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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蔬菜病虫害发生防控新形势与
发展对策
近年来山东省蔬菜病虫害发生呈现面广量大、种类繁多、多发混发、为害隐蔽、土传及生理性病害
不断上升、新病虫害不断增加等特点，而蔬菜病虫害防控面临着技术研究滞后、绿色防控覆盖率低、
用药量总体偏高等困境。为此，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建议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凝聚和发挥“一主
多元”体系力量，全面开展依法“治病治虫”
，深入推进实施绿色防控，强化宣传培训，培育有害生
物绿色防控品牌，全面提升山东省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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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是蔬菜生产大省，播种面积、产量、

省的主要蔬菜产区和蔬菜种类。从调查结果看，蔬

产值、商品量等一直位居全国首位，出口量、出口

菜有害生物发生与防控出现新问题，面临新形势，

额连续 16 年稳居全国第一。2018 年全省蔬菜种植

存在新挑战，必须用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落实新举

2

，单产 3 691.2 kg ·
面积 148.0 万 hm （2 220 万亩）
2

（667 m ） ，总产量 8 192 万 t，产值占山东省农
-1

业总产值的 30% 以上。蔬菜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控
是决定蔬菜产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

措，破解新问题，促进新发展。

1 山东省蔬菜病虫害发生现状
1.1 发生危害面广量大

素。为摸清全省蔬菜病虫害发生和防治现状，科学

蔬菜作物种类多，栽培方式多样，加之茬口、

提出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病虫害防治对策，山东省

连作程度不同，一年四季都有病虫害发生，不仅一

植物保护总站会同全省 16 市植保部门采用普查和

种作物发生多种病虫害，而且一种病虫害也可以

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山东省单种作物在单个

危害多种作物。山东省蔬菜有害生物多年来呈现

2

县（市、区）露地种植面积 0.33 万 hm （5 万亩）

多发、重发、频发趋势，面大量广威胁较大。据统

以上或设施种植面积 666.7 hm （1 万亩）以上的蔬

计，目前山东省常年蔬菜病虫害发生面积逾 350 万

菜作物的病虫害种类、面积、危害程度以及防控方

hm2（5 250 万亩）
，开展防治面积超过 400 万 hm2

式、用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涉及 90 个

（6 000 万亩）
；虽经全力防治，但每年因病虫危害

县（市、区）
、逾 50 种蔬菜作物，基本涵盖了山东

仍造成一定损失（图 1）
。随着蔬菜产业化的发展，

2

很多地方都形成了一乡、一村集中生产一种蔬菜的
专业化生产基地，一些露地蔬菜区域化栽培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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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单一，农田生物群落趋向单一化。一旦气候
等条件适宜，病虫害容易暴发成灾，防治难度大。
如多地连片种植辣椒、大白菜、萝卜，导致病毒病、
霜霉病、炭疽病等广泛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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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温室栽培多发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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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可以周年生产，为病菌、害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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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越的越冬环境，致使很大一部分病虫可周年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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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为害。同时，设施栽培具有独特的小气候，温度

350

800

300
600

250
200

ᦏཡt

䶒〟зhm2

400

100

风、干燥的环境条件下少有发生，但是由于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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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温室等设施面积逐年增加，该病已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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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病虫繁殖速度加快，生活周期缩短，世代增多，
发生数量加大，蔓延速度加快。如灰霉病，在通

400

150

高、湿度大、通风性差，环境条件适宜病虫滋生，

蔬菜生产上的一种重要病害，其中番茄灰霉病年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ᒤԭ

2

；黄瓜霜霉病菌是
发生面积 5.13 万 hm （77 万亩）

图 1 2011～2018 年山东省蔬菜病虫害发生防控及损失情况

一种严格寄生菌，在露地栽培条件下危害较轻，但
随着设施蔬菜的发展，黄瓜可以进行周年生产，育

1.2 有害生物种类繁多

苗和生产处于连续状态，导致黄瓜霜霉病流行风险
2

据初步调查，山东省蔬菜病害有 338 种（李明

。
加大，年均发生面积已达 9.20 万 hm （138 万亩）

立和华尧楠，2002）
、害虫 296 种、杂草 785 种、

蚜虫、烟粉虱、美洲斑潜蝇等可周年发生、世代重

有害齿类及软体动物 3 科 14 种，且很大一部分种

叠，大大增加了防治难度；同时，这些害虫也是很

类的病虫害发生普遍，其中病害如霜霉病、疫病、

多病毒的传播介体，如烟粉虱可以传播番茄黄化曲

白粉病、炭疽病、灰霉病、软腐病、细菌性角斑病、

叶病毒、西葫芦银叶病毒，蚜虫可以传播黄瓜花

叶霉病、蔓枯病、根结线虫病、枯萎病等，虫害如

叶病毒等，经常给蔬菜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孙作

蚜虫、烟粉虱、菜青虫、白粉虱、地下害虫、棉铃

文 等，2009）
，如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就曾在 2008

虫、小菜蛾、甜菜夜蛾、红蜘蛛、潜叶蝇等发生面

年造成山东省 0.2 万 hm （3 万亩）温室番茄毁棚

积较大，存在较大威胁（图 2）
。

绝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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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山东省蔬菜病虫害发生面积
彩色图版见《中国蔬菜》网站：www.cnveg.org。

1.4 虫类为害更加隐蔽

度，也可急剧下降至很低密度；易产生抗药性，且

害虫虫体小型化趋势明显，如蚜虫、粉虱、蓟

上升快。此类害虫多数为害隐蔽，如地蛆类害虫在

马、螨类、飞虱、叶蝉、盲蝽、网蝽、斑潜蝇、根

地下取食，潜叶蝇潜伏在叶片取食，网蝽、叶蝉、

蛆、卷叶虫、食心虫、地蛆类等。此类害虫生活周

粉虱等在叶片背面取食为害，施药困难，一般发现

期短、繁殖力强，种群数量可急剧上升达到很高密

时已经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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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大量远距离调运，传统病虫害发生日趋加重的同

由于连茬种植、过量施用化肥等造成土壤板

时，一些新的危险病虫害不断传入、定殖，并随着

结、次生盐渍化普遍，微生物区系失调，进而导

种苗流通大面积、快速传播危害，严重威胁山东省

致枯萎病、根腐病、茎基腐病、黄萎病、根结线虫

蔬菜产业安全。如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瓜类果

病等土传病害发生严重（吴文清 等，2016）
，其中

斑病等疫情发生频次明显增加，对部分地区黄瓜、

瓜类枯萎病、根结线虫病年均发生面积分别为 2.67

西瓜等产业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此外，蜗牛、细菌

2

2

。
万 hm （40 万亩）和 2.07 万 hm （31 万亩）
土传病害因病原微生物数量大、分布广，大

性溃疡病等偶发性次要病虫害，随着耕作制度和栽
培条件的变化，危害有加重趋势，有的已发展为常

量存在于整个耕作层。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处于发

发性病虫害。

病晚期，易失去最佳防治时机，一般化学防治效果

2 山东省蔬菜病虫害防治面临的困境
与挑战

差，损失巨大。如寿光市稻田镇保护地栽培的厚皮
甜瓜，因长期周年种植，导致占种植面积 20% 的
甜瓜根结线虫及细菌性叶枯病大发生；根结线虫在

2.1 防治技术推广有待加强，部分技术研究滞后

设施大棚适宜的温度下可快速生长、并产生世代重

在合作社、龙头企业组织带动下，山东省病虫

叠现象，经常对黄瓜、番茄、芹菜、生姜等造成严

害防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部分菜区从业人员

重危害，给农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崔鑫 等，

文化素质偏低，在蔬菜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由于对病

2017）
。

虫害发生预见性差，生产管理上延续传统的方式方

1.6 生理性病害明显上升

法，对病虫害的防治适期、药剂的选择、用量等不

蔬菜生长发育过程中离不开 16 种必需的营养

够规范，存在凭经验到点打药、见虫打药、跟风打

元素，只有这些必需元素供应充足且比例协调才能

药、打保险药的现象，防治的针对性、科学性不高，

保证蔬菜正常生长发育。部分地区施肥时偏重应用

一些新型技术和产品推广较为缓慢。同时，一些病

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肥料施用不科学、不协调，

虫害防治方法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如目前采用

某种或某几种元素供应不足或过剩，对蔬菜生长产

棉隆、石灰氮进行土壤消毒等灭生性措施防治土传

生不利影响，发生黄叶、小叶、花叶、落花落果、

病害还广泛应用，这些措施效果较好，但成本高，

果实脐腐等症状，导致产量和品质降低（刘峰，

只能在休闲季节使用，还容易导致土壤有益微生物

2015）
。随着保护地生产的发展，蔬菜反季节种植

大量死亡；生长期采用化学药剂灌根也是目前常用

面积越来越大，尤其是深冬、早春时室内低温、高

的病虫害防治措施，使用中易出现用药量大，甚至

湿、弱光照、通风不畅，地温低等不良条件都会造

出现使用高毒农药等现象，严重威胁农产品质量安

成蔬菜生长势弱、徒长，甚至花粉发育不良，引起

全，这也是目前蔬菜病虫害防治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生理性病害发生。如育苗期低温高湿造成的沤根，

题之一。

肥料施用不当造成的烧苗，夜温过高出现的叶缘吐

2.2

水形成的全金圈，冬季低温下的冻害、冷害，育苗

手段

绿色防控覆盖率偏低，化学防治依然是主要

期和生长期过低温度导致的番茄、茄子果实畸形，

调研中发现，由于化学防治见效快，部分农

农药使用不当引起的药害等，均是温室蔬菜生产中

户在病虫害防治上优先选择化学农药进行防治，而

常见的问题。近年来，这种现象呈逐年蔓延、明显

忽视合理利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物理防治等

上升的趋势。如在沂南县辛集镇调查发现，因缺素

综合措施。目前，山东省蔬菜非化学绿色防控覆盖

或多素造成生理性病害的黄瓜大棚占比高达 80%

2
，其中生物防
面积只有 146.67 万 hm （2 200 万亩）

以上，且多数农户不具备识别和主动防治的技能。

，物理防治 46.67
治面积 93.33 万 hm2（1 400 万亩）

1.7 新的危险病虫不断增加

， 生 态 调 控 10.67 万 hm2（160
万 hm2（700 万 亩 ）

受气候变暖、对外开放交流加大、保护地面积

万亩）
，非化学绿色防控面积在蔬菜病虫害整体防

增加、病虫害抗药性增强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蔬

治中只占 32%（图 3）
，化学防治依然是主要防治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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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但从长远看，化学防治在控制病虫危害损失

上。药剂量增大，过量用药不仅不利于杀死蔬菜病

的同时，也带来了病虫抗药性上升、病虫害暴发几

虫害，还容易进一步增强病虫害的抗药性，最终导

率增加和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

致无药可用，同时也导致防治成本居高不下，对蔬

绿色防控技术使用比例偏低的主要原因：一

菜产品质量、菜农身体健康和农业生态环境带来负

是当前绿色防控成本相对较高，技术储备不足，集

面影响（王文桥，2016）
。

成程度不高，缺乏大力度的政策扶持；二是示范展

3 提升山东省蔬菜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水平的对策建议

示区点少面小，示范效应较低；三是绿色防控理念
没有广泛普及，传统防治习惯根深蒂固，推广中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上层热下层凉、业内热业外凉的现

3.1 坚持用新发展理念指导防控工作

象；四是一家一户、小而散的农业生产模式阻碍了

蔬菜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必须要坚持创新、协

天敌昆虫释放利用、信息素防治等技术的应用；五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始终把新发

是绿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力度不足，致使绿色防控技

展理念特别是“创新”
“协调”
“绿色”作为行动指

术需求不足，绿色防控工作发展后劲不足。

南。所谓“创新”
，就是着力用新思路、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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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 年山东省蔬菜病虫害不同防治措施
应用面积及其占比

2.3 科学用药水平总体偏低，用药量总体偏高

合防控各种手段控制病虫害发生。
“绿色”就是倡
导树立“绿色植保、公共植保、科学植保”理念，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实现低投入、
高产出，保障蔬菜生产安全、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
安全。应进一步倡导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使其逐步
转化为广大植保工作者、蔬菜从业者的行动自觉。
3.2 凝聚和发挥“一主多元”体系力量
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
主，
科研、
教学、
涉农企业等多方参与的“一主多元”

随着各种蔬菜病虫害发生危害的范围扩大，

的农技推广模式。各地应在重视粮棉油大宗作物工

新的病虫害和新农药不断出现。一部分农户缺乏对

作的基础上，稳定和充实蔬菜植保队伍，加强省、

蔬菜病虫害的鉴别能力，缺少对各种农药药效的了

市、县（区）
、乡（镇）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纵向

解，主要依靠经验、借鉴多数人的病虫害防治方法

协作，开展蔬菜病虫害的调查研究与科技攻关，掌

或依靠农资经销商的宣传介绍，随意买药、随意兑

握病虫害发生发展动态，对未来病虫害的发展演替

药、随意增加农药品种，不能做到对症下药，导致

趋势进行科学分析和预防，加大新技术的研究、引

农药滥用、混用现象时有发生。本次调研中，一些

进与示范，深入田间地头，因地制宜指导农户开展

保护地蔬菜种植户每次喷药时，一般都采用 3 种以

病虫害科学防治。同时，立足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上的农药混合使用。个别地区保护地黄瓜、番茄等

强化农业科研、推广机构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

蔬菜作物在秋季防治烟粉虱等病虫害时一般平均 4

织的横向合作，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和统防统治组织

d（天）用药 1 次，一个生长季节用药次数在 15 次

的作用，利用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优势、统防统

以上。农户为保证用药效果，还存在随意加大药量

治组织的专业和设备优势，率先在新型经营主体做

的现象，少部分地区保护地黄瓜、番茄、辣椒等主

好技术推广应用，逐步扩大统防统治组织的作用，

2

要蔬菜作物每 667 m 用药量在 7 kg 以上，其中黄

承担农户的病虫害防治任务，保障技术培训和技术

瓜有的高达 12.78 kg；个别地区露地用量在 4 kg 以

指导的不间断服务，提高技术到位率，解决农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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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症用药和用药不准确的问题，减少农药用量，

“超市 + 科技示范户（种植大户）
”等产业化生产

最终实现蔬菜病虫害的有效防控和优质高产。

经营模式，发展订单种植，推进规模化种植，培育

3.3 全面开展依法“治病治虫”

一批绿色防控品牌，促进农产品质量上档次、上水

严格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农药管理条

平，提高绿色防控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促

例》
《植物检疫条例》和即将出台的《农作物病虫

进农民增产增收。

害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推进实

3.6 进一步强化宣传培训推广

施依法“治病治虫”和依法用药。按照有关法律规

3.6.1 示范推广方面 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应围绕重

定，严禁在蔬菜上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以及国

点区域和重点作物，有针对性地建立一批绿色防控

家禁止在蔬菜上使用的其他农药品种。在应急防控

示范展示区，不断扩大示范推广规模，通过典型引

时优先选用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农药品种，

路和示范带动，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涉农企业

落实“蔬菜安全间隔期上市制度”
。加强农药使用

和农民广泛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把绿色防控的推广

管理，按照《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用药，严格遵守

应用与发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实

农药安全间隔期，严禁在安全间隔期内采收蔬菜产

现整村、整乡、整县推进和跨区域绿色防控。

品。各基地应建好各类台帐，如实登记农业田间生

3.6.2

产档案，建立可追溯制度。

会、田间培训等方式，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3.4 深入推进实施绿色防控

加大绿色防控工作的宣传引导，大力宣传绿色防

宣传引导方面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现场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推

控的典型经验，让社会了解绿色防控的作用，让

行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

农民增强绿色防控的信心，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蔬菜病虫无害化治理原则，

同时要结合相关培训项目，举办农民田间学校等多

以达到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

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培养一批掌握绿色防控技术的

全水平，实现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保护农业生态

带头人。

环境的目的。要强化政策引导，建议政府创设绿色

3.6.3 技术指导方面 积极开展农、科、教协作，

防控深入推进补助政策，加大对绿色防控的财政支

引进专家和技术，加强技术集成和协作公关，不断

持力度，支持开展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研

提高绿色防控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究、集成、示范、推广和宣传培训等工作，加大对

要强化对重点地区、重点作物和重大病虫害防控关

绿色防控物资的补助力度，促进在蔬菜病虫害防治

键技术的指导，及时向农民推广、推荐一批实用技

中尽可能多的使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

术和优质防控产品，积极帮助解决蔬菜病虫害绿色

药的使用，实现“保蔬菜生产安全、保产品质量安

防控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确保绿色防控工作取

全”的目的。加强多方协作，将绿色防控与“菜篮

得实效。

子”工程、园艺作物标准园建设以及“三品一标”
品牌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紧密结合，植保、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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