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1253540.7

(22)申请日 2021.10.27

(71)申请人 赤峰学院

地址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迎宾路1号赤峰学院

    申请人 赤峰和润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

(72)发明人 秦立金　王永旭　李世东　王晓娟　

赵鸿一　夏峰　赵庞然　张宇新　

相吉山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45

代理人 吴爱琴

(51)Int.Cl.

A01G 22/05(2018.01)

A01G 13/00(2006.01)

A01C 2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

萎病的方法，为：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康”生物

有机肥3600kg/hm2、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

过磷酸钙肥各600kg/hm2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

复配“沃丰康”冠菌灵75kg/hm2和“沃丰康”果乐

37.5kg/hm2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即可。能

够促进茄子田间植株长势、提升品质和提高茄子

抗黄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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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为：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康”生物有机

肥、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复配“沃丰康”冠菌灵和

“沃丰康”果乐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沃丰康”生物有机肥的施用量为：

3600kg/hm2；

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的施用量均为600kg/hm2；

“沃丰康”冠菌灵的施用量为：75kg/hm2；

“沃丰康”果乐的施用量为：37.5kg/hm2；

随水滴灌至拉秧前，共滴灌6次。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5月底播种，7月中旬定植，以“沃丰康”生物有机肥3600kg/hm2为底肥，同时施入蒙多

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各600kg/hm2；

2)当门茄长至鸡蛋大小时，复配“沃丰康”冠菌灵75kg/hm2和“沃丰康”果乐37.5kg/hm2

随水滴灌至拉秧前，共滴灌6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和2)之间，还进一步包括在作物

缓苗后10‑15d，随水滴灌沃丰康“灌根宝”的操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沃丰康“灌根宝”的施用量为：75kg/

次/hm2，共施用1次。

6.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在促进茄子田间植株长势、提升品质和提高茄子

抗黄萎病中的应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提高品质指提高茄子果实蛋白质、可

溶性糖含量；增加茄子单果重、单株结果数和单株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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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茄子(Solanum  melongena  L.)为茄科茄属植物，根系发达，比较喜肥耐肥，在我国

栽培广泛[刘富中,连勇,陈钰辉.长茄新品种长杂8号的选育[J].中国蔬菜,2016(12):53‑

55]。茄子黄萎病又称半边疯、黑心病，是一种土传维管束病害，是危害茄子生产的主要病害

之一。茄子黄萎病是由大丽花轮枝孢侵染所引起的、发生在茄子上的病害，是日光温室茄子

生产中的主要病害之一，对茄子生产危害极大，发病严重时常造成绝收或毁种。自从

Carpenter在1914年首次报道黄萎病以来，这一病害现已扩散至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

磊岩.棉花黄萎病暴发成灾的原因及控灾措施[J].植物保护,1994,20(1):34‑35]。我国北

方茄子黄萎病发生普遍，危害比较严重，降低了茄子的产量和品质[井立军,常彩涛,孙振

久.茄子黄萎病遗传的初步研究[J].园艺学报,2000,27(4):293‑294]。由于茄子黄萎病是

土传病害，药剂防治效果差、选育困难、嫁接方法技术较难。

[0003] 生物有机肥料具有培肥地力、增强植株抗性等作用。有关使用生物有机肥处理茄

子的研究已见报道，汪瑞[汪瑞,刘晓宁,孙光闻.不同浓度液体生物有机肥对茄子幼苗生长

的影响[J].吉林蔬菜,2017(07):38‑39]等人研究表明施用生物有机肥处理的茄子的株高、

茎粗显著高于对照，分别比对照显著增加32.88％和26.52％。王文生[王文生.施用不同有

机肥对连作茄子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农业工程,2020,10(10):105‑109]等人试验研究表

明，施用不同有机肥处理的茄子的蛋白质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增幅为

11.06％～18.07％和7.63％～33.85％，有机酸含量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

[0004] 赵建立[赵建立.不同药剂防治茄子黄萎病药效试验[J] .农民致富之友,2017

(24):103等人试验研究表明1％申嗪霉素胶悬剂300倍液灌根的效果最好，对茄子黄萎病的

防治效果为73.6％。董同坤[董同坤.茄子黄萎病防治效果试验[J] .现代农村科技,2018

(12):66.]等人试验表明10％双效灵水剂200倍液+15％防萎蔫生态液300倍液对茄子黄萎

病防治效果达88.2％～91.6％；王建菊[王建菊,朱华,郭金萍.不同农药防治茄子黄萎病药

效试验[J].上海蔬菜,2010(1):61‑62.]等人试验表明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对茄子黄萎病防治效果达78％。前人均用化学农药防

治茄子黄萎病，采用生物有机肥防治茄子黄萎病的研究鲜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为：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

康”生物有机肥、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复配“沃丰

康”冠菌灵和“沃丰康”果乐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即可，

[0007] 其中，所述“沃丰康”生物有机肥的施用量可为：3600kg/hm2；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114027114 A

3



[0008] 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的施用量均为600kg/hm2；

[0009] “沃丰康”冠菌灵的施用量可为：75kg/hm2；

[0010] “沃丰康”果乐的施用量可为：37.5kg/hm2。

[0011] 上述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止黄萎病发生的方法，具体可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5月底播种，7月中旬定植，以“沃丰康”生物有机肥3600kg/hm2为底肥，同时施入

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各600kg/hm2；

[0013] 2)当门茄长至鸡蛋大小时，复配“沃丰康”冠菌灵75kg/hm2和“沃丰康”果乐

37.5kg/hm2随水滴灌至拉秧前，共滴灌6次。

[0014] 上述方法步骤1)中，定植的株行距可为35cm×40cm；

[0015] 上述方法在步骤1)和2)之间，还可进一步包括在作物缓苗后10‑15d，随水滴灌沃

丰康“灌根宝”的操作，所述沃丰康“灌根宝”(5kg/袋)的施用量为：75kg/次/hm2共施用1次。

[0016] 本发明采用不同生物有机肥作为底肥处理，设施冷棚种植茄子，通过测定茄子田

间生长、果实发育和黄萎病发病等指标，筛选出最佳生物有机肥和矿质营养平衡肥处理。结

果表明：生物有机肥3600kg/hm2处理的茄子最大叶面积、可溶性糖含量与对照达到了极显

著差异(p＜0.01)，比对照增加了1.35％和7.77％；所有处理均降低了茄子田间黄萎病的发

病率，与对照达到了显著差异(p＜0.05)，其中，生物有机肥3600kg/hm2处理的茄子黄萎病

的发病率最低，比对照降低了49.35％。因此，生物有机肥3600kg/hm2为本试验筛选最佳处

理，对茄子生产种植能够起到促生抑病的效果。

[0017] 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康”生物有机肥3600kg/hm2、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

磷酸钙肥各600kg/hm2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复配“沃丰康”冠菌灵75kg/hm2和果乐37.5kg/

hm2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能够促进茄子田间植株长势、提升品质和提高茄子抗黄萎

病。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株高的影响。

[0019] 图2为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茎粗的影响。

[0020] 图3为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最大叶面积的影响。

[0021] 图4为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单株叶片数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23]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24] 本发明提供一种促进茄子生长发育防治黄萎病的方法，为：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

康”生物有机肥、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复配“沃丰

康”冠菌灵75kg/hm2和“沃丰康”果乐37.5kg/hm2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至拉秧前，共滴灌

6次，即可，

[0025] 其中，所述“沃丰康”生物有机肥的施用量可为：3600kg/hm2；

[0026] 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的施用量均为600kg/hm2。

[0027] 本发明在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康”生物有机肥3600kg/hm2、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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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稀土过磷酸钙肥各600kg/hm2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复配“沃丰康”冠菌灵75kg/hm2和“沃

丰康”果乐37.5kg/hm2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滴灌至拉秧前，共滴灌6次，能够促进茄子

田间植株长势、提升品质和提高茄子抗黄萎病。

[0028] 实施例

[0029] 1.1试验材料

[0030] 茄子：长茄218，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

[0031] “沃丰康”生物有机肥：由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0032] 对照有机肥料(辽中京有机肥料)：由内蒙古辽中京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0033] 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由内蒙古中京慧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0034] 稀土过磷酸钙肥：由秦皇岛天阜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0035] “沃丰康”复合微生物菌剂：由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0036] “沃丰康”冠菌灵：由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N:P:K＝13:11:14；

[0037] “沃丰康”果乐：由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Ca+Mg≥10％，N+K2O≥32％，

K2O≥20％；

[0038] 蒙多力黑土地：由内蒙古中京慧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为一种滴灌腐殖酸钾

菌肥，总养分≥15％，水溶性腐殖酸≥25％，有效活菌数≥0.2亿/克，有机质≥35％，中量元

素≥3％；

[0039] 果必丰，大量元素水溶肥料，由内蒙古辽中京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N:P:K

＝12:8:35。

[0040] 1.2试验设计

[0041] 本试验于2019年5～10月在赤峰学院校园冷棚试验地进行。5月29日播种，7月15日

定植。以不同用量“沃丰康”生物有机肥为底肥处理，设计4个梯度，分为1800、3600、5400、

7200kg/hm2，以当地农户常规有机肥(辽中京有机肥料)：由内蒙古辽中京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用量5400kg/hm2为对照，共5个处理，每个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5.5m2，株行距

35cm×40cm，所有底肥处理施入蒙多力三安复混肥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各600kg/hm2(具体

设计方案见表1)。根据土壤墒情，作物缓苗后10‑15d，所有试验处理随水滴灌沃丰康“灌根

宝”(5kg/袋)75kg/次/hm2(施用1次)对照以当地蒙多力黑土地“腐殖酸钾菌肥”37.5kg/次/

hm2滴灌(施用1次)。当门茄长至鸡蛋大小时第一次给水给肥，所有试验处理使用沃丰康“冠

菌灵”75kg/hm2和“果乐”37.5kg/hm2，对照使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果必丰”75kg/hm2和“蒙多

力黑土地”腐殖酸钾菌肥37.5kg/hm2(具体方案设计见表2)。依据植株长势、开花坐果、土壤

及天气等原因，每10d给一次肥水，至拉秧前共6次，两次肥水间浇一次清水。待茄子定植缓

苗后开始测定茄子田间生长指标，包括株高、茎粗、最大叶面积等；在茄子生长前中期，开始

测定果实发育指标，包括果实营养和商品品质；待茄子田间发病后，测定黄萎病发病等指

标，主要为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0042] 表1“沃丰康”生物有机肥底肥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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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表2茄子生长期矿质营养平衡肥设计方案

[0045]

[0046] 1.3测定指标

[0047] 1.3.1田间生长指标

[0048] 株高、茎粗、最大叶面积分别用刻度尺、游标卡尺进行测量。株高是用刻度尺测量

茄子根茎分界处到生长点的高度，茎粗是用游标卡尺测量茎基部第一节处的茎粗，最大叶

面积是用刻度尺测量植株最大叶片的长与宽，然后算出长和宽的乘积。单株叶片数是直径

≥5cm为一片叶。

[0049] 1.3.2果实发育指标

[0050] 1.3.2.1果实营养品质指标

[0051] 主要测定维生素C含量、蛋白质含量、可溶性糖含量、有机酸含量，分别采用2,6‑二

氯酚靛酚滴定法、紫外吸收法、蒽酮比色法、标准碱溶液滴定法。可溶性固形物采用数显糖

度计测量。

[0052] 1.3.2.2果实商品品质指标

[0053] 柄直径、果直径、果长、果柄长分别用游标卡尺、曲尺、直尺进行测量。柄直径是采

用游标卡尺测量茄子果柄最均匀部分直径，果直径是采用游标卡尺测量茄子中间均匀部位

的直径，果长是采用曲尺测量整个茄子果实的长度，果柄长是采用直尺测量茄子果实果柄

长度。单果重采用电子天平测量，单果重等于重量与个数之比。

[0054] 1.3.3黄萎病发病指标

[0055] 1.3.3.1黄萎病病情指数分级标准

[0056] 0级：无任何症状；

[0057] 1级：有轻微病斑；

[0058] 2级：病斑占整个叶面积的1/4以下；

[0059] 3级：病斑占整个叶面积的1/4～1/2；

[0060] 4级：病斑占整个叶面积的1/2以上。

[0061] 1.3.3.2黄萎病抗病指标

[0062] 田间发病率(％)＝发病株数/调查总株数×100％；

[0063] 病情指数＝∑(病级株数×病级数)/(调查总株数×最高病级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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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防治效果＝(处理病情指数‑对照病情指数)/对照病情指数×100％。

[0065] 1.4数据分析

[0066]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0和SPSS  23.0软件进行处理。

[0067] 2结果与分析

[0068] 2.1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田间生长的影响

[0069] 2.1.1对株高的影响

[0070] 株高是衡量作物田间生长好坏的最基本指标之一，图1表明，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

对茄子株高的影响差异不显著(p＞0.05,p＞0.01)。处理2的株高大于对照，达到42.24cm，

比对照增加了3.07％。其余处理均较对照降低。

[0071] 2.1.2对茎粗的影响

[0072] 图2表明，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茎粗的影响差异不显著(p＞0 .05 ,p＞

0.01)。处理2、处理4的茎粗高于对照，分别达到10.78mm和10.66mm，比对照增加了0.76％～

1.89％。其余处理均较对照降低。

[0073] 2.1.3对最大叶面积的影响

[0074] 图3表明，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最大叶面积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处

理1、处理2高于对照，最大叶面积分别达到99.89cm2和99.87cm2，分别比对照增加了1.35％

和1.33％。其余处理均较对照降低。

[0075] 2.1.4对单株叶片数的影响

[0076] 图4表明，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单株叶片数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处

理1、处理2的单株叶片数高于对照，分别达到15 .37和15 .28，比对照增加了4 .84％和

4.23％。其余处理均较对照降低。

[0077] 2.2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果实发育的影响

[0078] 2.2.1对茄子果实营养品质的影响

[0079] 表3表明，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果实可溶性糖含量、有机酸含量以及维生素

C含量的影响差异显著(p＜0 .05)，可溶性固形物和蛋白质含量的影响差异不显著(p＞

0.05)。处理2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对照，达到0.79g/100g，比对照增加了27.42％。处理2的可

溶性糖含量也高于对照，达到0.0208，比对照增加了7.77％。其余处理均较对照降低。

[0080] 表3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果实营养品质指标的影响

[0081]

[0082] 注：小写字母代表0.05水平显著差异，大写字母代表显著0.01水平显著差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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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0083] 2.2.2对茄子果实商品品质的影响

[0084] 表4表明，不同有机肥处理对茄子单果重、果长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对茄子

果直径、柄直径、柄长、单株果重和单株结果数的影响差异不显著(p＞0.05)。处理2、处理4

的单果重高于对照，达到215.35g和211.25g，比对照增加了5.95％和3.93％。处理2和处理3

的单株结果数和单株果重均高于对照，单株结果数达到6.26和6.15，比对照增加了17.01％

和14.95％，单株果重达到1.46kg和1.41kg，比对照增加了30.36％和25.89％。

[0085] 表4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果实商品品质指标的影响

[0086]

[0087] 2.3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黄萎病发生的影响

[0088] 黄萎病是茄子种植生产上最常见的主要土传病害之一，属于典型的维管束病害，

防治困难，发病严重时常造成绝收或毁种，其发病与否决定着茄子的产量和品质。表5表明，

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黄萎病田间发病率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对茄子黄萎病

病情指数的影响差异不显著(p＞0.05)。所有处理的茄子黄萎病田间发病率均低于对照，抑

病效果可达24.24％～49.35％。所有处理的病情指数分别为41.33、35.21、46.36、39.25，所

以处理的病情指数均低于对照，防治效果达8.35％～25.48％

[0089] 表5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对茄子黄萎病发生的影响

[0090]

[0091] 本发明试验结果表明，生物有机肥与对照相比，促进了茄子田间的生长，其中，

3600kg/hm2处理的株高和茎粗达到最大值，而1800kg/hm2处理的单株叶片数和最大叶面积

达到最大值。不同有机肥处理增加了蛋白质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降低了维生素C、可溶性

固形物和有机酸含量。所有处理的蛋白质含量相比对照可增加4.84％～27 .42％，其中，

3600kg/hm2处理的蛋白质含量达到最大值0.79g/100g，相比对照提升最高，可达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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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提高了单果重。其中，3600kg/hm2处理的单果重达到最大值215.35g，

相比对照提升最高，可达5.95％。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物有机肥处理降低了茄子黄

萎病的田间发病率，抑病效果可达24.24％～49.35％。4个处理的防治效果可达8.35％～

25.48％。

[0092] 综上所述，茄子定植前使用“沃丰康”生物有机肥3600kg/hm2、蒙多力三安复混肥

料和稀土过磷酸钙肥各600kg/hm2进行处理，门茄坐住后，复配“沃丰康”冠菌灵75kg/hm2和

果乐37.5kg/hm2矿质营养平衡肥随水滴灌，能够促进茄子田间植株长势、提升品质和提高

茄子抗黄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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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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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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