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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

的简约化控害方法，属于观赏园艺类病虫害防控

技术领域。本发明针对设施盆栽花卉生产全过程

中，蓟马、红蜘蛛、蚜虫、粉虱和介壳虫等刺（锉）

吸类为主的害虫及黑斑病、炭疽病、猝倒病、白绢

病、猝倒病和茎腐病等茎叶类为主的病害，构建

出一整套包括“一强、二健、三驱、四诱、五放、六

药”的简约化控害模式，其操作简易、规范、安全、

高效，能在有效控制设施盆栽花卉生产全过程中

病虫为害的同时，显著减少化学肥料、农药的使

用，实现化学肥料、农药的减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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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的简约化控害方法，其特征在于：针对设施盆栽花卉生

产全过程中以刺吸类或锉吸类为主的虫害，及以茎叶类为主的病害，采取“一强、二健、三

驱、四诱、五放、六药”六个步骤进行控害；其各步骤具体操作如下：

（1）一强：强化设施条件，包括清洁环境、温棚消毒和信息监测；

1）清洁环境：定期清除设施温棚外围及内部的杂草杂物、病虫枝及其残留物；在温棚风

口和门口处增设防虫网，定期维护棚膜、门窗和防虫网；

2）温棚消毒：种植前，温棚用质量浓度10%的百菌清烟剂和质量浓度为3%的高效氯氰菊

酯烟剂混合熏蒸，其中，质量浓度10%的百菌清烟剂的用量为100-120g/100m2，质量浓度为

3%的高效氯氰菊酯烟剂用量为20-35g/100m2；

3）信息监测：在设施温棚内安装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实时跟踪、监测设施环境

条件及盆栽花卉生长和病虫害的动态实况；

（2）二健：健身栽培，包括基质消毒、健康种苗、舒适生境、精准肥水、免疫诱抗和蜜蜂授

粉；

1）基质消毒：种植前，每1000kg基质均匀喷撒30-40kg福尔马林溶液或84消毒液的40-

60倍液并拌匀，后盖上塑料袋密封4-6天；

2）健康种苗：挑选健壮及无病虫、损伤的种苗，定植前用质量浓度为20%的农用链霉素

可湿性粉剂1600-2200倍液和质量浓度为5%的阿维菌素微乳剂4500-5500倍液按体积比1：1

制备的混合溶液整株浸泡3-5分钟；

3）舒适生境：种植期间，根据不同盆栽花卉的生长要求进行喷水和通风，以调节适宜的

温度和湿度条件；并用不同孔目的单层或双层遮阳网调节适宜的光照；同时控制种植密度；

4）精准肥水：在设施盆栽花卉的不同生长阶段，结合施用速效肥与迟效肥、有机肥与无

机肥；并将人工施肥浇水改为以智能滴灌为主、喷灌为辅的施肥浇水方法；

5）免疫诱抗：结合肥水，增用菌肥或植物激活蛋白进行灌根或喷雾2-3次，每次隔25-30

天；

6）蜜蜂授粉：在盆栽花卉开花10-15天前禁止施药，开花后在每300-500m2设施温棚范围

内释放1个蜜蜂或熊蜂标准蜂群进行授粉；

（3）三驱：驱避，包括植物驱避和隔离带驱避；

1）植物驱避：在设施温棚内部四周间作芹菜，减轻粉虱为害；同时，选择性状好、适宜本

地种植及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作为主栽品种，搭配间作其他品种，主栽品种与其他品种的

种植比例为2-3：1，以丰富生物多样性，抑制其他病虫暴发；

2）隔离带驱避：在苗床四周的每根支柱上包裹一层外部均匀涂刷机油或柴油的塑料薄

膜作为苗床防虫隔离带，每隔1-2个月补刷1次机油或柴油，防控红蜘蛛和介壳虫；

（4）四诱：诱控，包括灭虫灯诱控、色板诱控和信息素诱控；

1）灭虫灯诱控：在温棚内，每300m2各悬挂1台多功能静电灭虫灯和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

机，悬挂高度为苗株上方50-60cm处，每隔1-2月清洁灯具1次；

2）色板诱控：在温棚内，以2：1的比例交替悬挂黄板和蓝板，每100m2放置3片，悬挂高度

为苗株上方15-20cm处，每隔1-2月换板1次；

3）信息素诱控：在色板诱控的同时，在每片诱虫色板上添加安装1个针对相应害虫的信

息素诱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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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五放：放生防物，包括释放天敌、施用生防菌和微生物代谢产物；

1）释放天敌：虫株率≥1%时，每100m2释放每袋净含量≥2500只的捕食螨25-30袋、净含

量≥2500个的丽蚜小蜂蜂卡1张或净含量≥100个的异色瓢虫卵卡1张；

2）生防菌：虫株率≥1%时，释放天敌的同时，轮换增用2×108  cfu/g的玫烟色棒束孢菌

粉70-100g/100m2和1×1010  cfu/g的绿僵菌乳粉剂30-40g/100m2进行喷雾或直接喷粉各1-3

次，每次隔10-15天；病株率≥1%时，轮换增用1×108  cfu/g的哈茨木霉菌水分散粒剂10-

15g/100m2和1×1010芽孢/g的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6-10g/100m2喷雾各1-3次，每次隔

10-15天；

3）微生物代谢产物：3%≤虫株率＜5%时，释放天敌的同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5%的阿

维菌素微乳剂10-15mL/亩、质量浓度为60g/L的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10-20mL/亩和质量浓

度为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6.6-13.2mL/亩喷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3%≤

病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10%的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15-18g/100m2、质量浓度为

5%的井冈霉素水剂16-18g/100m2和质量浓度为20%的农用链霉素可湿性粉剂3-5g/100m2喷

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

（6）六药，增施高效低风险的化学农药；

当施用生物农药后，虫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22.4%的螺虫乙酯悬浮剂2-

4g/100m2、质量浓度为10%的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4-7g/100m2和质量浓度为20%的呋

虫胺可溶粒剂7-10g/100m2喷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病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

度为25%的咪鲜胺乳油6-7g/100m2、质量浓度为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5-8g/100m2和

质量浓度为50%的氯溴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6-8g/100m2喷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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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的简约化控害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观赏园艺类病虫害防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

产的简约化控害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花卉业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具有发展潜力的“黄金产业”和“朝阳产业”。花卉单位

产值是普通作物的10-50倍。全国林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已将花卉列为现代林业发展的十

大主导产业之一。福建省是全国七大盆栽花卉基地之一，亩均销售额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

倍，形成了榕树、水仙花、多肉植物、兰花和虎尾兰等特色的盆栽花卉产品，并纷纷打入国际

市场，出口品种达100多个，出口总额占全国近七成，出口区域发展到欧美、中东、日本、韩国

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003] 目前，盆栽花卉以温室、大棚等设施种植为主；生产模式密集化，导致以蓟马、红蜘

蛛、蚜虫、粉虱和介壳虫等刺（锉）吸类为主的害虫，及以黑斑病、炭疽病、猝倒病、白绢病、猝

倒病和茎腐病等茎叶类为主的病害发生日益加重，直接影响了设施盆栽生产，企业和农户

对这些病虫害的防治技术需求十分迫切。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可行的

栽培和防控技术方案，如王豫报道了“盆栽花卉常见病虫害防治”（2009），王云龙报道了“盆

栽花卉的栽培与养护”（2013），林勇文等提出了“一种清除出口盆栽花卉病虫害的农药制剂

及其使用方法”（ZL  2014  0172048.0），等等。但这些技术还只是针对某一具体病虫提出特

定的防治措施，也仍偏重于使用化学农药，均缺少对生产全过程主要病虫害共性防控技术

的整体集成，易出现重复施药现象。因此，急需构建出一整套适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的简

约化控害技术规范，在更加简易、规范、安全、高效地防控设施盆栽花卉病虫的发生和危害

及保持设施盆栽花卉较高的品质和产量的同时，显著减少化学肥料及农药的使用，实现化

学肥料、农药的减施增效。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的简约化控害方法，该方法能

有效控制设施盆栽花卉生产全过程中病虫的发生和为害，显著减少化学肥料及农药的使

用，实现化学肥料、农药的减施增效，对设施盆栽花卉的绿色生产及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意

义。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的简约化控害方法，其针对设施盆栽花卉生产全过程

中，以蓟马、红蜘蛛、蚜虫、粉虱和介壳虫等刺（锉）吸类为主的虫害及以黑斑病、炭疽病、猝

倒病、白绢病和茎腐病等茎叶类为主的病害，采取“一强、二健、三驱、四诱、五放、六药”六个

步骤进行控害；其各步骤具体操作如下：

[0007] （1）一强：强化设施条件，包括清洁环境、温棚消毒和信息监测，清洁干净的设施环

境，可有效缓解病虫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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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清洁环境：定期清除设施温棚外围及内部的杂草杂物、病虫枝及其残留物；在温

棚风口和门口等处增设防虫网，定期维护棚膜、门窗和防虫网，保障和增强物理隔虫、防虫

功能；

[0009] 2）温棚消毒：种植前，温棚用质量浓度10%的百菌清烟剂和质量浓度为3%的高效氯

氰菊酯烟剂混合熏蒸，其中，质量浓度10%的百菌清烟剂的用量为100-120g/100m2，质量浓

度为3%的高效氯氰菊酯烟剂用量为20-35g/100m2；

[0010] 3）信息监测：在设施温棚内安装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实时跟踪、监测设施

温、湿、光控等环境条件及盆栽花卉生长和病虫害的动态实况，为设施盆栽花卉病虫害预防

和控制措施的选择提供参考和依据；

[0011] （2）二健：健身栽培，包括基质消毒、健康种苗、舒适生境、精准肥水、免疫诱抗和蜜

蜂授粉；

[0012] 1）基质消毒：种植前，每1000kg基质均匀喷撒30-40kg福尔马林溶液或84消毒液的

40-60倍液并拌匀，后盖上塑料袋密封4-6天，可有效杀灭基质中的病虫源；

[0013] 2）健康种苗：挑选健壮优质，成活率较高，抽梢、长叶快，且抗病虫能力较强，无病

虫、损伤的种苗，定植前用质量浓度为20%的农用链霉素可湿性粉剂1600-2200倍液和质量

浓度为5%的阿维菌素微乳剂4500-5500倍液按体积比1：1制备的混合溶液整株浸泡3-5分

钟；

[0014] 3）舒适生境：种植期间，根据不同盆栽花卉的生长要求，调整它们适宜的温度、湿

度和光照等生长环境；温度和湿度可用电加热暖风机、地热线、负压风机和水帘等设备及喷

水和通风等措施调节，光照可用不同孔目的单层或双层遮阳网调节；同时，根据不同品种，

控制种植密度，防止栽植过密、温室内郁闭、降低通风透光、增加湿度，诱发病虫害发生；

[0015] 4）精准肥水：在设施盆栽花卉的不同生长阶段，通过测土配方，合理搭配肥料氮磷

钾比例，结合施用速效肥与迟效肥、有机肥与无机肥；在保证肥水需求的基础上，将人工施

肥浇水改为以智能滴灌为主、喷灌为辅的施肥浇水方法，不仅节约肥水，还能有效降低空气

湿度、增加基质温度，明显减少病虫发生；

[0016] 5）免疫诱抗：结合肥水，增用菌肥（EM菌液400-600倍）或植物激活蛋白（质量浓度

3%植物激活蛋白可湿性粉剂或质量浓度6%的寡糖·链蛋白可湿性粉剂700-900倍）灌根或

喷雾2-3次，每次隔25-30天，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激活植株自身防御系统、增强植株抗虫性；

[0017] 6）蜜蜂授粉：植物通过蜜蜂、熊蜂等昆虫授粉可以促进植株生长，改善花朵、果实

和种子的品质，提高后代的生活力；在盆栽花卉开花10-15天前禁止施药，开花后在每300-

500m2设施温棚范围内释放1个蜜蜂或熊蜂标准蜂群进行授粉；

[0018] （3）三驱：驱避，是利用害虫对颜色或气味的驱避及品种多样性防控害虫，包括植

物驱避和隔离带驱避；

[0019] 1）植物驱避：利用芹菜对粉虱具有明显的驱避作用，在设施温棚内部四周间作芹

菜，减轻粉虱为害；同时，选择性状好、适宜本地种植及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作为主栽品种，

搭配间作其他品种，主栽品种与其他品种的种植比例为2-3：1，以丰富生物多样性，抑制其

他病虫暴发；

[0020] 3）隔离带驱避：利用机油或柴油对害虫的驱避作用，在苗床四周的每根支柱上包

裹一层外部均匀涂刷机油或柴油的塑料薄膜作为苗床防虫隔离带，每隔1-2个月补刷1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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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或柴油，防控红蜘蛛和介壳虫；

[0021] （4）四诱：诱控，是利用害虫的趋光、趋色和趋化等习性进行防控害虫，可同时起到

监测和控制害虫的双重作用，包括灭虫灯诱控、色板诱控和信息素诱控；

[0022] 1）灭虫灯诱控：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在温棚内，每300m2各悬挂1台多功能静电灭虫

灯和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机，悬挂高度为苗株上方50-60cm处，每隔1-2月清洁灯具1次；

[0023] 2）色板诱控：利用害虫的趋色性，在温棚内，以2：1的比例交替悬挂黄板和蓝板，每

100m2放置3片，悬挂高度为苗株上方15-20cm处，每隔1-2月换板1次；

[0024] 3）信息素诱控：利用害虫的趋化性，在色板诱控的同时，在每片诱虫色板上添加安

装1个蓟马、蚜虫和粉虱等害虫的信息素诱芯，与诱虫色板协同监测和控制害虫；

[0025] （5）五放：放生防物，是设施盆栽花卉病虫害绿色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安全、

有效、持久，可以代替部分化学农药的应用，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且不污染花卉和环境，有

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包括释放天敌、施用生防菌和微生物代谢产物；

[0026] 1）释放天敌：捕食螨（斯氏钝绥螨、加州新小绥螨、巴氏钝绥螨和胡瓜钝绥螨等）、

瓢虫（异色瓢虫、澳洲瓢虫、龟纹瓢虫和二星瓢虫等）及寄生蜂（赤眼蜂和丽蚜小蜂等）等天

敌对蓟马、红蜘蛛、蚜虫、粉虱和介壳虫等害虫具有较好的搜索和捕食作用；当虫株率≥1%

时，每100m2释放每袋净含量≥2500只的捕食螨25-30袋、净含量≥2500个的丽蚜小蜂蜂卡1

张或净含量≥100个的异色瓢虫卵卡1张；

[0027] 2）生防菌：玫烟色棒束孢、白僵菌、绿僵菌和蜡蚧轮枝孢菌等害虫生防菌对蚜虫、

蓟马、粉虱和介壳虫等害虫有较好的侵染致死效果，哈茨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病害生防

菌对黑斑病、炭疽病、猝倒病和茎腐病等病害有较好的抑制效果，且对天敌相对安全；当虫

株率≥1%时，在释放天敌的同时轮换增用2×108  cfu/g的玫烟色棒束孢菌粉70-100g/100m2

和1×1010  cfu/g的绿僵菌乳粉剂30-40g/100m2进行喷雾或直接喷粉各1-3次，每次隔10-15

天；病株率≥1%时，轮换增用1×108  cfu/g的哈茨木霉菌水分散粒剂10-15g/100m2和1×1010

芽孢/g的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6-10g/100m2喷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以防控黑斑

病、炭疽病、猝倒病和茎腐病等病害，将病虫为害尽量控制在经济阈值指标范围内；

[0028] 3）微生物代谢产物：阿维菌素、乙基多杀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多抗霉

素、井冈霉素和农用链霉素等是从微生物发酵产物中提取或合成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生物

杀虫（菌）剂，对天敌、益虫和环境相对安全；当3%≤虫株率＜5%时，在释放天敌的同时轮换

增用质量浓度为5%的阿维菌素微乳剂10-15mL/亩、质量浓度为60g/L的乙基多杀菌素悬浮

剂10-20mL/亩和质量浓度为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6.6-13.2mL/亩喷雾各1-3

次，每次隔10-15天，与天敌协同增效防控红蜘蛛、蚜虫、蓟马、粉虱和介壳虫等害虫；3%≤病

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10%的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15-18g/100m2、质量浓度为5%

的井冈霉素水剂16-18g/100m2和质量浓度为20%农用链霉素可湿性粉剂3-5g/100m2喷雾各

1-3次，每次隔10-15天，以防控黑斑病、炭疽病、猝倒病和茎腐病等病害，将病虫为害控制在

经济阈值指标范围内；

[0029] （6）六药，增施高效低风险的化学农药；化学防治仍是目前防治病虫重要而有效的

手段；绿色、简约化控害措施并非不使用化学农药，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严格控制

使用禁用、限用的化学农药，注重施用高效低风险的化学农药，并严格控制农药安全使用间

隔期是保证化学农药安全使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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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当施用阿维菌素、乙基多杀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多抗霉素和农用链霉

素等生物农药后，当虫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22.4%的螺虫乙酯悬浮剂2-4g/

100m2、质量浓度为10%的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4-7g/100m2和质量浓度为20%的呋虫胺

可溶粒剂7-10g/100m2喷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以防控红蜘蛛、蚜虫、蓟马、粉虱和介

壳虫等害虫；病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25%的咪鲜胺乳油6-7g/100m2、质量浓度

为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5-8g/100m2和质量浓度为50%的氯溴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

6-8g/100m2喷雾各1-3次，每次隔10-15天，以防控黑斑病、炭疽病、猝倒病和茎腐病等病害；

使用化学药剂时，尽可能相互间或与植物源和生物农药轮换、交替使用，延缓抗药性个体的

产生。

[0031] 本发明的显著效果在于：

[0032] （1）本发明提供了一整套适用于设施盆栽花卉生产的简约化控害技术，其操作简

易、规范、安全、高效。

[0033] （2）采用本发明方法对设施盆栽花卉进行控害，其病虫的控害效果提升10-15%，减

少化学肥料农药使用量15-20%，实现了化学肥料农药的减施增效，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这也提升了花卉种植企业和农民在设施盆栽花卉植过程中的控害意识和水平，提

高设施盆栽花卉的商品合格率10-20%，促进了设施盆栽花卉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经济、

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发明所述的内容更加便于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述的

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本发明不仅限于此。

[0035] 实施例1

[0036] 以设施盆栽榕树为例，针对设施盆栽榕树生产全过程，采取以下方法控害：

[0037] 1、定期清除设施温棚外围及内部的杂草杂物、病虫枝及其残留物；在温棚风口和

门口等处增设防虫网，定期维护棚膜、门窗和防虫网；

[0038] 2、种植前，温棚用质量浓度为10%的百菌清烟剂和质量浓度为3%的高效氯氰菊酯

烟剂混合熏蒸，其中，质量浓度为10%的百菌清烟剂的用量为100g/100m2，质量浓度为3%的

高效氯氰菊酯烟剂的用量为20g/100m2；每1000kg基质均匀喷撒30kg福尔马林溶液（甲醇含

量37%-40%）50倍液并拌匀，后盖上塑料袋密封4天；

[0039] 3、在设施温棚内安装佳多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实时跟踪、监测设施温、

湿、光控等环境条件及盆栽榕树生长和病虫害的动态实况；

[0040] 4、挑选健壮及无病虫、损伤的榕树苗，定植前用质量浓度为20%的农用链霉素可湿

性粉剂1800倍液和质量浓度为5%的阿维菌素微乳剂5000倍液按体积比1：1制备的混合溶液

整株浸泡3分钟；

[0041] 5、种植期间，用电加热暖风机、负压风机和水帘等设备及喷水和通风等措施调节

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用不同孔目的单层遮阳网调节的光照；同时控制种植密度；

[0042] 6、在盆栽榕树的不同生长阶段，结合施用速效肥与迟效肥、有机肥与无机肥；在保

证肥水需求的基础上，将人工施肥浇水改为以智能滴灌为主、喷灌为辅的施肥浇水方法；

[0043] 7、结合肥水，增用质量浓度为3%的植物激活蛋白可湿性粉剂800倍液灌根3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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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隔25天；

[0044] 8、在温棚内部四周间作芹菜；同时选择性状好、适宜本地种植及抗病虫能力强的

‘黑金刚’或‘花叶垂叶榕’作为主栽品种，搭配间作‘人参榕’和‘垂叶榕’等其他品种，主栽

品种与其他品种的种植比例为3：1；

[0045] 9、在苗床四周的每根支柱上包裹一层外部均匀涂刷机油的塑料薄膜，每隔1个月

补刷1次机油；

[0046] 10、在温棚内，每300m2各悬挂1台多功能静电灭虫灯和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机，悬

挂高度为苗株上方50cm处，每隔2月清洁灯具1次；

[0047] 11、在温棚内以2：1的比例交替悬挂黄板和蓝板，每100m2放置3片，悬挂高度为苗

株上方15cm处，同时在每片诱虫色板上添加安装1个蓟马、蚜虫和粉虱等害虫的信息素诱

芯，每隔1月换板1次；

[0048] 12、虫株率≥1%时，每100m2释放每袋净含量≥2500只的捕食螨30袋和净含量≥

100只的异色瓢虫卵卡1张，同时轮换增用2×108  cfu/g的玫烟色棒束孢菌粉80g/100m2和

100×1010  cfu/g的绿僵菌乳粉剂30g/100m2各喷雾1次，每次隔12天；病株率≥1%时，轮换增

用1×108  cfu/g的哈茨木霉菌水分散粒剂12g/100m2和1×108芽孢/g的枯草芽孢杆菌可湿

性粉剂7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0天；

[0049] 13、3%≤虫株率＜5%时，释放天敌的同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60g/L的乙基多杀菌

素悬浮剂12mL/亩和质量浓度为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7mL/亩喷雾各1次，每次

隔15天；3%≤病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10%的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16g/100m2和

质量浓度为5%井冈霉素水剂17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0天；

[0050] 14、当施用生物农药后，虫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22.4%的螺虫乙酯悬

浮剂2g/100m2和质量浓度为20%的呋虫胺可溶粒剂8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2天；病株率

≥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25%的咪鲜胺乳油6g/100m2和质量浓度为50%氯溴异氰尿酸可

溶性粉剂7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0天。

[0051] 本发明方法有效控制了设施盆栽榕树生产全过程中的病虫为害，控害效果提升

15%，减少化学肥料农药使用量18%，提高商品合格率15%，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0052] 实施例2

[0053] 以设施盆栽多肉植物为例，针对设施盆栽多肉植物生产全过程，采取以下方法控

害：

[0054] 1、定期清除设施温棚外围及内部的杂草杂物、病虫枝及其残留物；在温棚风口和

门口等处增设防虫网，定期维护棚膜、门窗和防虫网；

[0055] 2、种植前，温棚用质量浓度为10%的百菌清烟剂和质量浓度为3%的高效氯氰菊酯

烟剂混合熏蒸，其中，质量浓度为10%的百菌清烟剂的用量为120g/100m2，质量浓度为3%的

高效氯氰菊酯烟剂的用量为30g/100m2；每1000kg基质均匀喷撒35kg  84消毒液（有效氯含

量≥3%）40倍液并拌匀，后盖上塑料袋密封6天；

[0056] 3、在设施温棚内安装佳多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实时跟踪、监测设施温、

湿、光控等环境条件及盆栽多肉植物生长和病虫害的动态实况；

[0057] 4、挑选健壮及无病虫、损伤的多肉植物苗，定植前用质量浓度为20%的农用链霉素

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和质量浓度为5%的阿维菌素微乳剂4800倍液按体积比1：1制备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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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整株浸泡4分钟；

[0058] 5、种植期间，采用地热线、负压风机和水帘等设备及喷水和通风等措施调节适宜

的温度和湿度条件；用不同孔目的单层或双层遮阳网调节适宜的光照；同时控制种植密度；

用不同孔目的单层和双层遮阳网调节的光照；同时控制种植密度；

[0059] 6、在设施盆栽多肉植物的不同生长阶段，结合施用速效肥与迟效肥、有机肥与无

机肥；在保证肥水需求的基础上，将人工施肥浇水改为以智能滴灌为主、喷灌为辅的施肥浇

水方法；

[0060] 7、结合浇水，增用EM菌液500倍液喷雾3次，每次间隔25天；

[0061] 8、在盆栽多肉植物花卉开花15天前禁止施药；开花后，每300m2温棚范围内释放1

个熊蜂标准蜂群进行授粉；

[0062] 9、在温棚内部四周间作芹菜；同时选择‘兔耳’作为主栽品种，搭配间作‘雪莲’和

‘红心莲’等其他品种，主栽品种与其他品种比例为2：1；

[0063] 10、在苗床四周的每根支柱上包裹一层外部均匀涂刷柴油的塑料薄膜，每隔1个月

补刷1次柴油；

[0064] 11、在温棚内，每300m2各悬挂1台多功能静电灭虫灯和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机，悬

挂高度为苗株上方60cm处，每隔2月清洁灯具1次；

[0065] 12、在温棚内以2：1的比例交替悬挂黄板和蓝板，每100m2放置3片，悬挂高度为苗

株上方15cm处，同时在每片诱虫色板上添加安装1个蓟马、蚜虫和粉虱等害虫的信息素诱

芯，每隔1月换板1次；

[0066] 13、虫株率≥1%时，每100m2释放每袋净含量≥2500只的捕食螨25-30袋和净含量

≥2500只的丽蚜小蜂蜂卡1张，同时轮换增用2×108  cfu/g的玫烟色棒束孢菌粉100g/100m2

喷雾和1×1010  cfu/g的绿僵菌乳粉剂40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5天；病株率≥1%时，轮

换增用1×108  cfu/g的哈茨木霉菌水分散粒剂15g/100m2和1×1010芽孢/g的枯草芽孢杆菌

可湿性粉剂8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0天；

[0067] 14、3%≤虫株率＜5%时，释放天敌的同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5%阿维菌素微乳剂

12mL/亩和质量浓度为60g/L的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18mL/亩喷雾各1次，每次隔12天；3%≤

病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5%井冈霉素水剂18g/100m2和质量浓度为20%农用链霉

素可湿性粉剂4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0天；

[0068] 15、当施用生物农药后，虫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22.4%的螺虫乙酯悬

浮剂3g/100m2和质量浓度为10%的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5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

12天；病株率≥5%时，轮换增用质量浓度为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6g/100m2和质量浓

度为50%的氯溴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8g/100m2喷雾各1次，每次隔10天。

[0069] 本发明方法有效控制了设施盆栽多肉植物生产全过程中的病虫为害，控害效果提

升12%，减少化学肥料农药使用量15%，提高商品合格率12%，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十分显

著。

[007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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