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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

方法，涉及农业技术领域。包括：(1)萌动期：采用

解淀粉酶芽孢杆菌GLD-191菌剂树体灌根1次；

(2)花期前：对枣树整个地上部分、冠下表层土壤

和冠下杂草，喷洒阿维·高氯和噻虫·高氯氟混

配液；(3)盛花期前：采用枣病绝杀，同时混配氨

基寡糖素进行树体喷雾；(4)盛花期：采用0.5％

解淀粉酶芽孢杆菌GLD-191菌剂300-400倍液进

行二次灌根；(5)枣果迅速生长期：采用三唑锡悬

浮剂、氨基寡糖素及解淀粉酶芽孢杆菌191混配

液；(6)果实成熟期及后期田间管理，秋季修剪、

清洁田园、石硫合剂喷施。本发明方法可降低农

药残留，提高红枣品质和保证生态环境安全且操

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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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枣树萌动期灌根：4月上、中旬为枣树萌动期，萌动期采用灌根技术进行枣树病毒病

防治，药剂选用0.5％解淀粉酶芽孢杆菌GLD-191菌剂300-400倍液树体灌根1次；

(2)枣树花期前防病治虫：4月下旬-5月上旬，针对枣树整个地上部分、冠下表层土壤和

冠下杂草，统一喷洒阿维·高氯和噻虫·高氯氟混配液，防治枣瘿螨和其它危害枣树不同

虫态的害虫；

(3)枣树盛花期前的病害防治：在5月中旬枣树进入盛花期前，采用枣病绝杀，同时混配

氨基寡糖素进行树体喷雾；

(4)盛花期枣树病毒病的防治：5月下旬-6月末枣树开始进入盛花期，同时也是枣树病

毒病的显症期，此期禁止树冠喷雾防治病虫害；针对病毒病继续采用0.5％解淀粉酶芽孢杆

菌GLD-191菌剂300-400倍液进行第二次灌根防治树体内病毒；

(5)枣果迅速生长期病毒病的防治：7月下旬-9月初是枣果快速生长期，采用三唑锡悬

浮剂、氨基寡糖素及解淀粉酶芽孢杆菌191混配液，树冠喷雾防治枣树病毒病、传毒介体枣

瘿螨、红蜘蛛害虫，达到病虫兼防目的；

(6)果实成熟期及后期田间管理，采用枣树秋季修剪、清洁田园、石硫合剂喷施常规管

理措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枣树种植于

新疆地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灌

根技术具体操作：枣树冠下挖直径1米，深30公分的土坑，将配好并静放2个小时解淀粉芽孢

杆菌GLD-191溶液20升倒入挖好的坑内进行1次枣树灌根防治病毒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是

采用阿维·高氯1500倍液和噻虫·高氯氟1500倍液混配；每隔7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次。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的

枣病绝杀是采用春雷霉素2000倍液和氨基寡糖素800倍液进行树体喷雾，每隔7天喷雾1次，

连续喷药2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采

用三唑锡悬浮剂1500倍液、氨基寡糖素900倍液及解淀粉酶芽孢杆菌800倍液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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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疆红枣种植面积约670余万亩，主要分布在南疆的阿克苏、库尔勒、喀什和和田

四个地州。目前南疆四地州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红枣生产基地，并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一个新的支柱产业。

[0003] 枣树病毒病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枣树上发生的一种国际新病害。其病原为花楸环

斑病毒属中的一个新种，暂命名为Jujube  Emaravirous。该病主要危害枣树的叶片和果实，

造成叶片黄化、卷曲，果实畸形等症状，具有传播速度快，危害严重，防治困难等特点。2016

年该病害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首次发现，发生区域仅限阿克苏市和温宿县的个别枣园，呈零

星发生。  2017-2018年，该病迅速传播蔓延，在阿克苏地区八县一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枣树平均发病率为3％。其中在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库车县和沙雅县部分枣园

枣树病毒病爆发成灾，平均发病率在25％以上，个别地块枣树发病率高达100％，果树畸形

率在55％以上，产量损失高达60％以上，甚至造成部分枣园绝收。

[0004] 枣树病毒病号称“枣树癌症”，该病害的爆发成灾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病

害一旦进一步传播蔓延，将对新疆乃至中国的红枣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基于该病对新疆枣

树的严重危害，以及对新疆红枣产业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新疆林科院经济林研究所及时

联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专家学者组建了新疆枣树病

毒病科研团队，针对枣树病毒病病原、病害侵染循环规律，以及病害封锁防控关键技术开展

科技攻关。在准确鉴定其病原种类及其分类地位的前提下，针对致病病毒及传毒介体(枣瘿

螨)开展了为期  2年田间发生动态的追踪监测，探索出了病害防控的关键点。针对病害及传

毒介体防治的关键时间节点，采用防病治虫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药剂筛选实验。众所周

知，植物病毒病难以彻底根除，目前尚未高效的防控药剂，且多次的施药会造成枣树药害和

农药残留，破坏生态环境和影响人类健康，特别是枣树花期树冠喷药会造成大量落花落果，

影响坐果率。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主要目的是解

决新疆红枣生产中枣树病毒病对新疆枣树构成的潜在性威胁问题，在有效控制枣树病毒病

进一步传播蔓延的同时，确保新疆红枣产业的安全，同时达到降低农药残留，提高红枣品

质，确保生态环境安全的目的。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主要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8] (1)枣树萌动期灌根：4月上、中旬为枣树萌动期，萌动期采用灌根技术进行枣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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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病防治，药剂选用0.5％解淀粉酶芽孢杆菌GLD-191菌剂300-400倍液树体灌根1次；

[0009] (2)枣树花期前防病治虫：4月下旬-5月上旬，针对枣树整个地上部分、冠下表层土

壤和冠下杂草，统一喷洒阿维·高氯和噻虫·高氯氟混配液，防治传毒介体枣瘿螨和其它

危害枣树不同虫态的害虫；

[0010] (3)枣树盛花期前的病害防治：在5月中旬枣树进入盛花期前，采用枣病绝杀，同时

混配氨基寡糖素进行树体喷雾；

[0011] (4)盛花期枣树病毒病的防治：5月下旬-6月末枣树开始进入盛花期，同时也是枣

树病毒病的显症期，此期禁止树冠喷雾防治病虫害；针对病毒病继续采用0.5％解淀粉酶芽

孢杆菌  GLD-191菌剂300-400倍液进行第二次灌根防治树体内病毒；

[0012] (5)枣果迅速生长期病毒病的防治：7月下旬-9月初是枣果快速生长期，采用三唑

锡悬浮剂、氨基寡糖素及解淀粉酶芽孢杆菌191混配液，树冠喷雾防治枣树病毒病、传毒介

体枣瘿螨、红蜘蛛害虫，达到病虫兼防目的；

[0013] (6)果实成熟期及后期田间管理，采用枣树秋季修剪、清洁田园、石硫合剂喷施常

规管理措施。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枣树种植于新疆地区。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灌根技术具体操作：枣树冠下挖直径1米，深30公分的土

坑，将配好并静放2个小时解淀粉芽孢杆菌GLD-191溶液20升倒入挖好的坑内进行1次枣树

灌根防治病毒病。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是采用阿维·高氯1500倍液和噻虫·高氯氟1500倍液混

配；每隔7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次。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的枣病绝杀是采用春雷霉素2000倍液和氨基寡糖素800倍

液进行树体喷雾，每隔7天喷雾1次，连续喷药2次。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采用三唑锡悬浮剂1500倍液、氨基寡糖素900倍液及解淀

粉酶芽孢杆菌800倍液混配。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针对枣树病毒病爆发成灾的事实，提供了一种采用微生物菌剂灌根和树体

喷雾防治枣树病毒，强调“以菌治菌”绿色防控，达到避开花期喷药，提高坐果率，降低农药

残留，确保提高红枣品质和生态环境的安全的目的。利用微生物制剂解淀粉芽孢GDL191进

行灌根和适时叶面喷雾防治枣树病毒；采用枣病绝杀(春雷霉素)等药剂适时防治传毒介体

和其它枣树病害虫害，同时采用合理修剪和剪刀随时消毒等方式，杜绝交叉感染和切断传

播途径，从而达到提高枣树的抗病能力。针对花期喷药会降低枣树坐果率和产生药害的情

况下，采用春季枣树萌动期药剂灌根防治病害的同时，避开花期树体喷药的防治步骤。本发

明技术操作简便，抓住病害防控的关键点，采用根部和地上树体喷雾的防治方法，可有效的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达到控制病害的快速传播和蔓延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枣树病毒病防控试验小区设置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病情指数计算公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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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以较

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技术方案、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下

述说明中的多个实施例中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点可由任何合适形式组合。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用于防治枣树病毒病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枣树萌动期灌根：依据不同年份的气候条件不同，枣树萌动期略有不同；在新疆

阿克苏地区枣树萌动期多在4月上、中旬；因此在枣树萌动期，采用二次稀释法配制350倍液

的解淀粉酶芽孢杆菌GLD-191，混匀后静放2个小时；枣树冠下挖直径1米，深30公分的土坑，

将配好并静放2个小时解淀粉芽孢杆菌GLD-191溶液20升倒入挖好的坑内进行1次枣树灌根

防治病毒病；

[0027] 2)枣树花期前防病治虫：依据枣树树龄的不同，枣树大多开始于4月上、中旬，在枣

树花期前半个月，针对枣树整个地上部分、冠下表层土壤和冠下杂草，统一喷洒阿维·高氯 

1500倍液+噻虫·高氯氟1500倍液混配，防治枣瘿螨和其它危害枣树不同虫态的害虫(枣蓟

马、绿盲蝽、叶蝉等)，每隔7天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次，可有效防治枣瘿螨等害虫；

[0028] 3)枣树盛花期前的病害防治：在5月中旬枣树进入盛花期前，采用枣病绝杀(春雷

霉素)2000倍液+氨基寡糖素800倍液进行树体喷雾，每隔7天喷雾1次，连续喷药2次，在防治

缩果病、黑斑病等常见病害的同时增强树势；

[0029] 4)盛花期枣树病毒病的防治：5月下旬-6月末枣树开始进入盛花期，同时也是枣树

病毒病的显症期，此期禁止树冠喷雾防治病虫害。此期，继续重复步骤1)进行第二次灌根防

治枣树病毒病；

[0030] 5)枣果迅速生长期病毒病的防治：7月下旬-9月初是枣果快速生长期，为降低畸形

果比例，采用三唑锡悬浮剂1500倍液+氨基寡糖素900倍液+解淀粉酶芽孢杆菌191800倍液

二次稀释后进行混配，混配液进行树冠喷雾防治枣树病毒病、传毒介体枣瘿螨、红蜘蛛等害

虫，达到病虫兼防的目的；

[0031] 6)果实成熟期及后期田间管理，采用枣树秋季修剪、清洁田园、石硫合剂喷施常规

管理措施。

[0032]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发明实施例1方法的效果，做了如下田间实验。

[0033] 实施例2

[0034] 试验地点选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万亩枣园，选择7年树龄的枣园作为试验对象，枣

树品种为灰枣，栽培模式为株行距为4×2；试验地面积60亩，土壤肥力中等，枣树病毒病发

生相对较重的地块；实验自每年4月上、中旬始，地块左右两侧各去除5亩作为保护行，取中

间50亩作为试验用地，分成5个区，每个小区10亩地，设3次处理重复和2个对照。具体实验小

区设置示意图见图1。

[0035] 秋季果实成熟期适时统计当年生枣头枝发病率，每个处理和对照分别以株为单

位，采用  5点取样，每点设中心株树1棵，并以中心株为圆心调查圆心区域范围内的10棵枣

树，共  50棵树；所有处理和重复总计调查250棵，记录病株率、每棵树的病枝率和病级数；根

据当年生栆头枝发病率进行病情分级，具体分级标准见表1。

[0036] 表1.枣树病毒病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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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病情指数公式如图2所示。

[0039] 防治效果(％)＝(CK-PT)×100/CK；

[0040] 式中，CK和PT分别为对照区及试验处理区的病情指数，防治效果的计算采用的是

处理前未调查病情基数的公式。

[0041] 实验结果说明：对照区枣树病毒病的平均发生率为58.6％，病情指数为6.85；采用

实施例1方法处理的试验区，病情指数平均为1.94，平均防治效果为71.68％；以上数据说明

采用本发明方法对枣树病毒病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能够在阿克苏地区红枣实际生产防治

枣树病毒病，提高红枣的产量。

[0042] 本发明针对新疆阿克苏地区发生的枣树病毒病的发生与侵染规律，结合枣树生长

发育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病害防治；筛选出的高效防治枣树病毒的微生物菌剂(0.5％解

淀粉酶芽孢杆菌GLD-191)无论采用灌根，还是盛花期后的叶面喷雾，对枣树病毒病的防治

均效果显著，同时解决了枣树花期喷药降低坐果率降低，甚至用药不当造成严重产量损失

问题。

[0043] 本发明的枣树盛花期前防虫药剂组合(阿维·高氯+噻虫·高氯氟)，不但防治了

传毒介体枣瘿螨，同时也对危害枣树的其它害虫均具有高效的防控作用。

[0044] 本发明的防病药剂组合(枣病绝杀+氨基寡糖素)，可以通过1次喷药防治达到常规

多次用药防治其它枣树病害的目的，同时解决了常规多次用药造成的农药残留问题。

[0045] 本发明能够高效防控枣树病毒病，是截至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技术，解决了花期喷

药对红枣造成严重产量损失问题，该技术操作简便、成本低、防效高，是解决当前新疆枣树

病毒病最为有效方法，具有非常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0046] 本发明实施例中未尽之处，本领域技术人员均可从现有技术中选用。

[0047]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上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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