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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及为兰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干燥假鳞茎入药，功能主治补肺止

血，消肿生肌，除药用价值外，白及还可作观赏植物。

• 因市场对白及需求量的剧增和可观的经济效益，近年来，贵州多地

开始大力发展白及人工种植，现已建成多个种植和种苗繁育基地。

一、研究背景 



• 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连作、田间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

了各类病害频发并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白及的

产量和品质。

• 关于白及病害的防治已成为其生产实际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背景 



•     我们通过2016年~2018年于贵州省施秉县、平塘县、安龙县、

正安县等白及种植基地进行真菌病害调查采样，并对其病原菌

进行鉴定、开展生物学特性研究以及生防菌和防治药剂的筛选，

旨在为白及真菌病害的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为

白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目的 



   

2. 1病害调查

        2016年~2018年，于多个白及种植基地进行真菌病害调查。采用

随机5点取样法对有代表性的发病地块进行调查，统计并总结各区域

不同病害的田间发病特征、发病率等。

标本采集地生境图片

二、研究方法 



   

分离：对于可离体培养的的病原菌如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块茎腐烂病病菌采用

组织分离法，灰霉病采用单孢分离法，不可离体培养的锈病病菌直接刮取孢子粉。  
致病性测定：依据柯赫氏法则进行。

形态学鉴定：包括培养性状、产孢结构、孢子形态等。

分子生物学鉴定：

      CTAB法提取各病菌基因组DNA后，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块茎腐烂病以引

物 ITS、tef1、β-tubulin，锈病以引物28S rRNA，灰霉病以引物rbp2、HSP60、

G3PDH对其DNA进行序列扩增，送样测序后，下载相关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

2.2 病原菌分离鉴定

Title 二、研究方法 



   

       
        以可离体培养且危害较大的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和块茎腐烂病病原菌为研究

对象，使用控制变量法，分别研究病原菌对：不同温度、培养基、pH、碳氮源、光

照条件的选择。

 

筛选：采用平板对峙法初步筛选出有拮抗效果的生防菌，再用双层平板打孔法测定

各生防菌对不同病原菌的室内抑制率；

鉴定：结合生防菌的形态特征和系统发育分析进行鉴定；

田间防治：制备发酵液防治田间发病较重的叶褐斑病，测定田间防效。

Title 二、研究方法 

2.4 生防菌的筛选鉴定及田间防治

2.3 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研究



   

2.5 主要真菌病害的药剂防治

        以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和块茎腐烂病病原菌为研究对

象，采用菌丝生长抑制法对其进行室内药剂筛选，再根据室

内药剂的筛选结果对田间发病较重的叶褐斑病进行大田防治

试验。同时选择市场上较常见的几种药剂对田间发病较重的

锈病进行大田防治试验。

Title 二、研究方法 



   

 3.1 病害调查

    调查共发现真菌病害5种，分别是叶褐斑病、锈病、幼苗叶斑病、块茎腐

烂病、灰霉病。其中锈病在4个基地均有发生，发病率均大于18%；叶褐斑

病于3地发生，发病率均不低于9%，两种病害为害普遍且病情较严重，是

最主要的真菌性病害；幼苗叶斑病主要发生于大棚育苗期，块茎腐烂病于3

地少量发生，两种病害虽范围尚窄，病情较轻，但一旦发病直接导致整株

死亡，同样具有较大危害性；灰霉病田间零星发生，发病率不足1%，为害

轻。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图1 叶褐斑病
症状

图2 幼苗叶斑病
症状



图3 块茎腐烂病
症状

图4 灰霉病
症状



图5 锈病--夏孢
子堆

图5 锈病--冬孢
子堆



   

 3. 2 致病性测定及病原鉴定
       
       依据柯赫氏法则明确菌株致病性后，通过对病原菌形态学和分子

生物学鉴定，明确了病原：

       叶褐斑病病原菌为燕麦镰刀菌（Fusarium avenaceum）；

       锈病病原菌为白及鞘锈菌（Coleosporium bletilla）；

       幼苗叶斑病病原菌为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块茎腐烂病病原菌为腐皮镰刀菌（F. solani）；

       灰霉病病原菌为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3.2.1 叶褐斑病病原菌-燕麦镰刀菌（Fusarium avenaceum）- HGUP17355

刺伤接种7d后，菌丝穿透叶肉组织 ，

产生病斑；无伤接种的叶片也产生淡

褐色病斑；对照叶片未见发病。回接

叶片发病症状与原病害样本症状相同，

从发病叶片再分离的病原菌与原接种

菌种相同。

证实了分离菌株（HGUP17355）

为致病菌，且致病性强，易通

过伤口侵染。



3.2.1 叶褐斑病病原菌-燕麦镰刀菌（Fusarium avenaceum）- HGUP17355

在PDA培养基上，气生菌丝丰富，羊绒状，

菌丝白色，菌落中心隆起呈淡黄色，菌落

背面枫叶红色。分生孢子梗多分支，无色

透明。小型分生孢子卵圆形、大型分生孢

子窄镰刀形，细长，弯曲，两端细尖。

菌株形态特征与Booth镰刀菌

属分类系统（1971）的镰刀菌

属图文集所描述的燕麦镰刀菌

形态学特征一致。



在基于ITS、tef1、β-tubulin基因序列构建的

联合系统发育树中，叶褐斑病病原菌

（ H G U P 1 7 3 5 5 ）与燕麦镰刀菌（ F. 

avenaceum）Z161，M127菌株聚集于一支，

且支持率达100%，能与其它种明显区分开。

因此，结合菌株形态特征和系

统 发 育 分 析 ， 将 病 原 菌 

HGUP17355鉴定为燕麦镰刀菌

（F. avenaceum）。

3.2.1 叶褐斑病病原菌-燕麦镰刀菌（Fusarium avenaceum）- HGUP17361



3.2.2 锈病病原菌-白及鞘锈菌（Coleosporium  bletilla）

   

夏孢子橙黄色，圆形或椭圆形，长宽比小于 

2 : 1，壁无色，表面具疣状突起。冬孢子单

层平行排列成栅栏状，表面包裹一层厚的透

明胶质鞘。冬孢子无柄单细胞，长宽比小于 

4 : 1，壁薄无色，表面光滑，油腻，内容物

金黄色，倒卵状，从顶端往基部逐渐变窄。

锈病病菌的形态特征与游崇娟

（2012）报道的鞘锈菌属真菌保

持一致。



3.2.2 锈病病原菌-白及鞘锈菌（Coleosporium  bletilla）

   

序列在GenBank里进行同源性比较，发现与其他菌株的同源性

均未达100% .基于28S rRNA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中树，锈病病

原菌与鞘锈属真菌Coleosporium聚于一个类群，但单独为一分

支，表明锈病病原菌与其他菌株同为鞘锈菌属，但与比对结果

中同源性较高的菌株不为同种。

根据锈菌的形态特征与系统发育分析，参考中

国真菌总汇（戴芳澜，1979）和游崇娟（2012）

对白及属植物锈病病原菌是白及鞘锈菌（C. 

bletilla）的报道，结合锈病病菌专性寄生的特

性，将白及锈病病原菌鉴定为鞘锈菌属，白及

鞘锈菌（C. bletilla）。



3.2.3 幼苗叶斑病病原菌-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HGUP17361

   

刺伤接种3 d后幼苗叶片产生淡

褐色水渍状病斑，与原病害样

本症状相同。无伤接种和对照

叶片未见发病。病原菌接种成

株叶片同样可引起水渍状淡褐

色病斑，表明该病原菌还可侵

染成年白及，且症状与接种

HGUP17355引起的叶褐斑病不

同，表明引起两种叶斑病害的

是不同的病原菌。



3.2.3 幼苗叶斑病病原菌-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HGUP17361

在PDA培养基上菌落近圆形，有浓密的白色绒毛

状气生菌丝，背面初期呈白色，后期逐渐产生淡

粉色色素。显微镜下菌丝无色透明；产孢细胞单

瓶梗，聚生或不规则分枝；大型分生孢子弯镰刀

状；厚垣孢子球形，在菌丝间串生；小型分生孢

子长椭圆形。

菌株形态特征与Booth（1971）的镰

刀菌属图文集所描述的木贼镰刀菌

保持一致，初步鉴定幼苗叶斑病的

病原菌为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3.2.3 幼苗叶斑病病原菌-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HGUP17361

   

在基于ITS、tef1、β-tubulin基因序列构

建 的 联 合 系 统 发 育 树 中 ， 菌 株

HGUP17361与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Z331，菌株聚集于一支，且支持率达

100%，能与其它种明显区分开。因此，

结合菌株形态特征，将幼苗叶斑病病

原菌HGUP17361鉴定为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3.2.4 块茎腐烂病病原菌-腐皮镰刀菌（F. solani）- HGUP1833

   
利用水培法及刺伤接种法测定菌

株的致病性，结果如图所示，回

接块茎发病症状与原病害样本症

状相同，从发病块茎再分离的病

原菌与原接种菌种相同，证实了

分离菌株为致病菌。



3.2.4 块茎腐烂病病原菌-腐皮镰刀菌（F. solani）-HGUP1833

   

在PDA培养基上呈边缘整齐的近圆形；气生菌丝白

色至灰白色，薄绒状平铺；菌落生长后期出现同心

轮纹，背面淡黄色；分生孢子梗长短不一，长筒形。

大型分生孢子纺锤形，壁较厚，具3~5个隔膜；小孢

子形态多样，肾形、卵形，0~1个隔膜。

菌株的形态学特征与Booth（1971）

的镰刀菌属图文集所描述的腐皮镰刀

菌基本一致，初步鉴定白及块茎腐烂

病 的 病 原 菌 为 腐 皮 镰 刀 菌 （ F . 

solani）。



3.2.4 块茎腐烂病病原菌-腐皮镰刀菌（F. solani）- HGUP1833

   

在基于ITS、tef1、β-tubulin基因序

列构建的联合系统发育树中，菌株

HGUP1833与腐皮镰刀菌（F. solani）

Z141聚集于一支，且支持率达100%，

能与其它种明显区分开。因此，结

合菌株形态学特征，将病原菌

HGUP1833鉴定为腐皮镰刀菌（F. 

solani）。



3.2.5 灰霉病病原菌-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 HGUP17511

   

刺伤接种3 d后产生褐色病斑，

菌丝可穿透叶片在病斑处形成

灰色霉层。无伤接种和对照叶

片未见发病。回接叶片发病症

状与原病害样本症状相同，从

发病叶片再分离的病原菌与原

接种菌种相同，证实了该菌株

为致病菌，且致病性强，主要

通过伤口侵染。



在PDA培养基上为圆形，菌丝初期为灰白色，呈放射状生长，

生长中后期颜色变为深褐色。15 d后菌落表面开始产生菌核，

黑色、表面光滑，散生于皿四周，纵切为半月形或类椭圆形。

分生孢子梗无色，有分支，顶端膨大成小梗，分生孢子着生

于小梗上，分生孢子卵圆形或宽椭圆形，无色。

菌株形态特征与《中国真菌志第二十

六卷--葡萄孢属 柱隔孢属》（张中义，

2006）描述的灰葡萄孢形态特征保持

一致，初步鉴定白及灰霉病的病原菌

为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

3.2.5 灰霉病病原菌-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 HGUP17511



在基于rbp2、HSP60、G3PDH基

因序列构建的联合系统发育树

中，菌株HGUP17511与灰葡萄

孢（B. cinerea）SAS405菌株以

100%的支持率聚集于一支，能

与其它种明显区分开。结合菌

株的形态学特征，将灰霉病病

原菌HGUP17511鉴定为灰葡萄

孢（B.cinerea）。

3.2.5 灰霉病病原菌-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 HGUP17511



3. 3 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

      测定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块茎腐烂病病原菌为的生物学特性。结果如下: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3.4 生防菌的筛选及田间防治
       
       初步筛选到4株对白及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块茎腐烂病病原菌具

有较强抑制作用的生防菌，分别标记为MD1、MS5、X7和F4。各菌株的

室内总体抑制效果排序为MD1＞MS5＞X7＞F4。结合菌株的形态特征和

分子系统学，将MD1菌株鉴定为钩状木霉（Trichoderma hamatum），

MS5菌株为俄罗斯木霉（T. rossicum），X7和F4菌株均为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4个生防菌株的发酵液用于田间防治白及叶褐斑病，

均具有一定的防效，其中，X7菌株效果最好，防效为43.45%。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以病原菌HGUP17355为指示菌，筛

选到4株生防菌。各菌株的抑制率

结果如表1所示，真菌MD1的抑菌

效果最佳，对各病原菌的抑制率均

达70%以上，其次为MS5，抑制率

均达65%；细菌X7的抑菌效果整体

而言略优于菌株F4。在三种病原菌

中，MD1和X7对叶褐斑病病原菌

HGUP17355的抑制效果最佳。

3.4.1 生防菌的筛选

叶褐斑病-燕麦镰刀菌(F. avenaceum) - HGUP17355

幼苗叶斑病病原菌-木贼镰刀菌(F. equiseti) - HGUP17361

块茎腐烂病病原菌-腐皮镰刀菌(F. solani) - HGUP1833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图1 菌株MD1对不同病原菌的拮抗作用 图2 菌株MS5对不同病原菌的拮抗作用

图3 菌株X7对不同病原菌的拮抗作用 图4 菌株F1对不同病原菌的拮抗作用

 不同生防菌对3种病原菌生长的抑制效果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三、结果分析--生防真菌鉴定

 

结合菌株的形态特征和分子系统学，将生防真菌MD1菌株鉴

定为钩状木霉（Trichoderma hamatum），MS5菌株鉴定为俄

罗斯木霉（T. rossicum）。

图1 生防真菌MD1的形态特征 图2 生防真菌MS5的形态特征

图3 基于rpb2、tef1基因序列构
建的MD1、MS5菌株和其他48
个木霉属菌株的系统发育树



结合菌株的形态特征、部分生理生化、分子系统学，将

生防细菌X7和F4菌株均鉴定为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三、结果分析--生防细菌鉴定

图1 菌株X7、F4的菌落及染色

图2 基于16S rDNA基因
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图3 基于gyrA基因序
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芽孢杆菌X7药后10 d防效为42.56%，药后20 d后仍然有较高防效（43.45%），但仍不

及生产上常用的70%甲基硫菌灵可湿粉剂稀释液（57.90%和60.69%）。        

三、结果分析-- 3.4.2 生防菌对白及叶褐斑病的田间防治



   

 4. 药剂的筛选及田间防治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

    5种药剂对叶褐斑病病原菌抑菌效果较好

        （1%申嗪霉素、45%咪鲜胺、37%苯醚﹒甲环唑、30%嘧菌酯、30%唑醚·戊唑醇）

    4种药剂对幼苗叶斑病病原菌抑菌效果较好

         （1%申嗪霉素、30%苯甲﹒丙环唑、45%咪鲜胺、30%乙蒜素）

    3种药剂对块茎腐烂病的抑菌效果较好

         （75%肟菌酯﹒戊唑醇、1%申嗪霉素、30%乙蒜素）

大田防效：1%申嗪霉素和45%咪鲜胺对白及叶褐斑病的防效较好，分别为71.15%和67.61 %；

25%三唑酮和25％醚菌酯·氟环唑对白及锈病的田间防效较好，分别为86.70%和70.34%。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1%申嗪霉素、45%咪鲜

胺、37%苯醚·甲环唑抑

制效果较好，EC 5 0值为

3.0683、6.2356 、13.5263 

mg/L，其次为30%嘧菌酯

和 3 0 % 唑醚 · 戊唑醇，

EC50值分别为、36.4316、

45.6829 mg/L。

三、结果分析-- 4.1 供试药剂对叶褐斑病病菌的毒力测定



 6种药剂中，1%申嗪霉

素悬浮剂抑制效果最好，

EC50值为4.6609 mg/L，

30%苯甲·丙环唑乳油、

45%咪鲜胺乳油、30%

乙蒜素乳油效果也较好，

E C 5 0 值为 9 . 0 6 8 8 、

9.6997、 22.1506 mg/L。

三、结果分析-- 4.2 供试药剂对幼苗叶斑病病菌的毒力测定



 8种药剂中，75%肟菌酯·戊

唑醇水份散粒剂和1%申嗪

霉素悬浮剂抑制效果最好，

E C 5 0值分别为 1 . 1 4 1 5、

3.3940 mg/L，其次为30%

乙蒜素乳油，E C 5 0 值为

18.0658 mg/L。病原菌对其

他药剂敏感性较低。

三、结果分析-- 4.3 供试药剂对块茎腐烂病病菌的毒力测定



      45%咪鲜胺防效最高（71.15%，75.80%），而1%申嗪霉素悬浮剂为生物源农药，

也有较佳防效（67.61%，69.50%）。

三、结果分析-- 4.4 叶褐斑病的田间药剂防治



        各药剂对锈病均有一定的防效。防效最佳的是25%三唑酮（86.73%、86.75%）

和25％醚菌酯·氟环唑（70.36%、72.90%）。

三、结果分析-- 4.5 锈病的田间药剂防治



 4. 5 不同施肥对叶褐斑病和锈病发生的影响   
            
         3种微生物肥中“耕田生物肥”（C处理）对减轻叶褐斑病和锈病发

生的效果相对较好，其病情指数分别可比CK减少37.23%、22.3%；

         5种叶面肥对两种病害发生的影响差异不大，对减轻病害发生的

效果均较不理想，最好的“翠康金钾”（D处理），其叶褐斑病和锈病

的病情指数仅比对照（CK）减少14.34%、8.05%。

Title 三、结果与分析 



各施肥处理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略比对照（CK）低，但

降幅不大。3种微生物肥中“耕田生物肥”（C处理）对

减轻叶褐斑病和锈病发生的效果相对较好，其病情指数

分别可比对照（CK）减少37.23%、22.3%。

三、结果分析--5.1微生物肥对叶褐斑病和锈病发生的影响



  不同叶面肥对减轻两种病害发生的效果差异不大，且效

果总体不理想。最好的“翠康金钾”（D处理），其叶褐斑病

和锈病的病情指数仅比对照（CK）减少14.34%、8.05%。

三、结果分析-- 5.2叶面肥对叶褐斑病和锈病发生的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1. 共采集到5种白及真菌病害       

        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块茎腐烂病病原菌分别为3个不同

种的镰刀属，其中叶褐斑病、幼苗叶斑病的病原鉴定为首次报

道；块茎腐烂病的病原菌为腐皮镰刀菌（F. solani）。锈病病原

菌为白及鞘锈菌（C. bletilla）；灰霉病病原菌为灰葡萄孢（B. 

cinerea）。

Title 四、结论与展望 



2. 明确了3种病害病原菌的生物学特性，可为病原菌的田间监测、流行规律

和综合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

3. 筛选到一株生防芽孢杆菌X7，对白及叶褐斑病有一定防效（42.56%、
43.45%）。

4. 筛选出1%申嗪霉素（71.15%）和45%咪鲜胺（67.61 %）可为防治白及叶

褐斑病的优选药剂；25%三唑酮和25％醚菌酯·氟环唑对白及锈病的防效较

好，分别为86.70%和70.34%。

5. 微生物肥“耕田生物肥”（37.23%、22.3%）对减轻叶褐斑病和锈病有
一定效果。

Title 四、结论与展望 



Title 展望 

    本研究对白及主要真菌病害进行了的病原鉴定、生

物学特性研究以及生防菌和防治药剂筛选等初步研究，

可为白及真菌病害的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后续还可对病原菌致病机理、生防菌的发酵条件、药剂

田间防治的最佳时间、剂量等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以期

保障贵州白及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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