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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方案公开了蔬菜种植技术领域的一种果

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与现有常规技术对辣

椒进行种植的区别在于：一、在辣椒种植地的地

表下40～50CM处埋设盲沟，盲沟内铺设输水管

道，输水管道的顶部均布有输水孔；二、晴天时，

每隔1～2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

一次；雨天时不供水；阴天时，每隔3～7天通过所

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供

水时，水分沾湿辣椒根部2/3～3/4。采用本申请

的防控栽培方法种植辣椒，可以显著降低辣椒烂

根的情况，进而降低辣椒感染根腐病病菌的概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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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

一、在辣椒种植地的地表下40～50CM处埋设盲沟，盲沟内铺设输水管道，输水管道的顶

部均布有输水孔；

二、晴天时，每隔1～2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雨天时不供水；阴天

时，每隔3～7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供水时，水分沾湿辣椒

根部2/3～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辣椒定植时，

使用灭菌药物对其进行灌根；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15％～30％、多

杀菌素25％～40％和石硫合剂30％～5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灭菌药物

对辣椒进行灌根时；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15％～20％、多杀菌素

25％～35％和石硫合剂40％～5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辣椒发生根腐

病时，使用所述灭菌药物对其进行治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所述灭菌

药物对辣椒根腐病进行治疗时，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25％～30％、

多杀菌素35％～40％和石硫合剂30％～4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灭菌药物

的使用量为110g/亩～130g/亩。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辣

椒定植时，辣椒位于所述输水孔的正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盲沟的顶

部设有喷头，喷头连通所述输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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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蔬菜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辣椒，又名牛角椒、长辣椒、菜椒、灯笼椒等，是茄科、辣椒属一年或有限多年生草

本植物。辣椒是重要的蔬菜和调味品，种子油可食用、果亦有驱虫和发汗之药效。

[0003] 在辣椒种植过程中，根腐病是辣椒常见的病害之一，各菜区均有发生，露地栽培、

保护地栽培都可发病。辣椒根腐病是一种典型的土壤传播病害，该病菌在土壤里可长期存

活达10年以上。近几年来,随着辣椒种植面积的逐年增加,常年连作、轮作倒茬越来越困难，

土质较粘,温度变化较大等原因造成辣椒根腐病的发生逐年加重,导致辣椒产量降低,质量

下降,轻者减产10％左右，重则减产20～30％,升至50％以上。因此,辣椒根腐病现已成为我

国辣椒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之一。

[0004] 辣椒根腐病病菌以菌丝体和厚垣孢子在病残体、土壤、粪肥中越冬,辣椒根腐病病

菌主要靠病土移动,施用带菌粪肥、雨水及灌溉水流等传播。病菌由辣椒根部、茎基部伤口

侵入,在皮层细胞为害,然后进入维管束组织。发病后,病部产生分生孢子,再由雨水反溅及

流水传播蔓延,进行再侵染。辣椒的根系较浅,高温、高湿容易造成辣椒根部腐烂,利于根腐

病的发生与蔓延。通常温度在10℃～35℃之间均可发病,但最适温度为25℃～30℃,湿度越

大辣椒根腐病发病越重,当湿度在80％以上时传播迅速。而在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雨季

一般在夏天，夏天雨量充沛，同时气温一般在28℃～32℃之间，适宜辣椒根腐病病菌的生

长，极易造成辣椒根腐病的大面积爆发。

[0005] 当前，针对辣椒根腐病，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在定植辣椒时，使用40％氟硅唑EC

和/或25％丙环唑EC对辣椒进行穴施或灌根。虽然这两种药剂对辣椒根腐病的防治均具有

良好的效果，排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对辣椒根腐病的防治效果可以达到80％左右；但当40％

氟硅唑EC和/或25％丙环唑EC施加两周以上后，如果外部雨水或肥料携带根腐病病菌，或者

辣椒受外部影响而发生根部腐烂，则会再次导致辣椒根腐病的爆发。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以降低辣椒发生烂根的情况，

进而降低其感染根腐病病菌的概率。

[0007] 本方案中的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与现有常规技术对辣椒进行种植的

区别在于：

[0008] 一、在辣椒种植地的地表下40～50CM处埋设盲沟，盲沟内铺设输水管道，输水管道

的顶部均布有输水孔；

[0009] 二、晴天时，每隔1～2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雨天时不供水；

阴天时，每隔3～7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供水时，水分沾湿

辣椒根部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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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本方案通过在辣椒种植地的地表下埋设盲沟，当辣椒种植地

的含水量较高时，水分渗流到盲沟内，并从盲沟排出多余的水分，从而确保了辣椒种子地的

含水量不至于过高，降低或避免了辣椒根部腐烂的情况发生；从而降低其感染根腐病病菌

的概率。另外，现有技术是通过水管或喷雾装置对辣椒进行浇水，对辣椒浇水时，一般浸透

到地表下方5～10CM；然而，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地表的水分蒸发较快，使得辣椒的根部处

于缺水较为严重的状态，辣椒根部缺水后，容易导致根部受损，增加其感染病菌的风险。而

如果将辣椒的根部完全浇透，又容易导致辣椒烂根，进而造成辣椒易被根腐病病菌侵袭。本

方案通过在晴天时，每隔1～2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雨天时不供水；在

阴天时，每隔3～7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供水时，以水分沾

湿辣椒根部2/3～3/4为宜。由于对辣椒水分的施加是从辣椒根部的最底端开始的，当施加

的水分过量时，水分可以快速下渗到盲沟内并留出，避免了辣椒烂根的情况发生。而浇水时

水分沾湿辣椒根部2/3～3/4，地表处于相对干燥的状态，会使得下方的水分向上移动，避免

了辣椒根部土壤含水量过量的情况发生，同时确保辣椒的根部始终保留了适宜其生长的水

分，一方面有助于辣椒的健康生长，同时可显著避免辣椒烂根的情况发生，从而降低辣椒感

染根腐病病菌的概率。另外，当辣椒根腐病比较严重时，可以通过输水管道输送药物，进而

对辣椒种植地进行灭菌处理。

[0011] 进一步，辣椒定植时，使用灭菌药物对其进行灌根；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

分比为：欧杀灭15％～30％、多杀菌素25％～40％和石硫合剂30％～50％。排除外部因素的

影响，采用本方案中的灭菌药物兑水得到药液后对辣椒进行灌根，对辣椒根腐病的防治效

果可以达到85％～90％。

[0012] 进一步，使用灭菌药物对辣椒进行灌根时；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

欧杀灭15％～20％、多杀菌素25％～35％和石硫合剂40％～50％。在辣椒定植时，土壤中的

除了根腐病病菌外还包含有其他较多的病菌和害虫，采用欧杀灭15％～20％、多杀菌素

25％～35％和石硫合剂40％～50％的比例配置灭菌药物，可以实现对更大范围内病菌和害

虫的抑制或灭杀，进而有助于确保辣椒的正常生长，提高其抗病能力，进而有助于增强其对

根腐病病菌的抗性。

[0013] 进一步，辣椒发生根腐病时，使用所述灭菌药物对其进行治疗。辣椒发生根腐病后

再通过40％氟硅唑EC和25％丙环唑EC对辣椒根腐病进行治疗，辣椒根腐病的治愈率则一般

为65％～70％；采用本方案中的灭菌药物对辣椒的根腐病进行治疗时，其治愈率可以达到

80％左右。

[0014] 进一步，使用所述灭菌药物对辣椒根腐病进行治疗时，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

量百分比为：欧杀灭25％～30％、多杀菌素35％～40％和石硫合剂30％～40％。采用欧杀灭

25％～30％、多杀菌素35％～40％和石硫合剂30％～40％的比例配置灭菌药物，可以实现

对辣椒根腐病病菌更好的杀灭效果。

[0015] 进一步，所述灭菌药物的使用量为110g/亩～130g/亩。采用该用量的灭菌药物对

辣椒根腐病进行防治，可以达到较少的防治效果，又可避免灭菌药物的浪费。

[0016] 进一步，辣椒定植时，辣椒位于所述输水孔的正上方。将辣椒定植在输水孔的正上

方，使得从输水孔流出的水分可最大化作用于辣椒，有利于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0017] 进一步，所述盲沟的顶部设有喷头，喷头连通所述输水孔。输水管道通过输水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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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种植地进行输水时，水受到盲沟壁体的阻挡，会有大量水从盲沟流出，使得供水效率较

低。通过喷头的设置，有助于增大输水孔内流出的水对辣椒种植地的供水面积；同时，由于

喷头的孔径较小，泥土只会封堵喷头靠近外表面的小部分，当水从输水孔内流出，并流经喷

头时，喷头内水的压力较大，在较大压力作用下，封堵在喷头孔内的泥土会被冲出，不影响

喷头对辣椒种植地的正常供水。另外，由于输水孔内的水经过喷头作用于辣椒种植地，避免

了大量水从盲沟流出的情况发生，提高了供水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采用本发明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种植辣椒时的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辣椒种植地1、盲沟2、喷头3、输水管道4。

[0021] 实施例1：一种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一、苗床准备：选定背风向阳、通透性好、盐碱轻的地块作为辣椒种植地1，在

辣椒种植地1的地表下40～50CM处埋设盲沟2，盲沟2之间的间距为30～40cm；盲沟2内铺设

输水管道4，输水管道4的顶部均布有输水孔，输水孔通过输水管道4连通有喷头3，输水管道

4贯穿盲沟2，喷头3位于盲沟2的正上方；然后每亩辣椒种植地1施用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

3000公斤或高浓缩精制有机肥200公斤、高磷钾含量蔬菜专用氮磷钾复合肥50公斤得到苗

床；

[0023] 步骤二、辣椒苗选取：选取苗龄为45～50天、株高18～25CM、茎杆粗壮、无病虫害、

根系发达、节间短、茎粗较大的辣椒苗；

[0024] 步骤三、定植：于四月下旬将辣椒苗定植于苗床上，定植密度为2800～3000株/亩，

辣椒苗位于喷头3的正上方；辣椒定植时，使用灭菌药物对其进行灌根；灭菌药物包括原料

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20％、多杀菌素35％和石硫合剂45％；灭菌药物的使用量为

120g/亩；

[0025] 步骤四、水管理：晴天时，每隔1～2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4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雨

天时不供水；阴天时，每隔3～7天通过所述输水管道4对辣椒根部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供

水时，水分沾湿辣椒根部2/3～3/4；阴天时的供水主要看温度，温度较高则供水的间隔时间

相应缩短；

[0026] 步骤五、肥管理：辣椒定根生长后，每亩随水追施水溶性氮磷钾复合肥6～8公斤；

按照“采收一次、追肥一次”的原则，每亩次随水追施水溶性氮磷钾复合肥8～10kg；

[0027] 步骤六、根腐病防治：辣椒发生根腐病时，使用所述灭菌药物对其进行治疗，灭菌

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28％、多杀菌素38％和石硫合剂34％，灭菌药物的

使用量为130g/亩；

[0028] 步骤七、其他病虫害的防治：按照当前的辣椒病虫害防治方法进行处理即可；如疫

病：可用77.2％普力克水剂8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8

天防治1次，连喷2～3次。蚜虫：选用lO％吡虫啉或2.5％溴氰菊酯乳油可湿性粉剂2000～

3000倍液喷雾防治。斑潜蝇：20％斑潜净1500～2000倍液或10％潜虫杀800～1500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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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0029] 步骤八、采收：辣椒成熟后，适时采收即可。

[0030]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辣椒定植时，使用灭菌药物对其进行灌根；

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15％、多杀菌素40％和石硫合剂45％；灭菌药

物的使用量为130g/亩；根腐病防治时，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30％、

多杀菌素35％和石硫合剂35％，灭菌药物的使用量为110g/亩。

[0031]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辣椒定植时，使用灭菌药物对其进行灌根；

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18％、多杀菌素32％和石硫合剂50％；灭菌药

物的使用量为120g/亩；根腐病防治时，灭菌药物包括原料及其质量百分比为：欧杀灭25％、

多杀菌素35％和石硫合剂40％，灭菌药物的使用量为120g/亩。

[0032] 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辣椒种植地1内部埋设盲沟2和输水管道4，

水管理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即：晴天时，每隔1～2天对辣椒种植地1供水一次；雨天时不供

水；阴天时，每隔3～7天对辣椒种植地1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供水时，水分浸透到辣椒种植

的地表下方5～10CM。

[0033] 对比例2与对比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选用25％丙环唑EC替代灭菌药物对根腐病

进行防治；25％丙环唑EC的使用量为60～70g/亩。

[0034] 对比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采用现有技术种植辣椒，即辣椒种植地1内

部不埋设盲沟2和输水管道4，水管理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即：晴天时，每隔1～2天对辣椒种

植地1供水一次；雨天时不供水；阴天时，每隔3～7天对辣椒种植地1供水一次；对辣椒根部

供水时，水分浸透到辣椒种植的地表下方5～10CM；另外，选用40％氟硅唑EC替代灭菌药物

对根腐病进行防治；40％氟硅唑EC的使用量为60～70g/亩。

[0035] 对比例4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灭菌药物只包含欧杀灭。

[0036] 对比例5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灭菌药物只包含多杀菌素。

[0037] 对比例6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灭菌药物只包含石硫合剂。

[0038] 实验对比：

[0039] 实施例1～3和对比例1～6中，辣椒品种为遵椒二号。申请人于2019年在贵州省遵

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根据实施例1～3和对比例1～6(共9个组别)的方式种植辣椒各一亩，

验证每种方法对辣椒根腐病发病率和治愈率的影响；为了提高实验的可靠性，将每个组别

的一亩地划分为4个小组，且9个组别的各个小组之间较差设置，每个小组之间的辣椒种植

地1设置隔离板进行隔离，隔离板插入辣椒种植地1的地表2米以下。由于最终同一组别的各

小组之间的实验结果差异均在1％以内，差异极小，以下表一记载结果为同一组别中各小组

的平均值。

[0040] 表一

[0041] 组别 平均病株率(％) 平均治愈率(％)

实施例1 3.8 99.6

实施例2 4.1 99.7

实施例3 3.9 99.5

对比例1 6.5 93.3

对比例2 8.6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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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3 12.3 79.5

对比例4 14.6 50.6

对比例5 15.3 37.8

对比例6 15.8 49.2

[0042] 表一中：平均病株率(％)＝调查病植株数/调查植株总数*100；

[0043] 平均治愈率(％)＝治愈病植株数/调查病植株数*100。

[0044] 从表一中的实施例1和对比例2可以看出，在辣椒根部对其补充水分的方式可以明

显降低辣椒植株感染根腐病病菌的概率，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在辣椒下方施加水分，可以更

好的确保辣椒根部的水分供给，同时大大降低了烂根的情况发生，另外，盲沟2的设置，使得

辣椒种植地1渗透下来的水分从盲沟2内流走，水分中携带的根腐病病菌也随着流走；从而

降低了辣椒植株感染根腐病病菌的概率。

[0045] 从对比例1和对比例2可以看出：采用本申请中的灭菌药物对辣椒根腐病进行防

治，在预防和治疗效果上均要优于现有技术中使用的25％丙环唑EC。

[0046] 从对比例3与实施例1可以看出：在设置盲沟2、输水管道4以及选用灭菌药物的情

况下，实施例1对辣椒根腐病的预防效果显著优于现有技术。

[0047] 从实施例1与对比例4～6的对比可以看出，单独使用灭菌药物对辣椒根腐病进行

防治，其预防和治疗效果都较差。

[0048] 需要指出的是，本申请的实施例中，除了对于盲沟2、输水管道4、喷头3、输水孔以

及辣椒根腐病的防治药物及步骤外，其他步骤为现有技术，但该现有技术只是用于完善辣

椒种植的整体过程，便于理解，不应该将其作为本申请中关于辣椒种植现有技术的唯一限

定。

[0049] 本申请中的果蔬病虫害的防控栽培方法不仅尤其适用与对辣椒根腐病进行防治，

但也可用于防治其他果蔬的病虫害。

[0050]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11742795 A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11742795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