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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
“打开”
温室韭菜收割正确方式
［蔬菜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冬季是韭菜的消费旺季，供应主要依赖温室生产。菜农普遍采取增加收割频率的
方式获取更多产量，易导致韭菜长势变弱，品质下降等。这是由于韭菜是多年生草本植

豌豆褐斑病
豌豆褐斑病由半知菌亚
门真菌豌豆壳二孢菌侵染所
致。主要危害豌豆、蚕豆、菜
豆、苜蓿等蔬菜。
【简明诊断特征】 豌豆褐
斑病主要危害叶、茎和荚。
叶片染病，发病初时产生
淡褐色小斑，扩大后为圆形或
不规则病斑，边缘明显，病斑
中央坏死处散生黑色小粒点，
即病菌的分生孢子器。发生
严重时病斑连接成不规则形
大型病斑，可布满整张叶片，
潮湿时病叶皱缩。
茎部染病，病斑多呈椭圆
形 或 纺 锤 形 ，褐 色 病 斑 稍 凹
陷，边缘黑褐色，中央产生不
规则排列的黑色小粒点。
荚染病，初始产生淡褐色
小点，扩大后成淡褐色椭圆形
或 不 规 则 形 病 斑 ，边 缘 黑 褐
色，病斑上生黑色小粒点，后
期病斑凹陷，病菌可穿透病荚
危害种子，潮湿时种子表皮皱
缩，在种子上形成淡黄色至灰
褐色病斑。
【发生规律】 病菌以菌丝
体潜伏在种皮内越冬，或以菌
丝体或分生孢子随病株残余
组织遗留在田间越冬。播种
带菌种子，出苗后即可染病，
在子叶和幼茎上出现病斑，在
环境条件适宜时，产生的分生
孢子通过雨水反溅或气流传
播至寄主植物上，经潜育发病
后在受害部位产生新生代分
生孢子，进行多次再侵染，加
重危害。
病菌喜温暖潮湿的环境，
适宜发病的温度 10～32℃；最
适发病环境温度为 15～20℃，
相对湿度 90%以上；最适感病
生育期在开花结荚期。发病
潜育期 6～10 天。
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豌豆褐斑病的主要发病盛期
在春季 4—6 月。年度间早春
低温、多雨或入梅早、雨量多
的年份发病重。田块间连作
地、地势低洼、排水不良、土质
黏重的田块发病较重。栽培
上播种过早、种植过密、通风
透光差、氮肥施用过多、受早
春低温冷害影响、植株生长不
健的田块发病重。
【防治措施】 (1)选种与种
子消毒：从无病留种株上采收
种子，选用无病种子。播前要
做好种子消毒，干种子用 2.5%
咯菌腈悬浮种衣剂（适乐时）
包衣，包衣使用剂量为千分之
4～5，
包衣后晾干播种。
(2)实行轮作：重发病地块
提倡与非豆科蔬菜 2～3 年轮
作，
以减少田间病菌来源。
(3)加强田间管理：高畦栽
培，适时播种，适当密植，合理
施肥，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
的抗病能力。
(4)清洁田园：收获后及时
清除病残体，带出田外深埋或
烧毁，深翻土壤，加速病残体
的腐烂分解。
(5)化学防治：在发病初期
开始喷药，用药间隔期 7～10
天，
防治 l～2 次。 （未完待续）

物，根茎部的营养状况是其健康生长和持续高产的基础。合理地收割韭菜，能够改善韭
菜根茎部的营养状况，确保韭菜品质优良和产量稳定。
时机要适宜
冬季，温室韭菜最佳收割时间间隔是 30～
40 天，此时韭菜植株高度一般在 30～40 厘米，
叶片数达到 5～7 片，植株体内各种营养物质
的含量也比较高，韭菜品质和产量都处在最优
状态。收割过早，植株总体高度和养分积累尚
不充分，产量较低，风味偏淡；收割过迟，植株
易倒伏，老叶易黄化，感染病害风险增加，韭菜
口感也趋于下降。
收割时宜选用锋利干净的镰刀，在晴天早
晨或晚上进行，以早晨棚室内排湿后进行收割
为最佳。低温寡照天不宜收割韭菜，因为此类
天气下棚室内往往高湿低温，韭菜生长缓慢，
长势偏弱，
收割后产生的伤口易感染病害。
留茬高度要适中
留茬高度是指收割位置与韭菜鳞茎（葫芦
头）上端的距离。留茬高度要适中，既不可过
高，也不可过低，3～4 厘米较为理想。从刀口
颜色上判断，截面呈浅黄色为宜，若颜色偏绿
说明留茬过高，若偏白色说明留茬过低。韭菜
留茬过高，影响当茬韭菜的产量和品质；留茬
过低，极易损伤叶鞘基部分生组织，既会推迟
下茬收获时间，影响下茬产量，使全年总产下
降，
又会导致植株早衰，
抗病性下降。

收割次数要适当
温室韭菜的收割次数应根据植株长势、田
间水肥、病虫害发生情况以及市场需求而定，
整个冬春季以 3 次收割为最佳，最多不宜超过
4 次，有利于增强植株抗逆性。
温室韭菜收割前一星期内应避免浇水施
肥，加强通风排湿；收割后，棚室内应加强保
温 ，在 新 叶 长 到 4～5 厘 米 之 前 不 宜 浇 水 施
肥。这些措施都非常有利于避免韭菜灰霉病
的发生，
有利于韭菜健康生长，
促进稳产高产。
种好韭菜这两件事得知道
韭菜是原产我国的特色蔬菜，其适应自然
环境能力较强，一种多收，人称“懒人菜”。但
是，不知道下面几个种植常识，
“ 懒人菜”也很
难种好。
注意韭菜品种的休眠特性
一般认为，韭菜分休眠品种与不休眠品种
两大类。不休眠品种的韭菜，经受低温后，只
要满足一定的生长适温（比如覆盖棚膜），便可
比较迅速、整齐地萌芽，生长速度较快。休眠
品种的韭菜，在北方秋冬季气温降低时，地上
部分的营养会逐步回流到根茎部贮藏，这一过
程叫作休眠；只有达到足够的需冷量，待其养
分充分回根以后，才能够在适温条件下“苏

醒”。如果休眠不充分，即使给予适宜的生长
温度后，此类韭菜仍旧萌发不整齐，而且生长
非常缓慢。
韭菜不休眠品种一般具有直立性强、低温
条件下生长速度快等特点，比较适宜北方保护
地秋延后和秋冬季连续生产。韭菜休眠品种
大多具有颜色浓绿、香味浓郁、早发性好、发棵
齐整和粗壮高产等特点，在北方进行春提前、
露地以及越夏生产上有优势。
韭菜种子选新一些的好
韭菜种子的寿命比较短，常温条件下，一
般不超过 12 个月，存放 24 个月以上的种子大
部分失去发芽能力。韭菜种子在高温条件下
更易失去活力；低温冷冻能一定程度延长韭菜
种子寿命，越夏保存韭菜种子时建议保持低于
20 摄氏度或者具有冷冻条件。选购韭菜种子
时，要选新一些的好。
侬技

草莓缺素后的施肥技术

草莓缺素症状
缺氮的外部形态随着叶龄和缺氮程度而
转变，幼叶或未成熟的叶片，当氮素不足时，叶
片反而更绿，旺盛生长期的叶片由绿褪淡转
黄，老叶的叶柄和花萼呈微红色，叶绿锯齿变
红，由外向内发展，有的整叶呈亮红色或橘红
色，果小味淡。缺磷的植株叶片较小，叶色深
绿，生长缓慢，花、果也比正常生长的草莓要
小，
果实偶有白化现象。

严重缺磷的草莓，有些植株外观叶片呈黑
色，具有光泽，下部叶片为淡红色至紫色。缺
钾的植株叶片边缘呈黑褐色和干枯状，有的发
展成为灼伤，有的在大多数叶片叶脉之间向中
心发展，有的从叶片到叶柄发暗并变为干枯或
坏死，果色深质地软，味道淡。缺钙的植株根
毛少，生长慢，叶焦病在生育过程中频繁发生，
表现症状是叶片皱缩，叶色褪绿，叶面有淡绿
色或淡黄色的界限，病叶叶柄的棕色斑点上，
常有糖浆状水珠溢出，下部叶片由浅绿转黄色
继而干枯。
草莓缺素后施肥方法
1.注意土壤平衡施肥。钾肥的需要量最
大，其次是氮、磷，第三是钙，当然还需适量微
量元素，实行保护地栽培的，其氮、磷、钾需求
的比例为 1.7∶1∶2.2，实行露地栽培的，其氮、
磷、钾需求的比例为 2.9∶1∶3.9，两类栽培方式

中，都反映对钾肥的敏感性高，因此，在平衡施
肥上，应以此作参考依据。
2.选用有机肥作基肥。草莓的生育期较
长，产量高，市场对质量的要求高，在施用肥料
时，应选用以腐熟的农家厩肥、栏粪、人粪尿为
主，每亩施用 4000～5000 公斤，或饼肥 50～75
公斤，配施多元复合肥 15 公斤或施生物有机
复合肥 50～75 公斤，配施多元复合肥 10～15
公斤。酸性土壤应增加钙素，每亩补施石灰或
者石膏 50 公斤左右。
3.酌情看苗追肥。定植后的草莓对无机
营养要求高，在第一次开花之前，应追多元复
合肥 10～15 公斤，缺氮的每亩再追尿素 5 公斤
左右或人粪尿 250～300 公斤，缺磷的追施过
磷酸钙 10～15 公斤，缺钾的追施硫酸钾 7.5～
10 公斤。另可根外喷施 0.2%～0.3%的磷酸二
氢钾溶液 2～3 次。
侬技

棚室黄瓜叶片“镶金边”咋回事
近来，个别园区种植的黄瓜叶片出现“镶
金边”的现象，叶片边缘发黄，像镶了金边一
样，但叶片组织并不坏死。造成此种现象可能
有以下几个原因：
1.钾过量或不足中下部叶片黄边叶。土
壤缺钾或钾过量导致的叶边缘发黄，多发生在
中下部叶片上。一般钾不足的现象很少发生，
钾元素超标引发的黄边最为普遍。
2.温度过低或者过高叶缘发黄。如果棚
室温度过低，叶片变脆，同时叶缘发黄，形成
“降落伞”叶。温度过高，叶缘水分蒸发快，能
造成叶缘灼伤而发黄干枯。

肥害在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上时有发
生，常见叶片变黄、转褐、暗红以至呈现干枯症
状。无论施用有机肥或是施用无机化肥的，有
时也会见到叶片轻者翻卷、重者叶面皱缩的问
题，
严重的还会全株枯死。
如何避免、预防农作物肥害呢?首先要大
力推广科学施肥、配方施肥，强调增施有机肥，
逐渐减少化肥用量，按照目标产量，节本增效

3.药害或气害叶片边缘变黄。这种情况
多是中下部叶片受害，开始时叶缘变黄，后期
叶缘焦枯，严重者危害花果。其中也包括烟雾
剂熏棚时间过长或施用量大，
或高温用药。
4.土壤环境恶化叶缘镶金边。连年施用
过量的化学肥料，会导致土壤板结，土壤盐渍
化，
根系发育不良，叶缘会形成“镶金边”。
5.根系受伤叶片黄边。某些农事操作导
致根系自身受伤或浇水等原因导致沤根，从而
降低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造成叶片黄边。
6.缺钙顶部叶片“镶金边”。钙元素代谢
失调，中上部叶片叶缘变黄，叶缘下卷，形成

“降落伞”叶。缺钙严重，低温栽培的瓜类作物
特别是黄瓜顶部新叶发黄干枯。
侬柯

做到五点 肥害可免
施肥。其次要防止一次过量盲目施肥，无论无
机肥还是有机肥，都要按作物需求分次施肥。
第三，千万要注意不能施用尚未充分腐熟的有
机肥。第四，旱地作物要深施底肥或者追肥，
切勿向地面撒施化肥，提倡开行条施或者穴

面/向/郊/区

施。水稻施肥田间要有明水，高温季节应早晚
施肥，叶面有水时要等风干后追肥。第五要选
用正宗的肥料品种，索取正规发票，学会依法
维权，预防受骗上当。
侬柯

服/务/农/业

做/农/民/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