遥
[20]

田间施氮量过多也是烟株易感病毒病的因素之一 遥
[21]

3 综合防控策略

TMV 污染过的植烟土壤进行生物修复袁降低了植烟土
壤中 TMV 的含量袁减少了 TMV 发病率遥 申莉莉等[26]发
现袁5 株对 TMV 均有拮抗作用的植物根围促生细菌
渊PGPR冤的菌株培养液对 TMV 均具有较强的钝化作
用袁抑制率为 94%耀99%袁具备单独或混合培养制备土

壤消毒剂用于工具尧苗床和大田土壤消毒的潜力遥 因

烟草病毒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多途径传染和细胞

此袁生产中需要对病毒病的防治重点进行再认识袁在

内寄生的烟草病害 袁必须从苗期开始袁做好从苗期到

使用对病毒毒原有拮抗作用的生防菌进行土壤修复

[22]

大田现蕾前的系统防治尧综合防控遥

的同时袁还需要通过冬翻晒土尧绿肥掩青尧秸秆还田等

3.1 培育无毒壮苗

农艺措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袁实现破除板结尧提高通

由于烟苗感染 TMV 一般为隐症袁个别烟苗带毒

透性尧活化土壤等目的袁给烟株生长提供较健康的土

后袁容易通过剪叶和移栽等农事操作过程传播袁造成

壤环境遥 通过施用有机肥尧土壤改良剂等措施袁可提高

烟田病毒病大面积发生遥 因此袁要在病毒病侵染烟苗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改善根际土壤微生态平衡袁降低病

前采取有效措施袁阻断病毒对烟苗的侵染尧传播和蔓

害发生率遥 朱洁[27]通过施用田佳宝土壤改良剂袁烟叶品

延[23]遥 育苗前袁做好苗棚内外和旧苗盘的清洁消毒袁可
使用烟雾机消毒有效降低烟苗 TMV 带毒率袁 降低大

质明显提升的同时袁还提高了烤烟对病毒病等主要病
害的抗病力遥

田 TMV 发病率 遥 育苗管理过程中袁要选择洁净的水

3.5 注重营养调控

叶工具的消毒袁同时在农事操作前喷施防病毒病的生

养元素可通过合理施肥进行调节[28]袁增施中尧微量元素

[24]

源袁做好人手消毒尧鞋底消毒和间尧定苗操作工具及剪
物药剂进行预防遥 加强苗棚温湿度尧水肥管理袁落实好

烟株生长需要大量的矿质元素袁其生长必需的营

可适当延缓烟草发病时期[29]遥 钾素有利于提高烟株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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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抗性袁尤其是对病毒病和赤星病的抗性[20]遥 钾素在

[13] 马继盛袁罗梅浩袁郭线茹袁等.中国烟草昆虫[M].北京院科

害的同时袁还可以明显提高烟叶内源保护酶的活性袁从

[14] 商胜华袁陈庆园袁徐卯林袁等.贵州烟区烟蚜发生规律及

增强细胞膜稳定性尧降低病毒侵染对烟叶细胞膜脂伤

而达到抑制病毒增殖的效果[30]遥 此外袁施用锌肥尧硼肥
均能提高烟株抵抗病毒病的能力[31-32]遥

3.6 提高防控意识和田间管理水平

在农事管理过程中袁要转变病害防治观念袁树立
野防冶大于野治冶的理念遥禁止在田间吸烟袁做到人手消毒
和农具消毒袁操作时按照先健株后病株的顺序袁及时

拔除发病较重烟株并清理出烟田进行处理袁避免出现
交叉感染遥 移栽后加强田间管理袁及时落实揭膜尧中耕
培土尧水肥管理等关键技术袁增强烟株营养抗性遥 根据
病情测报和病毒病发生规律袁适时喷施抗病毒药剂袁提
高烟株抗病性袁预防或减轻病毒病危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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