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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组合防控措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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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 农学院，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为研究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的高效防控技术，2017年开展室内对比试验和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表明：在18.6%拌·福·乙酰甲悬浮种衣剂包衣基础上，苗期增施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1～2
次能有效控制棉花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的发生，对棉花安全，且能提高棉花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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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effe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on Rhizoctonia solani and Fusarium moniliforme of cotton, the

indoor comparison tests and field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in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 the basis of seed coating by

amicarthiazol + thiram + acephate 18.6% FS, mancozeb 80% WP could control Rhizoctonia solani and Fusarium

moniliforme effectively, and the combination control measures were safe to cotton, and could increase the yield of 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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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是世界上种植面积较大、分布较广的世界

性经济作物之一[1-2]。我国棉花种植的历史悠久，且

我国光照充足，温度﹑土壤条件和降水量都适合棉

花的种植及大面积推广，因此，植棉业一直是我国

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总产量居世界前列[3]。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棉花生产

在新疆农业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

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连作年限的延长，棉花病害

种类增多。据资料记载，我国棉花病害有50多种，造

成减产威胁的病害有近20种，包括苗期、成株期、铃
期病害等[4]。新疆常见棉花病害有枯萎病、黄萎病、
立枯病、红腐病、炭疽病和细菌性角斑病等，其中，

立枯病和红腐病是常发性苗期根腐类病害。立枯病

为世界性病害，常造成枯苗、死苗，是新疆棉区发生

最为普遍和严重的病害之一[5]。棉花红腐病易引起

芽变及根茎部红褐色腐烂，其发生与湿度关系密

切[6-7]。该病常在新疆特定年份或特定地区有较严重

发生。在精量播种条件下，2种苗期病害引起的缺苗

问题已成为影响新疆棉花产量和品质的制约因

素[6]。因此，及时、高效防治这2种病害是棉花生产上

保苗促产的重要措施，对确保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增

产、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8]。棉花立枯

病、红腐病分别由立枯丝核菌、串珠镰孢霉侵染引

起，其中串珠镰孢霉具有遗传多样性及较强的变异

能力，所致病害难以防治[9-11]。研究报道，百菌清、波
尔多液、代森锰锌可用于防治红腐病 [12]；甲基硫菌

灵、代森锰锌、百菌清、苯菌灵等可用于防治棉花立

枯病[13]。总体而言，针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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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品种抗性和防控技术等的研究较多，但在生产

实践中仍然存在防效不高的问题。本研究同时针对

立枯病、红腐病，采用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在室

内盆栽条件下及田间覆膜滴灌条件下开展多组合

防病试验，以期筛选出高效防控棉花立枯病和红腐

病的方法，为其高效防控提供依据。

1 试验方法

1.1 试验地点及供试棉花品种

试验于2017年5月～11月进行，试验地设在乌

鲁木齐三坪实验基地，试验田土壤为轻壤土。
供试棉花品种为新陆早42号，属感病品种，购

于新疆昌吉种子经贸市场。
1.2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有：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WP），

由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18.6%拌·福·乙酰

甲悬浮种衣剂（FS，3.6%拌种灵＋3.6%福美双＋
11.4%乙酰甲胺磷），由新疆农业科学院核技术生物

技术研究所提供。
1.3 供试菌株及主要试验材料

供试菌株：立枯丝核菌菌株RsAWT15-213、拟
轮枝镰孢菌菌株FvBYL15-113，均为对棉花有较强

致病力的菌株，由新疆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实验室提

供。菌株用于人工接菌。
主要试验材料有：小麦种子（用于麦粒菌种的

制备）、便携式滴灌器（用于滴灌施药）、标牌（用于

各处理及小区划分）等。
1.4 接种菌（麦粒菌种）的制备

将供试菌株活化后，转接到PDA培养基上，每种

菌备3个皿，于28℃培养5～7 d。麦粒灭菌，置于三角

瓶中，将培养菌用中号打孔器取出，接种在灭菌后

的麦粒上，于28℃培养3～4 d，作为麦粒菌种备用。
1.5 接种及接菌苗的培育

采用人工接种法建立病圃，选取棉花新陆早42
号进行播种。播种时按各处理每穴播撒2粒棉花种

子、2粒接菌麦种（2种菌混合接种），覆土，并保持土

壤湿润。
1.6 试验设计

田间防效试验共设4个处理：① 包衣；② 包

衣＋1次施药；③包衣＋2次施药；④不包衣不施

药。各处理重复3次，共12个小区，每小区面积12.6
m2，区组随机排列。

室内对比试验共设6个处理：① 包衣；② 包

衣＋1次施药；③包衣＋2次施药；④ 不包衣＋1次

施药；⑤不包衣＋2次施药；⑥不包衣不施药。各处

理重复3次，共计18个盆。
1.7 施药时期、方法与药液量

田间试验在棉花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发病高

峰期前后用药，药剂通过滴灌带施于棉花根部至根

部渗透。第1次施药在病害发生高峰期前（2017年6月4
日下午），第1次施药后10 d（6月14日下午）进行2次

施药。施药时天气晴朗无风。室内试验采用便携式

滴灌器施药。667 m2用药量为600 g。
1.8 病害调查及药效计算方法

施药前后每处理选取3点，各点随机选取弱、矮
棉花植株30株，调查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发生情

况，计算病情指数、防治效果，并进行测产。
病情分级方法[14]：0级，茎基部无病斑，为健康植

株；1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根部面积的1/4以下，或植

株茎基部出现零星病斑；3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根部

面积的1/4～1/2，或植株茎基部病斑向上扩展；5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根部面积的1/2～3/4，或植株叶片

褪绿，开始卷曲；7级，病斑面积占整个根部面积的

3/4以上，或全部叶片坏死。

病情指数=∑（各级病株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株数×7 ×100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分别于2017年9月10日、9月25日和10月10日采

收棉花。每小区采收7.2 m2，棉花采收后自然晾干，

去棉籽后称重。
试验数据采用Excel进行统计，SPSS 22.0软件进

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试验结果

室内对比试验结果见表1。盆栽条件下，18.6%
拌·福·乙酰甲悬浮种衣剂包衣后再施用80%代森锰

锌可湿性粉剂，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1次药后10 d，包衣未施药处理的防效为

36.0%，包衣施药处理的防效为61.7%～66.6%，未包衣

施药处理的防效为54.3%，包衣施药处理的防效好

于其他处理防效。2次药后10 d，处理③（包衣＋2次

施药）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的防治效果最好，为

82.3%；处理①（包衣 未施药）防 治效果最差 ，为

37.4%。由此可见，在种子包衣基础上加施80%代森

锰锌可湿性粉剂可以有效控制棉花苗期立枯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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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腐病，且2次施药效果明显好于1次施药效果。

2.2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各处理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的田间药效试

验结果见表2。田间试验条件下，18.6%拌·福·乙酰

甲悬浮种衣剂包衣后再采用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

剂进行防治，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1次药后10 d，包衣施药处理的防效为70.10%～
81.44%。2次药后10 d，处理③（包衣＋2次施药）对棉

花立枯病、红腐病的防治效果最好，为88.16%。在包

衣基础上再用药防治，对棉花苗期立枯病和红腐病

有很好的防治效果，且2次施药处理的防效明显好

于1次施药处理。

2.3 各处理对棉花的增产效果

各处理对棉花产量的影响见表3。

18.6%拌·福·乙酰甲悬浮种衣剂包衣后再施用

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的处理能够提高棉花籽棉

和皮棉产量。处理④（不包衣不施药）籽棉和皮棉产量

分别为2.61、0.950 kg。处理①（包衣）、处理②（包

衣＋1次施药）、处理③（包衣＋2次施药）籽棉产量

分别为2.99 kg、3.20 kg和3.24 kg，其中，增产效果最

好的是处理③，增产率为24.14%。处理①、处理②、处

理③皮棉产量分别为1.058 kg、1.159 kg、1.224 kg，其

中，增产效果最好的是处理③，增产率为28.84%。

3 小结与讨论

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是棉花生产中的严重病

害，目前主要通过化学药剂来防治该类病害。代森

锰锌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杀菌剂，具有较好的渗

透性，广泛用于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的防治。
室内盆栽试验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18.6%拌·

福·乙酰甲悬浮种衣剂包衣后再施用80%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剂，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且种子包衣基础上2次用药可显著提高防治效

果。种子包衣基础上施用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对棉花有较好的增产效果，籽棉增产率为22.60%～
24.14%，皮棉增产率为22.00%～28.84%。

因此，对棉花立枯病和红腐病等根腐类病害，

80%代森锰锌的防治效果良好。建议在棉花生产中，

采用18.6%拌·福·乙酰甲悬浮种衣剂包衣，苗期在

包衣基础上及时施用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防治

立枯病和红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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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室内药效试验结果

处理 药前病指
1次药后10 d 2次药后10 d

病指 防效/% 病指 防效/%
① 16.3 22.3 36.0 Cc 17.7 37.4 De
② 13.3 11.7 66.6 Aa 10.0 64.4 Bc
③ 15.1 13.4 61.7 Aa 5.0 82.3 Aa
④ 20.0 16.0 54.3 Bb 13.3 53.0 Cd
⑤ 21.7 16.0 54.3 Bb 8.3 70.7 Bb
⑥ 25.0 35.0 28.3

注：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值；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

分别表示0.01、0.05水平下显著差异。下表同。

表 2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处理 药前病指
1 次药后 10 d 2 次药后 10 d

病指 防效/% 病指 防效/%
① 8.72 9.50 36.25 Cc 5.83 53.57 Cc
② 7.91 4.47 70.10 Bb 3.60 71.47 Bb
③ 6.80 2.77 81.44 Aa 1.41 88.16 Aa
④ 11.03 14.90 12.50

表 3 不同处理对棉花产量的影响

处理
籽棉 皮棉

产量/kg 增产率/% 产量/kg 增产率/%
① 2.99 14.54 1.058 11.37
② 3.20 22.60 1.159 22.00
③ 3.24 24.14 1.224 28.84
④ 2.61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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