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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青枯病防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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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枯病是危害番茄产业发展的重要病害。本文对近年来番茄青枯病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的研
究进展进行概述，重点介绍国内番茄青枯病防治微生物菌剂的筛选与应用，并展望了青枯病防治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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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茄 青 枯 病 是 由 青 枯 雷 尔 氏 菌（Ralstonia

一系列优异抗性的番茄品种，并得到了较好推广。

solanacearum）引起的细菌性土传病害，在作物生

如钱健康等（2015）选育的樱桃番茄新品种美奇具

产中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危害农业生产最

有良好的青枯病抗性，并在国内多个地区进行了推

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之一（Solke & De，2006）
。青

广。伍万荣等（2005，2009）以湘引 79-1 为抗源

枯雷尔氏菌宿主范围广，能够侵染包括番茄、马铃

亲本选育得到番茄中早熟品种黄山 1 号和特早熟品

薯和香蕉等主要农作物在内的超过 200 种植物，其

种黄山 2 号，青枯病发病率分别为 5.5% 和 0。李

通过植株伤口或根尖裂缝进入植株后定殖于皮层组

玉洪等（2016）通过两个自交系亲本杂交得到的番

织，入侵维管束，阻碍水分的运输，导致植株枯萎

茄砧木新品种宝砧 6 号，田间病圃抗病性试验证实

并最终死亡（Gaelle，2014；Min et al.，2018）
。青

青枯病发病率仅为 2.9%，明显低于感病对照比斯

枯雷尔氏菌在土壤中可存活多年，难以根除。番茄

塔（37.1%）
。

青枯病在全世界范围都有发现，主要分布于热带和

抗青枯病品种选育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抗性

亚热带地区，在我国南方各地发生非常普遍。本文

来源、抗性和其他农艺性状之间的遗传关系、致病

对番茄青枯病的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及

菌株的分化和变异、植物 - 病原体相互作用的机制

综合防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生产上青枯

以及育种方法等，由此造成抗病品种推广时存在区

病的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域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同时许多作物在获得青枯病

1 农业防治

抗性的同时会对产量及品质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多

1.1 抗病品种选育

1.2 轮作与套种

数抗病品种并不能被市场所接受。

青枯病尚无非常有效的防治手段，抗病品种能

农作物轮作可以保持土壤结构和有机质含量，

够在源头上降低病害风险，是防治青枯病经济、环

减少因连作引起的土壤酸化，避免同一土传病原

境友好、有效的方法之一。番茄抗病育种起源于美

体易感宿主植物连作导致特定植物病原种群的建

国，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我国兴起，先后选育出

。例如，当青枯病低抗性
立（Celine et al.，2007）
番茄品种前茬为玉米、秋葵、豇豆或抗病番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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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时，青枯病的发病会延迟 1～3 周，发病率降低
20%～26%（Tika & Ram，1998）
；轮作印度麻和日
本粟使番茄青枯病发病率从 40% 降低至 17%（Dan
et al.，2013）
。
不同科的作物套种能够利用部分农作物根际分
泌的植物素改变土壤根际微生物菌群，从而达到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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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青枯病发病率的目的。Yu（1999）研究发现番茄

而国内采用嫁接技术栽培番茄的比例不足 2%（王

与韭菜套种，番茄青枯病发病率降低 60%，其防治

希波 等，2019）
。近年来科研人员在高抗青枯病砧

机制可能是韭菜根际分泌物抑制了青枯病菌对番茄

木筛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果。熊书萍等（2004）

的侵染。

选用夏威夷 7996 作为砧木品种进行嫁接栽培，使

1.3 土壤改良

番茄青枯病发病率降低 97.3%，增产 107.8%。黄

土壤改良可以丰富土壤营养元素，改善 pH 等

天云等（2009）以桂砧 1 号为砧木、以大明星为

微生态条件，增加土壤微生物菌群中植物有益微生

接穗进行嫁接，番茄青枯病的防效达 90.93%。黄

物的丰度和多样性。如生物炭富含多种植物所需的

益鸿和雷东阳（2013）以托鲁巴姆为砧木、以西

营养元素，并且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而被应用于

粉 3 号为接穗进行嫁接，番茄青枯病田间发病率均

农业土壤改良。采用生物炭处理番茄连作土壤，青

仅 5.56%，防效高达 93.54%。范梅等（2015）采用

枯病病情指数显著降低（饶霜，2016）
。合理施肥

抗青 1 号为砧木得到的嫁接苗在 4 a 重茬地栽培，

可以降低植物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 CaO、CaCO3

青枯病发病率低于 0.8%，产量比自根苗对照提高

2+

等钙肥可用于作物病害的防治，Ca 浓度的提升

2.7 倍。

可抑制青枯病菌的繁殖，降低番茄青枯病的危害

1.5 有机质肥

（Hiromichi et al.，2000）
。Li 和 Dong（2013） 使

有机质肥是指来源于动物或植物，经加工处理

用石英、黑云母、钾长石、斜长石、橄榄石和稻草

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生物质肥料。生物质肥主要分

制备的岩粉与有机肥配施，对多年种植蔬菜作物的

为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

土壤进行改良，土壤 pH 从酸性（pH 5.13）上升至

及城市污泥几大类。有机质肥的添加能够改善土壤

中性（pH 6.70～6.81）
，青枯病防治效果显著，并

物化性质及生物活性，促进作物的生长。有机物在

2+

确定了 pH 的提高和 Ca 浓度的上升是青枯病防治

土壤中降解释放对病原菌具有抑制作用的化学活性

效果的关键。Shen 等（2018）使用牡蛎壳粉对番

物，从而影响病原菌的生存能力。同时，有机物降

茄连作土壤进行改良，土壤 pH 提高 0.77，番茄植

解产生的碳、氮、维生素、生长调节剂等物质可以

株根际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显著提升，番茄青枯病

增加根际微生物活性，提高其与病原菌的竞争力。

发病率降低 36.67%。在细胞壁中的许多元素能够

Liu 等（2015）研究发现，添加生物有机肥后，与

影响植物对病原体感染的敏感性和抗性，其中硅被

抑菌能力相关的土壤指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如

认为是对植物有益的元素。研究发现，硅和壳聚糖

pH、电导率、铵态氮、硝态氮、有机碳、速效钾

结合应用能够诱导番茄植株产生青枯病抗性，降低

含量以及微生物活性等；土壤中细菌种群多样性和

青枯病的发病率（Leonard et al.，2013）
。外源硅同

丰度高于对照，青枯病菌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合理

样可以诱导植物产生一系列生物化学防御反应，从

使用有机质肥料，能够达到有病防病、无病增肥的

而增强番茄对青枯病菌的抗性（王蕾 等，2014）
。

良好效应，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的趋势。

矿物粉和酵母残渣按照 9∶1 的质量比混合得到的
土壤改良剂能够显著降低番茄青枯病的发生，防效
达到 98.3%，并且比对照推迟 19 d 发病（刘肖肖

2 化学防治
喷洒化学药剂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最直接、快

等，2013）
。

速、高效的手段。近年来环保和健康问题引起社会

1.4 嫁接

广泛关注，低毒性化学药剂成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嫁接能够促进植株根系生长和营养物质吸收，

研究的方向之一。部分低毒性杀菌剂用于番茄青枯

增强植物抗病能力。研究表明，嫁接番茄的抗病效

病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李悦等（2014）研究表

果与植物体内过氧化物酶同工酶、多酚氧化酶同工

4，
5- 三 羟 基 苯 甲 酸 甲 酯（MG） 和 20% 噻
明，3，

酶、儿茶酚氧化酶同工酶等番茄防御性酶活性增

菌铜悬浮剂对番茄青枯病的防效分别为 63.70% 和

强密切相关（何莉莉 等，2001）
。嫁接栽培技术在

61.97%；Fan 等（2014）进一步阐明了 MG 能够破

荷兰、法国、日本等国家得到了较好的推广，然

坏番茄青枯病菌细胞壁的完整性，降低部分代谢酶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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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抑制病原菌的糖酵解 - 三羧酸循环；同时

治效果。

MG 还能够促进香叶醇、豆甾醇、β- 谷甾醇等具

3.3 微生物菌剂

有抑菌活性的番茄根系次生代谢产物产生（袁高庆

随着农产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农药安

等，2016）
。

全观念发生了改变，青枯病的防治亟待寻求新的出

3 生物防治

路。植物提取物防治番茄青枯病研究虽然取得了一

3.1 植物源活性物质

广应用。近年来，植物有益微生物菌剂因其绿色安

定的成果，然而较高开发成本限制了其大规模的推

植物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许多对农作

全、防治效果好、生产成本低、专一性强且能够促

物病虫害具有毒性作用而被用于农业防治。与化学

进植株生长、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量等特点而成为

药剂相比，植物源活性物质应用于青枯病防治具有

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研究热点，成为番茄青枯病防治

易被自然微生物所分解、不污染环境、不易产生

的发展趋势。

抗药性、专一性相对较强、对有益生物群体无毒害

国内外科研工作者在番茄青枯病拮抗菌筛选

作用等优点。目前已经发现超过 1 400 种植物具有

及抗病机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发现对番

杀菌或抑菌活性（李晓菲和徐政，2018）
。已被报

茄青枯病菌具有拮抗作用的微生物几乎涵盖细菌、

道应用于细菌性青枯病防治的主要有禾本科、唇形

链霉菌及噬菌体所有微生物属，主要有芽孢杆菌

科、夹竹桃科、芸香科、百合科、木兰科等科属植

和无毒青枯雷尔氏菌，其次为假单胞菌属和链霉

物（尹维和廖晓兰，2013）
。植物中具有抑菌活性

菌。基于 CNKI 中文数据库，以“番茄青枯病”

的有效成分包含萜类、生物碱类、酚类、醛类等，

为检索词，检索到 2001～2018 年国内番茄青枯病

同时一种植物中还可能含有多种抑菌成分，每一类

防治微生物菌剂相关期刊及论文 90 余篇，报道 55

活性成分又包含许多结构不同的化合物（李晓菲和

株番茄内生菌或根际微生物被用于番茄青枯病的

徐政，2018）
。丰富的物种来源及活性成分的多样

防治研究，其中芽孢杆菌（Bacillus sp.）34 株，无

性使得植物源活性物质防治番茄青枯病具有巨大的

毒青枯雷尔氏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5 株，

潜力。大蒜、银杏、海金沙 3 种植物提取液对青枯

假 单 胞 菌（Pseudomonas sp.）4 株， 短 芽 孢 杆 菌

病病原菌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曹鹏飞，2014）
。

（Brevibacillus sp.）3 株，
类芽孢杆菌（Paenibacillus

20 mg · mL 大蒜乙酸乙酯提取物对番茄青枯病菌

sp.）2 株， 欧 文 氏 菌（Erwinia sp.）
、克雷伯氏菌

具有很好的抑制效果（张万萍和赵丽，2012）
。浆

（Klebsiella sp.）
、 链 霉 菌 属（Streptomyces sp.）
、

果乌桕甲醇粗提物对青枯病菌具有较高的抑菌活

溶杆菌（Lysobacter sp.）
、伯克氏菌（Burkholderia

性，能够使青枯病发病率下降 83%（Thuy et al.，

sp.）
、 短 杆 菌（Brevibacterium sp.）
、 节 杆 菌

2017）
。曾军（2012）利用从柑橘果肉和海绵组织

（Arthrobacter sp.）各 1 株。国内番茄青枯病防治

中萃取得到的生物杀伤性产品 Citrofresh 田间防治

菌剂以芽孢杆菌为主，其中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番茄青枯病，防效高达 64.36%，且增产 46.39%。

subtilis） 研 究 最 为 广 泛， 解 淀 粉 芽 孢 杆 菌（B.

然而目前绝大多数植物源抑菌剂产品处于试验研究

amyloliquefaciens）研究数量近年来也逐渐增多（表

阶段，生产工艺不成熟，还不能形成规模化推广

1）
。一系列新的或不常见的微生物同样被用于细

应用。

菌性青枯病的防治，例如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3.2 农用抗生素

sp.）
、根瘤伯克霍尔德菌（Burkholderia nodosa）
、

-1

农用抗生素是常用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手段

蔗糖伯克霍尔德氏菌（Burkholderia sacchari）
、吡

之一。诺尔霉素、水合霉素、中生菌素等农用抗

咯 伯 克 霍 尔 德 氏 菌（Burkholderia pyrrocinia）
、噬

生素用于番茄青枯病防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黄瑛

菌 体、 苏 云 芽 孢 杆 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迪

（2006）采用 3% 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对青枯病重

氏 金 黄 杆 菌（Chryseobacterium daecheongense）
、

发地块番茄进行灌根处理，青枯病平均防效高于

产吲哚金黄杆菌（Chryseobacterium indologenes）
、

80%，显著优于常见药剂氢氧化铜（可杀得）的防

梭菌（Clostridium sp.）
、食酸戴尔福特菌（Delf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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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番茄青枯病防控的微生物菌剂（2001～2018 年国内报道）
序号 菌剂类型
1

芽孢杆菌 B47
（Bacillus sp.）

防效

栽培
方式

使用剂量及方法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 mL · 株 -1 淋苗或 2 mL · 株 -1 81.25

%

病原菌接
参考文献
种方式
浸根

黎起秦 等，2003

74.98

—

黎起秦 等，2003

淋根
大田

1×108 cfu · mL-1 菌液，100 mL · 株 -1 灌根
8

2

芽孢杆菌属 01-44
（Bacillus sp.）

盆栽

6×10 cfu · mL 菌液，50 mL · 株

灌根

48.60

灌根

龙良鲲 等，2003

3

芽孢杆菌属 01-182
（Bacillus sp.）

盆栽

6×108 cfu · mL-1 菌液，50 mL · 株 -1 灌根

42.80

灌根

龙良鲲 等，2003

4

荧光假单胞杆菌 2P24
（Pseudomonas sp.）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蘸根

77.80

浇灌

魏海雷 等，2004；
周洪友 等，2004

5

荧光假单胞杆菌 CPF10
（Pseudomonas sp.）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蘸根

57.80

浇灌

魏海雷 等，2004；
周洪友 等，2004

6

青枯雷尔氏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盆栽

1×109 cfu · mL-1 菌液，50 mL · 株 -1 灌根

47.00

浇灌

王 羽 和 肖 崇 刚，
2004

7

青枯雷尔氏菌 ATm044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根

56.70

灌根

陈庆河 等，2004

8

青枯雷尔氏菌 Asp061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根

53.40

灌根

陈庆河 等，2004

9

枯草芽孢杆菌 B2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

80.00

伤根接种 Algam et al.，2004

10

土生克雷伯氏菌 102
（Klebsiella terrigena）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5 mL · 株 -1 灌根

55.60

混合灌溉 叶小梅 等，2005

11

淡紫灰链霉菌 St-145
（Streptomyces lavendulae
Waksman & Curtis）

盆栽

发酵液 50 倍液，4 mL · 株 -1 淋苗

72.71

伤根接种 卢继英 等，2005

12

枯草芽孢杆菌 Y1336
（Bacillus subtilis）

大田

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100 mL · 株 -1 灌根

88.50

—

陈永兵 等，2005

13

荧光假单胞菌 BOH3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60.5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14

矮小芽孢杆菌 BOH116
（Bacillus pumil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51.6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15

枯草芽孢杆菌 BOH2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90.9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16

地衣芽孢杆菌 BOH108
（Bacillus licheniform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69.8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17

多粘类芽孢杆菌 BOH5
（Paenibacillus polymyxa）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79.8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18

蜡状芽孢杆菌 BOH46
（Bacillus cere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48.4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19

产酶溶杆菌 OH11
（Lysobacter enzymogene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86.40

灌根

姜英华 等，2005

20

多粘类芽孢杆菌 HY96-2
（Paenibacillus polymyxa）

大田

细粒菌剂（1×108 cfu · mL-1）3 kg ·（667 m2）-1
浸种灌根

81.80

—

徐玲 等，2006

21

短短芽孢杆菌 B2
（Brevibacillus brevis）

盆栽

发酵液浸种

87.40

伤根接种 Algam et al.，2006

22

枯草芽孢杆菌 TR03-081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8
去菌发酵液和菌悬液（6×10 cfu · mL-1）各 5 mL ·
-1
株 灌根

50.00

伤根接种 赵凯 等，2006

23

枯草芽孢杆菌 TR03-108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去菌发酵液和菌悬液（6×108 cfu · mL-1）各 5 mL ·
株 -1 灌根

65.38

伤根接种 赵凯 等，2006

-1

-1

— 25 —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专论与综述

中 国 蔬 菜

CHINA VEGETABLES
续表
防效

序号 菌剂类型

栽培
方式

使用剂量及方法

24

侧孢短芽孢杆菌 X10
（Brevibacillus laterosporus）

大棚

固体菌肥（7×107 cfu · g-1）20 g · 株 -1 施肥

68.68

—

李伟杰和姜瑞
波，2007

25

巨大芽孢杆菌 3-1-16
（Bacillus megaterium）

盆栽

5×107 cfu · mL-1 菌液浸种或喷淋

81.30

灌根

羊宋贞 等，2007

26

青枯雷尔氏菌 RS-F523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组培

1×105 cfu · mL-1 菌液，0.1 mL · 株 -1 伤根接种

44.00

伤根接种 邹燕红，2008

27

短小芽孢杆菌 EN16
（Bacillus pumil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5 mL · 株 -1 灌根

68.69

针刺接种 连玲丽 等，2009

28

芽孢杆菌 B47
（Bacillus sp.）

盆栽

发酵液灌根

63.70

伤根接种 黎 志 坤 和 朱 红
惠，2010

29

节杆菌 YB6
（Arthrobacter sp.）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蘸根

65.00

浇灌

黄明媛，2011；黄
明媛 等，2013

30

枯草芽孢杆菌 SB1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株 -1 灌根

77.78

浇灌

Lian et al.，2011

31

枯草芽孢杆菌 X-4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1.0×106 cfu · g-1 土壤浇灌

57.20

浇灌

肖相政 等，2011

32

蜡样芽孢杆菌 ANTI-8098A
（Bacillus cere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50 mL · 株 -1 灌根

100.00

灌根

张彦 等，2011

33

桃欧文氏菌 RA2
（Erwinia persicin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

59.90

拌土

康贻军 等，2012

34

短小芽孢杆菌 WP8
（Bacillus pumil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

52.10

拌土

康贻军 等，2012

35

解淀粉芽孢杆菌 BS2004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盆栽

发酵液 1 mL · 株 -1 浇灌并伤根

80.00

浇灌

周青 等，2012

36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大田

1×108 cfu · mL-1 水剂 300 倍液，100 mL · 株 -1 灌根

91.29

—

黄永山 等，2013

37

青枯雷尔氏菌 FJAT-1458
（Ralstonia solanacearum）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50 mL · 盆 -1 伤根接种

100.00

灌根

代升飞 等，2014；
郑雪芳 等，2014

38

枯草芽孢杆菌 PTS-394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20 mL · 盆 -1 灌根

80.00

灌根

梁雪杰，2013

39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 N5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盆栽

与有机肥配施

69.00

灌根

王洪梅 等，2013

40

解淀粉芽孢杆菌 Am1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或 50 mL · 盆 -1 灌根

88.98

浇灌

Abdulwareth，
2013

41

枯草芽孢杆菌 D16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或 50 mL · 盆 -1 灌根

81.14

浇灌

Abdulwareth，
2013

42

解淀粉芽孢杆菌 D29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或 50 mL · 盆 -1 灌根

83.68

浇灌

Abdulwareth，
2013

43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 H8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浸种或 50 mL · 盆 -1 灌根

85.35

浇灌

Abdulwareth，
2013

44

解淀粉芽孢杆菌 SQRT3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盆栽

1×109 cfu · mL-1 淀粉菌悬液浸根

81.25

灌根

李春雨，2014

45

伯克氏属
（Burkholderia sp.）

盆栽

发酵液灌根

96.40

—

罗坤 等，2015

46

解淀粉芽孢杆菌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大田

活菌 50 亿 · g-1 菌剂 1 000 倍液，15 mL · 株 -1 灌根

74.51

—

李茹 等，2015

47

短短芽孢杆菌
（Brevibacillus brevis）

盆栽

6×107 cfu · mL-1 菌液，100 mL · 株 -1 灌根

82.40

伤根接种 伍善东 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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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解淀粉芽孢杆菌 JK6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盆栽

49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 F7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50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 Y-2
（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

51

防效
%

病原菌接
参考文献
种方式

1×106 cfu · g-1 土壤浇灌

58.60

伤根接种 熊汉琴，2016

盆栽

1×106 cfu · g-1 土壤浇灌

46.00

伤根接种 熊汉琴，2016

盆栽

1×106 cfu · g-1 土壤浇灌

55.50

伤根接种 熊汉琴，2016

耐寒芽孢杆菌 FJAT-20261
盆栽
（Brevibacterium frigoritolerans）

1×108 cfu · mL-1 菌液，80 mL · 盆 -1 灌根

72.73

浇灌

郑雪芳 等，2016

52

特基拉芽孢杆菌 FJAT-19700
（Bacillus tequilensis）

盆栽

1×108 cfu · mL-1 菌液，80 mL · 盆 -1 灌根

67.77

浇灌

郑雪芳 等，2016

53

枯草芽孢杆菌 Bs916
（Bacillus subtilis）

盆栽

发酵液 20 mL 灌根

55.60

灌根

乔俊卿 等，2016

54

解淀粉芽孢杆菌 SQY162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盆栽

淀粉菌悬液浸根

77.73

蘸根

房志颖，2016

55

恶臭假单胞菌 A1
（Pseudomonas putida）

盆栽

OD=0.6 菌悬液 5 mL · 株 -1 浇灌

37.00

伤根接种 胡菁，2017

acidovorans）
、 肠 杆 菌（Enterobacter sp.）
、约氏

菌对番茄青枯病的生物防效与拮抗菌在根际的定殖

黄 杆 菌（Flavobacterium johnsoniae）
、芳香黄杆

能力成正相关，说明定殖能力是影响青枯病防效的

菌（Myroides odoratimimus）
、浸麻类芽孢杆菌

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微生物菌剂防治青

（Paenibacillus marcerans）
、十字花科假单胞菌

枯病需“以防为主”
，即在番茄青枯病发生之前施

（Pseudomonas brassicacearum）
、皮氏雷尔氏菌

用微生物菌剂。

（Ralstonia pickettii）
、 沙 雷 菌（Serratia sp.）
、少
动 鞘 氨 醇 单 胞 菌（Sphingomonas paucimobilis）
、

4 综合防控

耳 葡 萄 球 菌（Staphylococcus auricularis）
、嗜麦芽

青枯病菌是一种土传细菌，对环境适应性非

糖 寡 养 单 胞 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

常强，能够在土壤、水和植物中长时间存活，单一

娄 彻 氏 链 霉 菌（Streptomyces rochei）
、弗吉尼亚

的防控技术难以取得长期稳定的防治效果，多种手

链 霉 菌（Streptomyces virginiae）
、嗜线虫致病

段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作

杆菌（Xenorhabdus nematophila）等（Yuliar et al.，

物病虫害综合管理技术，综合防控的主要目的是消

2015）
。

除或降低土壤原有病原体数量；降低病原体的致病

微生物菌剂防治青枯病主要通过 3 方面相互
作用实现，一是通过分泌抗生素、表面活性物等次

性；提升宿主作物的抗性；延缓病害发生时间；降
低二次危害风险。

级代谢产物抑制病原菌代谢酶活性或改变植物根际

典型的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是指采用农业、

土壤生态条件；二是诱导植物固有的免疫系统对青

化学和生物防治中的 2～3 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进

枯病菌的免疫应答；三是营养和空间竞争。可湿性

行病虫害防治。郑雪芳等（2018）利用土壤微生态

粉剂稀释液或发酵菌悬液浇灌和灌根是微生物菌剂

修复剂结合青枯病植物疫苗菌剂处理番茄种植地，

防治青枯病最常用的方法，然而相比浸种，其生物

土壤肥力和土壤酶活性均得到提升，番茄单果质量

防效相对较低。微生物菌剂对番茄青枯病的防效受

增加，青枯病防效高达 91.87%。噻森铜与枯草芽

病原菌种类、拮抗菌的种类和浓度、土壤微生态和

孢杆菌配合施用同样能够显著提高番茄青枯病的防

营养条件、地理气候条件等多方面影响。Huang 等

治效果（Peng et al.，2016）
。温室和田间试验结果

（2013）研究发现，来源于植株根际的青枯病拮抗

表明，育苗时施用生物有机肥和茎部注射皮氏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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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菌（Ralstonia pickettii QL-A6）两种方法配合使

黄永山，方玉荣，黄向荣．2013．1 亿孢子 /ML 枯草芽孢杆菌水

用能稳定防控番茄青枯病，防效达 70%～86%，而

剂防治番茄青枯病田间药效试验．广西农学报，28（2）
：14-

单独田间使用时防效受季节影响（韦中，2012）
。
在氨基寡糖素或水杨酸与枯草芽孢杆菌 01-144 的
协同作用下，青枯病防效比单用微生物菌剂提高
18.76%～43.76%（孙德英，2005）
。

5 展望
我国对番茄青枯病的防治研究已有几十年的
历史，已经筛选出多种防治方法，但仍然存在众

15，53．
姜英华，胡白石，刘凤权．2005．植物土传病原菌拮抗细菌的筛选
与鉴定．中国生物防治，21（4）
：260-264．
康贻军，沈敏，王欢莉，赵庆新，殷士学．2012．两株植物根际促
生菌对番茄青枯病的生物防治效果评价．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8（2）
：255-261．
李春雨．2014．解淀粉芽孢杆菌 SQRT3 防控番茄土传青枯病及其
机理研究〔博士论文〕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
黎起秦，罗宽，林纬，彭好文，罗雪梅．2003．番茄青枯病内生拮
抗细菌的筛选．植物病理学报，33（4）
：364-367．

多瓶颈尚未突破，如青枯病致病机理没有彻底弄

李茹，李水利，安德荣，杨海燕，曹晶晶．2015．解淀粉芽孢杆

清楚，任何一种防治手段都无法保证防效等，这也

菌菌剂对番茄青枯病的防治效果．中国植保导刊，35（9）
：

说明了番茄青枯病防治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
未来可通过整合微生物菌剂、生物质肥和抗病品
种选育 3 种防控技术获得有效的番茄青枯病防治

57-58．
李伟杰，姜瑞波．2007．番茄青枯病拮抗菌 X10 的鉴定和田间应
用．中国土壤与肥料，
（5）
：60-63．
12（13）
李晓菲，
徐政．2018．植物源杀菌剂研究进展．南方农业，
：
40-42，45．

方案。

李玉洪，李业勇，吴永琼，滕献有，莫豪葵，李刚．2016．抗青

参考文献

枯病番茄砧木品种宝砧 6 号的选育．长江蔬菜，
（16）
：43-

曹鹏飞．2014．3 种植物提取物对樱桃番茄青枯病病原菌的抑菌活
性．江苏农业科学，42（11）
：169-170．
陈庆河，翁启勇，胡方平．2004．无致病力青枯菌株对番茄青枯病
的防治效果．中国生物防治，20（1）
：42-44．
陈永兵，吴若萍，兰海姑．2005．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防治番茄青
枯病田间药效研究．上海农业科技，
（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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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Controlling Tomato Bacterial Wilt

WANG Jie1，2，LONG Shi-fang2，WANG Zheng-wen1*，CHEN Jin-wu1，JIANG Fa-yang1，LI Xing1
（1Agricultural Academy of Southeast Guizhou，Kaili 556000，Guizhou，China；2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ureau of
Tianzhu County，Tianzhu 556605，Guizhou，China）

Abstract：Bacterial wilt diseases is an important pest harm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mato industry．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different bacterial wilt control measures，including agricultural，
chemical，biological，and integrated one．The paper emphatically introduced the screening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biological agents for controlling tomato bacterial wilt in China，and also prospected the research tendency
for controlling tomato bacterial wilt diseases．
Key words：Tomato bacterial wilt；Biological control；Soil improvement；Microbial agent；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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