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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一) 温室蔬菜病害频繁发生的
原因

温室是封闭性设施，其蔬菜栽
培是在晚秋、冬季及早春季节，大
田中基本无作物或少有作物生长，
室外空气中不存在、或很少有病菌
的情况下，外来病菌传染病害的机
缘极少，本不应有什么病害、或少
病害发生。但是目前绝大多数温室
其病害发生十分频繁，危害极为严
重。究其原因，主要是管理者们存
有“农药万能”、存在着单纯依靠
化学农药的理念和做法，忽视了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生态防治、物
理防治等综合防治措施，不注意清
除病源，并采取低温度、高湿度的
错误调控技术，为病菌创造了一个
适宜温度、湿度的环境条件，结果
其病害的发生程度比大田作物还要
严重的多。

化学农药防治虽然是维持生产
离不了的，但是单纯用农药处理病
害的话就错了。我们必须明白，温
室中影响病害发生蔓延的最主要的
三个因素：

第一要有足量病源，如果周围
环境中没有病菌或很少有病菌，作
物就不会感病或很少感病；第二要
有适宜发病的生态环境条件，其温
度、湿度适宜才能感病；第三病菌
是在植物生长衰弱、抗逆性能低下
的状况下才能得以感染和迅速发
展。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病
害才能蔓延和快速发展。

首要的因素是病源问题，而恰
恰这个问题被大家忽略了。笔者不
管走到哪个地方，在大棚外面、路
边、沟旁都能看到病叶子、病秧
子、病果随意堆放。这种做法就是
菜农们在自己糟蹋自己和互相祸
害。因为这些病叶子、病秧子、病
果会不断地散发病菌，当设施开口
通风时，病菌会随风进入，管理者
走到这个地方，病菌就粘到身上，
进到棚里，这些病菌就被带到棚内
了。所以随意乱扔病残体，造成病
源到处蔓延，是设施病害得以传染
和大发展的首要因素，一家得病，
全村蔓延。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处
理？实际上病叶子、病秧子、病果
也是一种肥料资源，西红柿的秧子
所含有的营养成分是西红柿的最佳
养分，其发酵沤的肥料最适宜西红
柿生长，黄瓜的秧子沤的肥料最适
宜黄瓜的生长。

以后我们应该在每个温室外面

建一个一米深，大小三、四个立方
的积肥坑，铺上塑料薄膜，倒上粪
水，撒上生物菌，以后只要有病叶
子、病秧子、病果就都放到肥料坑
里面，上面用薄膜封闭，病菌就散
发不出来了，经过长期沤制、发酵
以后，病菌就被杀灭了。到下次换
茬的时候就可以做肥料施入土中，
变害为肥，既节约了成本又消灭了
病源。

第二个因素是环境条件，主要
是适宜的温湿度、弱光和短日照。
大棚发生的几种主要病害像灰霉
病、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茎枯
病、疫病、菌核病等，这些经常、
反复发生的病害，它最适宜的发病
条件就是弱光、低温、高湿。强
光、特别是紫外光能杀死病菌，而
弱光利于病菌的滋生、发展；气温
高于 15℃、低于 26℃最适宜灰霉、
霜霉等多发性病害的发病，一旦气
温高于 30℃以上，这些病害都不易
发生，高于 32℃不发生；此外只有
在高湿条件下，当空气相对湿度达
到 90% 以上，最低 88% 时，上例病
害才发生，如果把湿度降下来，降
到 80% 以下也不易发生。

目前多数管理者都不注意改善
设施内的光照条件，室内光照弱是
普遍存在的现象；错误调控温度，
白天在 25℃-28℃下通气，而清晨、
傍晚和夜间湿度高时却封闭封口。
如此操作室内湿度高，温度正处于
以上各种病害发生的最适宜温度，
为病害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最适宜
的环境条件，必然病害严重。

第三个因素是植株是否健壮。
庄稼苗和人一样也是生命，棒小伙
子三年不吃药，五年不打针，十年
二十年不进医院的门，为什么？他
身体健壮，免疫力强。庄稼苗不管
是西红柿、黄瓜，还是茄子、辣
椒，只要是苗子壮，它同样不易感
病，即便感染病害，也容易防治。

所以说：不注意清除病源，周
围环境中病菌数量多，设施内光照
弱、温度低、湿度高，植株衰弱是
引起设施栽培蔬菜病害发展迅速、
危害严重的原因所在。

(二)、温室病虫害的无公害综合
防治

针对温室栽培蔬菜病害发生的
三大主要因素，结合温室封闭严
密，便于隔离的特点，栽培蔬菜

时，为防止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及时、快速地消灭病虫危害，有效
地控制病虫害的扩散与蔓延。必须
认真全面地执行“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的植保方针！认真贯彻好植
物检疫条例精神，搞好农业、物
理、生物、生态和化学防治等综防
措施，彻底清除病源，改变生态环
境条件，培育壮苗，实行健身、免
疫栽培，促进植株健壮，提高植物
自身的抗逆性、免疫性能，才能经
济、有效、彻底地防除病虫害，实
现设施无病害栽培。

1 、认真贯彻植物检疫条例精
神

植物检疫条例是我们农业生产
的“保护神”，在节能日光温室内
栽培蔬菜，认真执行条例的有关精
神，更有利于设施内病虫害的防
治。

(1)温室与外界环境要严格隔
绝，进出温室要随即关门落锁，封
闭温室，严禁来访的无关人员等进
入室内，严禁操作人员之间的相互
串走，以免为病虫害传播提供媒
介。

(2)室内应开顶风口通风，并在
风口处增设防虫网，严防害虫从通
风口进入室内。不开启温室底口通
风，防止室外病菌、虫害随着通风
气流进入温室。

(3)温室内一旦发生病虫危害，
应坚决彻底地铲除，以防蔓延。对
受病虫危害的病株残体，要集中深
埋、烧毁，或用薄膜封闭加生物菌
沤制成肥料，严禁乱扔乱放，以免
为病虫害传播提供方便和媒介。

(4)从外地调种调苗，要严格执
行检疫手续，认真做好消毒工作，
严禁危险性病虫草害传入我地，带
来不应有的损失。

(5)蔬菜幼苗定植之前，要细致
喷洒杀菌灭虫剂，做到净苗入室，
以防栽植时把病菌和害虫带入室
内，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2 、农业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措施是指通过平时所

进行的各种农业技术措施防治病虫
害。农业防治一般不需要额外的费
用和用工，且其效果长久，对人畜
安全，又不会造成对环境的任何污
染。

农业防治是一篇大文章，只要
你在进行每项农业技术措施时，都
把病虫害的防治措施贯彻进去，就

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实行轮作与合理间作。轮作

对多种病害和食性专一或比较单纯
的害虫可以起到恶化其营养条件的
作用，能有效地防止这些病虫害的
扩散蔓延。如：瓜菜类与茄果类轮
作，茄果类与葱蒜类、豆类轮作都
可以显著地减轻病虫危害。因而在
安排温室作物种植计划时，应严禁
单一作物连作，要合理搭配，实行
间作套种、立体种植，比如茄果类
与芫荽、小茄香间作，黄瓜与蒜苗
间作，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土地、空
间，增加经济收入，还可以大大减
轻蚜虫和其他一些病害的危害。

(2)选用良种、嫁接育苗。选用
抗病力强的优良品种，可显著减少
病虫危害。如选用毛粉等高抗性品
种，可有效地减轻番茄病毒病和蚜
虫的危害；选用津优 2 号、津杂 2
号等高抗病品种，可大大减少黄瓜
霜霉病的危害。

嫁接育苗是防治根部病害、提
高作物适应性和产量的有效措施，
如：以黑籽南瓜做砧木嫁接黄瓜，
以葫芦做砧木嫁接西瓜，可以基本
上防止枯萎病对黄瓜和西瓜的危
害，并能达到耐低温和提高产量的
目的。

(3)增施生物菌有机肥料，实行
测土配方施肥。根据土壤中各种肥
料元素余缺状况，合理增施磷钾肥
和微肥，减少速效氮肥的施用量。

如前所述，增施生物菌有机肥
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
肥力和通气性，促进根系发达，抑
制土壤中有害菌类的生存发展，提
高肥料利用率的作用。作物根深叶
茂，生长健壮，适应性、抗性和对
病害的免疫力会明显增强，较难感
染病害、不得病或少得病。

适当增施磷钾肥和微肥，减少
速效氮肥用量，可起到平衡施肥的
效果，能够减轻硝酸盐类对作物和
土壤的污染，有效地提高作物对多
种病菌的抗性，减轻病害发生，特
别是一些生理性缺素病的发生。

(4)从幼苗期开始，结合防病、
灭虫和根外追肥用药，每 10 天左右
喷洒一次 600 倍“天达-2116 ”，或
芸苔素内酯或康凯，并要坚持始
终。以便提高作物植株自身的适应
性、抗逆性和免疫力，促进根系发
达，提高光合效率，促进植株自身
健壮。这样既可促进作物营养体的

生长发育、增强光合效率、提高商
品产量与品质，又能达到少喷药、
少投资、减少发病、提高防治效果
之目的。

(5)增施二氧化碳气肥，提高营
养水平，调控好植株营养生长与生
殖生长的关系，促进营养体健壮，
全面增强抗病能力。

(6)实行地下渗灌，全面覆盖地
膜，降低土壤表面和空气湿度，加
强通气，调节好温室的温度，使温
度白天尽力提高至 32-35℃，夜晚维
持在 12-18℃，空气湿度控制在 80%
以下，以利于作物正常生长发育，
不利于病害侵染发展，达到防治病
害之目的。

(7)及时清洁棚膜，改善设施光
照条件，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植株
健壮，提高抗病性能。

(8)结合沤制肥料，彻底清除病
源。所有病果、病叶、病秧等病残
体，以及最后清理的植株残秧，应
及时、全部填入积肥坑中，加入生
物菌，用薄膜封闭严密，发酵灭
菌，沤制成生物菌有机肥料。这样
既消灭了病菌，又开辟了肥源，节
约投资，提高效益。

3 、物理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措施是利用各种物理

因素(光、热、电、温和放射能等)
来防治害虫。例如：

(1)浅耕晒垡，火烧垡头。温室
内种植蔬菜，其生育时间都比大田
生产期长的多，表层土壤往往积蓄
了大量的病菌、根结线虫、害虫虫
卵、幼虫或虫蛹，对于土壤中积累
的病菌、害虫，可在前茬作物灭茬
后，选无风晴天上午，先在地表撒
一层 5 厘米厚的麦糠，再掘翻表层
12-15 厘米土层，只翻不耙，最大限
度地保留坷垃，让麦糠进入坷垃的
土缝隙中，然后，再撒一层 25-30
厘米厚的麦草，点火烧土。明火燃
烧完后，再次翻土，将其红头热灰
翻盖在土下。这样可把表层 15 厘米
深的土壤加热至 60-80℃，并能维持
数小时之久，能较彻底地杀灭根结
线虫和绝大多数病菌与害虫，并给
土壤增施了钾肥、利于土壤团粒结
构形成。

(2)高温焖室。每年暑季换茬时
实行高温焖室，铲除室内残留病菌
与害虫。栽植以后，严格实行封闭
型管理，防止外来病菌侵入和互相
传播病害。

高温焖室可采用 2 种方法，一
是温室换茬时，利用暑季高温时
机，在室内灌水，水深淹没土面 1-2
厘米，在水面上再覆盖薄膜，减少
蒸发，提高水温。然后，每亩设施
室内点燃硫磺粉 2 千克，撒敌敌畏
500 毫升，严密封闭设施，持续 10-
15 天。如此处理，膜下 10 厘米左右
深的土壤温度可达 50℃-60℃，经
10 天左右可把土壤中和室内墙体、
骨架等残存的病菌、病毒、根结线
虫和其他虫卵、虫蛹杀死，起到净
化设施、净化土壤的效果。二是浇
灌小水湿润土壤，促进杂草萌发，
待大部杂草出土后，浅刨土壤，不
要破碎坷拉后，每亩设施室内点燃
硫磺粉 2 千克，撒敌敌畏 500 毫
升，严密封闭设施，高温焖室。

焖室应在八月底以前完成，这
时气温高，焖室后室内温度可达
70℃以上，土温可达 60℃左右，能
较彻底的消灭温室内残存的病虫
害。 (未完待续)

植物的各种灾害，特别是病
害、旱灾、涝灾、冻害、冰雹、干
热风和近几年频繁出现的药害等自
然、非自然灾害，是制约各种农作
物成与否、产量高低、品质优劣的
最主要因素，也是广大农民增产、
增收的最大障碍。

天达 2116 的诞生和施用，几乎

在种植业的所有领域，全面掀起了
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浪潮，它不但能
使施用过的农作物大幅度增产，而且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极其显著的提高
植物对各种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大
大增强了其抗病力和对自然灾害的
抵御性能，经过近十年的实验、示范
和大量的生产实践，我们可以骄傲的

宣布：“天达 1+1 大于 2”！天达 2116
和有关农药的配合使用，使困惑我们
多年的疑难病害如“病毒病”、“姜瘟
病”、多种作物的“枯萎病”、“黄萎
病”、“青枯病”、“溃疡病”、“髓部坏死
病”、“软腐病”等毁灭性病害的防治
不再难，我们不但能够预防，而且初
发病者还能治愈。天达 2116 的施用

还在预防、解救冻害、旱害、涝灾、低
温、弱光、高温、冰雹、干热风等各种
自然灾害和药害的缓解、救治，降解
农药残留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
作用，创造了神奇的功效。

希望能让这一系列的技术在更
大范围内推广应用，为国家的农业
科技事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本月节气：小寒(1 月 5 日)、大寒(1 月 20 日)。
冬，骤然发力，加快了走向寒冷的步伐，把人们带到了

新的一年。一月为农历腊月，“小寒、大寒，霜雪茫茫”。有了
科技意识的农民，不再蹲在家里“猫冬”，而是靠着先进的
科学技术，在一个个泛着银光的蔬菜大棚里，创造着一个
温暖的春天。入冬后，大部分地区以阴、雨、雾天气见多，光
照弱，气温低，空气潮湿，这给各种保护地作物带来了很大
影响。在大棚里，农民为蔬菜植株长势弱，侵染霜霉病、茎
基腐病、疫病、叶霉病、灰霉病等病害而叫苦不迭。对此，专

家为你支招：对长势弱的植株喷施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
用、吸收快的天达 2116+天达恶霉灵，做到未病先治，抗逆
防病，促进植物健壮生长。对于易诱发作物的灰霉病、叶霉
病、疫病、霜霉病、白粉病等，农民朋友在防治上注意不宜
喷洒液体农药，应施用烟雾剂或粉尘剂，如 45% 百菌清烟
雾剂和 10% 速克灵烟雾剂，或 5% 百菌清粉尘剂，晴天后
再喷施如恶霉灵、安克、新露灵、好力克、百思特等，5 天-7
天施 1 次，要几种农药交替使用。喷施天达 2116 能有效地
促使植株健壮，防冻抗冻，诱导植株提高抗病能力。

九、温室蔬菜病害频繁发生、危害严重的主要原因与综合防治

一加一大于二！——— 植物疑难病症与自然灾害的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