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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病虫草害及其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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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畜牧业的不断发展袁各地对牧草的产量和品质要求均大幅提高遥 本文分析了草原病
虫草害的危害袁并针对常见的牧草病虫草害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袁以期为牧区草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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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是指划定为放牧或生产上以畜牧业为主的
地区袁它是相对于以种植业生产为主的农区尧以林业
生产为主的林区和以渔业生产为主的渔区而言的遥

外袁病虫草害还会引发水土流失等 [2]袁对草原生态环
境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遥

1.2 对畜牧业的危害

世界上牧区分为温带牧区和热带牧区两大类袁我国

近年来袁我国畜牧业快速发展袁养殖规模不断扩

牧区属于热带牧区袁由内蒙古尧新疆尧西藏尧青海和甘

大袁充足的饲草可推进畜牧业的发展遥 如果草原发生

肃五大部分组成遥

大面积病虫草害袁极易影响牧草的产草量袁出现饲草

草原是牧区的重要资源袁既承担着生态平衡功

料供应不足的情况袁从而影响整个畜牧业产品的供

能袁又是牧区群众重要的生产资料遥 牧草是草原的重

应链袁将会严重制约畜牧业的发展遥

要组成部分袁牧草的健康生长对草原生态平衡尤为

1.3 影响种植户经济收入

重要遥 近年来袁受气候尧人为等因素影响袁草原病虫草

牧草是草食牲畜采食的主要食物袁也是牧区群

害问题日益凸显袁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对助推畜牧业

众重要的经济来源袁牧草的产量直接影响当地群众

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遥 病虫草害可使牧草

的经济收入遥 对于规模化种植牧草的种植户或合作

的茎叶受损袁影响牧草产量和质量遥 因此袁要根据不

社袁如未进行有效的病虫草害防治袁在其种植区域内

同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尽早防治袁才能降低牧草因

发生规模化的病虫草害袁易导致牧草产量下降尧质

病虫草害造成的损失[1]遥

量降低袁影响种植户牧草销量袁直接影响种植户经济

1.1 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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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原病虫草害的危害

草原病虫草害若不加以管控袁会对草原造成极

收入遥

病害尧草害种类及防治措施

2.1 霜霉病

大的危害袁导致植株生长遭到破坏袁甚至死亡遥 草原

霜霉病主要对豆科牧草的茎秆和叶片造成危

病虫草害严重时袁会使该地区寸草不生袁导致草原逐

害袁主要表现为牧草叶片逐渐失绿袁枯萎变黄袁病叶

步退化尧沙化袁致使草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遥 此

向后弯曲袁症状较轻时呈现淡紫色霉层袁较为严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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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枯萎死亡[3]遥 霜霉病发病初期袁没有较为明显的
特征表现袁发病症状主要表现在中期和后期[4]遥

霜霉病防治袁首先袁要选择优良的牧草品种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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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种的牧草对霜霉病的抵抗能力存在差异袁要根

株曰四是针对已发病的植株袁可喷洒石硫合剂尧托布

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种植 [5]曰其次袁在牧

津 1 000 倍液尧1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防治[7]遥

草刈割期袁要及时刈割牧草袁防止牧草腐烂袁导致病
菌滋生曰最后袁田间管理期既要对种植区域进行科学

2.5 菌核病

菌核病主要发生在豆科牧草上袁以苜蓿尧沙打旺尧

灌溉袁又要做好种植区域排水工作袁防止病菌滋生遥

草木樨较为常见袁主要危害茎蔓尧叶片遥 茎蔓发病初

2.2 锈病

期主要表现为水渍状斑袁逐渐变为淡褐色袁导致茎基

锈病是由真菌中的锈菌寄生而引起的一种病

软腐或纵裂袁病部表面生出白色棉絮状菌丝体遥 叶片

害遥 锈病分布范围广尧危害性大袁一般只引起局部侵

发病主要表现为叶面出现灰色至灰褐色湿腐状大

染袁受害部位可因孢子积集而产生不同颜色的小疱

斑袁病斑边缘与健康叶片部分无明显分界袁空气湿度

点或疱状尧杯状尧毛状物袁严重时孢子堆密集成片袁导

大时袁斑面上出现絮状白霉袁最终导致叶片腐烂袁影

致植株因体内水分大量蒸发而枯死遥

响植物光合作用遥

锈病防治袁首先袁要加强对牧草种植区域的管

菌核病防治袁首先袁要选择抗病性较强的品种曰

理袁及时清除有毒有害杂草曰其次袁要选择抗病性较

其次袁要对牧草种植区域进行适度翻耕袁以防止菌核

强的牧草品种曰最后袁针对已发生锈病的种植区域袁

萌发曰再次袁播种前用比重 1.03~1.10 的盐水进行选

可使用粉锈宁或其他针对性药物进行喷洒遥
2.3 褐斑病
褐斑病是由立枯丝核菌引起的一类真菌性病
害袁一般由下部叶片开始发病袁逐渐向上部蔓延袁发

种袁以清除混杂在种子中的菌核袁防止感染曰最后袁在
田间管理阶段袁可喷洒托布津尧多菌灵等药物进行防
治袁喷洒 2~3 次袁每次间隔 15 d 为宜遥
2.6 纹枯病

病初期斑点呈紫褐色圆形或椭圆形袁后期呈黑色袁界

纹枯病是由立枯丝核菌侵染引起的一种真菌性

限分明袁严重时病斑可连成片袁导致叶片枯黄脱落遥

侵染病害袁主要危害牧草的叶片袁也会在叶柄或叶茎

10~15 益的温度条件有利于褐斑病发生遥

上形成褐色病斑[8]遥 发病初期牧草上出现小褐点袁随

褐斑病的致病菌主要寄生于牧草种子及土壤

后不断扩大变成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大斑袁病斑贯穿

中袁防治时袁一是要加强对牧草种子的前期处理袁对

牧草叶片的两面袁颜色通常为浅褐色或褐色袁中部颜

种子进行消毒袁并采用科学尧合理的施肥方法袁提高

色较浅遥 如染病严重袁牧草叶片会提早脱落袁在空气

牧草的抗病能力曰二是针对发病较为严重的区域袁可

湿度较大时袁染病部位变成褐色袁叶片逐渐霉烂遥

喷洒波尔多液尧石硫合剂[6]曰三是与禾本科牧草种子

纹枯病防治应以农业措施为基础袁结合化学方

混播袁可降低发病率遥

法进行防治遥 要抓好肥力管理袁稳施氮肥尧磷肥袁增施

2.4 白粉病

钾肥尧锌肥袁要施足基肥袁在植株生长中期不宜施入

白粉病易对禾本科牧草和豆科牧草造成危害袁
主要危害叶片袁也危害茎和穗遥 发病初期主要表现为

氮肥遥
2.7 菟丝子

白色病斑袁颜色逐渐变为浅棕色袁下部叶片比上部叶

菟丝子是一种寄生植物袁其寄生范围广泛袁可寄

片受害严重袁叶片背面比正面受害严重遥 白粉病霉斑

生于豆科尧茄科尧蔷薇科等木本和草本植物中袁因根

早期呈单独分散状袁后期连成大霉斑袁影响整个叶

系退化袁其不仅吸收寄主的养分和水分袁还易造成寄

片袁从而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袁导致植株新陈代谢受

主输导组织的机械性障碍遥 菟丝子种子较小袁易混杂

到干扰袁严重的会引起植株死亡遥

于牧草种子和土壤中袁随牧草种子一起生长袁影响牧

白粉病防治袁一是要选择抗病性较强的牧草品
种曰二是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筛选袁清除染病种子袁
杜绝病源曰三是在田间管理过程中袁要及时清除病

草种子的正常生长袁导致牧草因缺乏养分而生长受
阻袁严重的将导致牧草死亡遥
对菟丝子较为有效的防治方法是化学防治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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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5%~2.0%二硝基邻甲苯酚和二硝基酚溶液进行

3.4 潜叶蝇

割也是较为有效的防治方法遥

口器类型袁以幼虫为害牧草叶片袁幼虫往往钻入叶片

3

组织中袁潜食叶肉组织袁造成叶片呈现不规则白色条

喷洒防治遥 此外袁在菟丝子结实前对其进行拔除或刈

虫害种类及防治措施

3.1 蚜虫
蚜虫几乎对所有牧草都有危害袁主要为害牧草
的细嫩部分袁吸取牧草汁液袁使细胞遭到破坏袁失去

潜叶蝇主要为害豆科牧草遥 潜叶蝇具有舐吸式

斑袁使叶片逐渐枯黄袁造成叶片内叶绿素分解袁叶片
中糖分降低袁危害严重时被害植株叶黄脱落袁甚至
死苗遥

生长平衡袁造成牧草的嫩茎尧幼叶卷缩袁严重的将导

潜叶蝇防治要做到对种植区域科学灌溉袁及时

致叶片发黄甚至脱落袁进一步影响植物光合作用袁抑

清除有毒有害杂草袁降低越冬尧越夏虫源袁减少虫口

制牧草的正常生长袁降低牧草产量[9-10]遥

基数曰虫害发生初期袁可采用化学制剂防治袁可采用

行灌溉可杀死大量蚜虫曰实行豆科牧草和禾本科牧

2 000 倍液进行喷防袁连续喷施 2 次防治效果更佳遥

蚜虫要尽早防治袁在牧草种植前袁对种植区域进

草轮作袁及时清除田间杂草袁能有效减少蚜虫带来的

40%乐果乳油 1 000 倍液或 40%氧化乐果乳油 1 000~
3.5 黏虫

危害曰最科学有效的方式是生物防治袁利用蚜虫天敌

黏虫主要为害禾本科牧草袁幼虫食叶袁大面积发

消灭蚜虫曰在种植区域发生大面积蚜虫虫害时袁可

生虫害时可将牧草叶片全部吃光袁造成严重经济损

采用化学制剂进行防治袁如乐果或 40%氧化乐果乳

失遥 因其群聚性尧迁飞性尧杂食性袁是我国危害较大的

油 2 000 倍液遥

农业害虫遥

3.2 金龟子

黏虫防治方法主要包括生物诱杀法尧药物防治

金龟子是金龟子科昆虫的总称袁全世界有超过

法遥 生物诱杀法利用成虫交配产卵前需要采食以补

26 000 种袁可出现于沙漠尧林地尧草原等地袁适应能力

充能量的生物习性袁选用其成虫喜食的诱饵袁配合少

极强遥 春末夏初是牧草易受金龟子侵害的高发时期袁

量杀虫剂进行诱杀遥 该方法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金龟子主要对牧草的幼苗尧嫩茎尧叶片进行啃食袁影

量袁是较为环保可行的防治方法遥 药物防治法是根据

响牧草正常生长袁造成断垄缺苗遥

预测预报袁在幼虫 3 龄前及时喷施 2.5%敌百虫粉或

金龟子可采取化学防治袁在牧草播种前袁用 50%

甲基硫环磷稀释拌种曰在牧草幼苗期袁用甲基硫环磷
拌土袁在草地上进行撒施遥
3.3 盲蝽象

5%杀虫畏粉袁喷施量 22.5~37.5 kg/hm2遥

4

结语

作为草食家畜的主要饲料袁牧草中含有大量的
营养物质袁能够充分满足牲畜的营养需求袁在畜牧业

盲蝽象种类繁多尧适应能力强尧分布范围广袁是

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遥 在牧草病虫草害防治过程中袁

世界性农业害虫遥 盲蝽象主要为害豆科牧草袁且以苜

要坚持生态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理念袁做到二

蓿受害较为严重[11]遥 盲蝽象主要为害牧草花蕾袁造成

者相统一遥 要始终坚持以生物防治为主的原则袁强化

花蕾凋零枯萎袁导致牧草结实率降低袁影响牧草种子

对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袁维护生物群体多样性袁构建

产量遥

丰富的生物群落结构袁依托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袁维

针对盲蝽象的防治袁要做到及时刈割牧草袁清除

持生态平衡遥

杂草袁降低越冬虫源曰对于虫害发生严重的种植区

在牧草品种选择尧牧草栽培及田间管理过程中袁

域袁要及时刈割牧草袁收获的牧草可以晒制成干草存

只有把握病虫草害发生规律袁采用合理的防治措施袁

库备用袁也可以直接投喂牲畜曰对于虫害发生较轻

才能取得最佳的防治效果遥 因此袁采取科学有效的防

的种植区域袁可在牧草花蕾期喷洒 50% DDVP 乳剂

治措施袁是牧草病虫草害防治的关键遥

1 000~5 000 倍液进行防治遥
82

渊下转第87 页冤

董华芳等院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红颜草莓园艺性状的影响
化植株尧防止植株徒长尧增加草莓产量的作用遥 矮壮
素和 6-BA 可显著增加草莓花朵数袁加快生殖生长袁
增加果实果形指数袁促进果实膨大和单果重增加遥 但

在实际生产中袁施用浓度过高会导致作物减产和果
实品质不佳遥 因此袁农户需要合理控制施用浓度袁确
保产生最佳施用效果遥
综上所述袁4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草莓增产和
品质改善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遥 汤 谧等[20]指出袁植物
生长调节剂能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内在品
质遥 入春渊4 月冤以后袁草莓花芽分化较难尧不易开花
坐果遥 因此袁在草莓生产淡季袁可配合施用植物调节
剂袁以获得最佳的生产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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