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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赣南脐橙的重要病害之一——溃疡病的症状、危害、病原、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进行了综述。其中重点

介绍了防治研究的 新进展并对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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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ew introduced the citrus canker of Navel Orange in Gannan including its symptoms, 

damage, pathogens, occurring rules and control methods, focused on the controlling researches, and provide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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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是我国 大的脐橙产区，脐橙种植面

积达160余万hm2，年产脐橙130万吨以上，“赣南脐

橙”品牌价值也从2009年的19.9亿元迅速增长到

2011年的32.11亿元[1]，可见脐橙产业已成为江西赣

南广大果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有着走向世界的

广阔前景。但是，随着赣南脐橙栽培面积的不断扩

大，柑橘溃疡病的为害逐渐加剧，已成为赣南脐橙

的 重要病害之一，严重影响了赣南地区脐橙产业

的发展[2]。为了更有效地防治赣南脐橙溃疡病，本

文对该病害及其防治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  

1  症状与危害 

赣南脐橙溃疡病与一般柑橘溃疡病症状相比并

无特殊之处，主要为害脐橙嫩梢、嫩叶和幼果。叶

片发病初始在叶背出现针尖大的淡黄色或暗绿色油

渍状斑点，后扩大成灰褐色近圆形病斑。病斑穿透

叶片正反两面并隆起，且叶背隆起较叶面明显，中

央呈火山口状开裂，木栓化，周围有黄褐色晕圈。

枝梢上的病斑与叶片上的病斑相似，但较叶片上的

更为突起，有的病斑环绕枝一圈使枝枯死。果实上

的病斑与叶片上的病斑相似，但病斑更大，木栓化

突起更显著，中央火山口状开裂更明显。 

苗木受害后引致落叶枯梢，严重时导致枯死；

脐橙受害后引致落叶、落果，树体衰弱，严重影响

果品的外观、品质和商品价值。目前防治该病主要

使用化学农药，不但增加了果农的投入和成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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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导致了果品的农药残留，直接降低了赣南脐橙的

国际竞争力[2]。 

2  病原 

引起柑橘溃疡病的病原为地毯草黄单胞柑橘致

病变种(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citri)。国外报道

至少将其分为 5 个不同的致病类型，即 A、B、C、

D 和 E 型，其中 A 型菌系侵染力 强，在世界各

地都有分布，在亚洲柑橘溃疡病菌主要属于 A 型

菌系即亚洲型[3]。有研究表明，赣南脐橙溃疡病病

菌为强致病性的A菌系[4]。但郭青云等报道赣南脐橙

溃疡病菌普遍存在分化现象，其生理生化指标与前

人报道的A菌系特征均有不同[5]。我们在试验过程中

也发现，从不同品种的发病脐橙上分离溃疡病菌，

获得的菌株对非寄主植物的侵染力与对寄主的大相

径庭，这从毒力方面来说与郭青云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因此，赣南脐橙溃疡病病原具体属于哪一种类

型的致病菌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  病害发生规律 

病菌潜伏在脐橙病叶、病梢、病果内越冬，其

中以秋梢病斑内的病菌 为重要，其次为夏梢和春

梢病斑内的病菌。年前在田间的土壤、土表病叶、

病果与病果皮、室内的病果与病果皮中存活的病菌

均不能越冬成为翌年的初侵染源。然而，早春病落

叶中的病菌有成为侵染源的可能性。另外，来自病

果园的雨后流水流经无病果园时，有传病的可能[6]。

这些越冬病菌借风雨、昆虫和枝叶接触侵染脐橙春

梢和幼果，并成为夏、秋梢的再次侵染源。高温多

雨季节有利于病害的发生，病斑大小与雨量关系密

切。病害在脐橙各个抽梢期均可发生，一年中以夏

秋梢发病尤为严重。需要注意的是，溃疡病菌一般

只侵染一定发育阶段的幼嫩组织，对刚抽出来的嫩

梢、嫩叶、刚谢花后的幼果，以及老熟的组织都不

侵染或很少侵染[7]。此外，病害发病程度与脐橙种

植密度、树体年龄也相关联[8]。 

赣南脐橙春梢溃疡病田间初见期在 4 月上中

旬，4 月底至 5 月中旬为发病高峰期。赣南春季相

对湿度较高，因此决定春梢溃疡病始发和消长的主

要因子是气温，当日平均温度达 12℃以上持续

10~15 d 时田间开始发病。夏、秋梢柑桔溃疡病在

萌芽后 15~20 d 开始发病，在赣南由于 6~8 月份短

时降雨多，特别是台风引起的降雨多，湿度大，所

以非常有利于溃疡病的发生。影响秋梢和果实发病

的主要因子是降雨和湿度，因为这个时期秋季赣南

以高温干旱为主，所以病情远轻于夏梢；除雨水较

多年份外，秋梢发病一般也较春梢要轻。病情严重

的夏秋梢叶片寿命仅 2~4 个月，在没有完全转绿或

刚老熟时则脱落[9]。 

4  防治方法 

一般来说，对柑桔溃疡病主要采取以农业防治

为基础、化学防治为主导的综合防治策略。根据溃

疡病的发病规律，结合赣南地区的气候和具体环境，

目前对赣南脐橙溃疡病的防治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

面。 

4.1  农业防治 

对于赣南脐橙溃疡病的防治来说，农业防治是

基础，大量文献对这方面均有报道。首先要做好冬

季清园相关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剪除病枝病叶并进

行销毁；其次，要适时控梢并及时防治害虫，以防

虫伤成为溃疡病菌的入侵通道；再次，要合理施肥，

主要是施足有机肥，增施磷钾肥，以提高树体抵抗

力[7, 9, 10-11]。 

4.2  药剂防治 

药剂防治赣南脐橙溃疡病主要涉及到防治时期

和药剂的选择两个方面。针对溃疡病菌的发生规律，

结合赣南的气候特点，一般认为脐橙溃疡病防治的

佳时期分别为春梢叶片转绿期，夏秋梢展叶期和

幼果期。另外台风雨前后应及时喷药，以保护幼果

及嫩梢[9-10]。 

防治赣南脐橙溃疡病的药剂种类较多，常见的

有77%可杀得或77%多宁可湿性粉剂600倍液，47%

加瑞农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20%叶青双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0.5%波尔多液、47%加瑞农 800 倍

液，新植霉素 3 000 倍液，72%农用链霉素 400 倍

液，20%加收米或 20%噻菌铜 500 倍液等[9-11]。值

得注意的是，铜制剂由于防效好、兼治真菌性病害

的优点被广泛用于脐橙溃疡病的防治，但是有报道

指出，铜制剂在使用时易造成药害、诱发红蜘蛛且

安全间隔期长，所以尽量不用或者少用[10, 12]。 

随着化学农药的大量频繁使用，很多常规药剂

失去了初用时的良好效果，导致赣南脐橙溃疡病的

发生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为了解决抗药性产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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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迫切需要筛选防效好的新型生物药剂。孙慧敏

等的研究表明，农用抗菌素 30%金核霉素可湿性粉

剂和 72%农用链霉素可湿性粉剂对溃疡病控制效果

良好，可作为赣南脐橙溃疡病防治的主要药剂；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和

50%福美双·溴菌腈可湿性粉剂对溃疡病具有较好

的控制效果，在防治赣南脐橙溃疡病时可与金核霉

素、农用链霉素交替使用；6% 大蒜素乳油对溃疡

病具有一定的控制效果，可作为绿色或有机脐橙生

产溃疡病防治使用[13]。赖剑锋等的研究表明，2.6%

靓果安单剂 300 倍、500 倍液对赣南纽荷尔脐橙溃

疡病的防效较好，值得推广[14]。 

总之，无论何时使用何种药剂，都要注意农药

的轮换交替使用，并且严格控制施药次数，注意安

全间隔期，只有这样病菌才不易产生抗药性，赣南

脐橙产业才可能持续发展。 

4.3  其他防治方法 

柑橘溃疡病作为一种检疫性病害，要严格进行

检疫。具体做法为：对无病果园或新建果园，一定

要严禁引入病苗木、病果等带病组织，并加强果园

病情监测和调查，一旦发现病树或发病中心及时扑

灭[15]。 

溃疡病菌对寄主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尤其对

甜橙类的柑桔树侵染严重。虽然不同甜橙品种对溃

疡病的抗性不尽相同[16]，但是目前赣南脐橙栽种品

种对于溃疡病菌来说均为易感系，因此只能通过其

他方式增强脐橙树体的抵抗力来达到防病的目的。 

目前，针对赣南脐橙溃疡病进行生物防治的研

究非常少，仅见刘冰等筛选出可以抑制赣南脐橙溃

疡病菌生长的内生细菌[17]。但是关于柑桔溃疡病生

物防治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却有不少报道。己知对柑

橘溃疡病菌有拮抗作用的微生物有草生欧氏杆菌

[Erwinia herbicola (Lohnis) Dye]、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Ehrenberg) Cohn]、荧光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Migula)和丁香假单胞杆

菌 (Pseudomonas syringae van Hall) 以及腐生的

(Xanthomonas spp.)[18]。在国内，周吉奎等报道了K.2

与K.8两种细菌在温室和大田防治试验中对柑橘溃

疡病表现出良好的防治效果[19]；谭小艳等研究了温

度等条件对鲍氏不动杆菌Bt8、内生拮抗洋葱伯克霍

尔德氏菌Bc51和枯草芽孢杆菌Bv10在皿内和叶片

上抑制溃疡病菌效果的影响[20-22]；陈力等对枯草芽

孢杆菌CQBS03抑制柑橘溃疡病菌的抗菌活性蛋白

进行了初步研究[18]；董玉兰等[23]和张洪波等[24]也分

离筛选出来溃疡病菌拮抗生防菌株，并初步测定了

其田间防治效果。对于赣南脐橙溃疡病的防治可以

借鉴和利用其他柑橘溃疡病的生防技术，同时也应

该加强专门针对赣南脐橙溃疡病进行生物防治的研

究。 

5  结语 

赣南脐橙是我国的特色水果之一，具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研究影响其品质

的溃疡病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赣南，脐橙溃疡病的

症状与其他柑桔类果树上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但是其病原和发病规律与其他柑桔溃疡病却不尽相

同，这主要是由赣南的气候特点所决定，所以对于

赣南脐橙溃疡病的防治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

目前，对于赣南脐橙溃疡病的研究虽然有一些报道，

但是并不深入，难以为该病的发生和防治提供技术

保障。鉴于赣南脐橙的重要地位和溃疡病的严重影

响，笔者认为应本着安全、环保、高效的原则，结

合赣南气候特点和当地实际情况，加强对脐橙溃疡

病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病害检测和防治方面尤为紧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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