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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病害及其防治研究进展 

匡蓉琳，孙 思 * ，王 军，黄永芳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油茶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树种，但多种病害的发生严重阻碍了油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对已报道的 

油茶病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病害的病原、症状和发生发展规律等，重点在防治方法，并根据 

不同类别病害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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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amellia oleifera Diseases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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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Forest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uth of China, Camellia  oleifera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al  species.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diseases  hampers  serious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amellia  oleifera  industry.  In  this  paper,  it  was 
summarized for the reported Camellia oleifera diseases, including the disease pathogens, symptoms and regularity, 
especially  controlling  measur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h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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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山茶科，山茶属，是我国南方特有的重 

要木本油科树种。油茶树高一般 2~3  m，叶片椭圆 

形或卵状椭圆形，喜温暖，怕寒冷，对土壤要求不 

甚严格，宜生长于低山丘陵地带，我国为油茶自然 

分布中心地区。 据统计， 我国现有油茶林面积过 8.25 
万 hm 2 ，油茶总产量每年 20万吨以上。油茶除生产 

茶油外， 油茶的副产品可作为多种工业产品的原料， 

广泛用于化工、轻工、食品、饲料等行业 [1] 。 

随着我国南方各地油茶种植面积的迅速增加， 

各类油茶病害的发生也日趋严重，已经严重阻碍了 

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油茶病害种类较多，已有正 

式报道的就多达 10 余种， 这些病害绝大多数由真菌 

引起，少数属线虫和细菌病害，目前尚没有严重的 

病毒病害和非侵染性病害。 

1  真菌性病害 

1.1  炭疽病 

油茶炭疽病(Colletotrichum gloesporioides Penz.) 
在我国油茶产区发生极为普遍，是油茶最重要的病 

害。靳爱仙等 [2] 对油茶炭疽病的研究已有比较全面 

的概述，内容包括病原、发生规律、影响发病因素、 

抗病机制、防治技术和存在问题等方面。卢丽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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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油茶健康叶片中分离到对油茶炭疽病菌具有较 

强拮抗作用的内生真菌 3 株，它们在培养基平板上 

对油茶炭疽病菌的抑制率可达  60.0%左右。宋光桃 

等 [4] 从土样中分离到  109 株放线菌，离体接种试验 

表明菌株 F9 和 F10 均对油茶炭疽病菌表现较好的 

抑菌效果。 周国英等 [5] 研究解淀粉芽饱杆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F14，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Y13，PX 发酵液诱导油茶植株产生对炭疽 

病的抗性。王义勋等 [6] 研究利用解淀粉芽胞杆菌防 

治油茶炭疽病，发现菌株 WH1 发酵液室内抑菌效 

果明显， 田间试验的防效也显著超过对照化学药剂。 

刘军根等 [7] 使用一种新的生物杀菌剂果力士防治油 

茶炭疽病，结果表明，8%果力士能较显著地控制油 

茶炭疽病害，其防治效果较好，且使用安全可靠。 
1.2  软腐病 

油茶软腐病(Agaricodochium  camelliae)是我国 

油茶上仅次于油茶炭疽病的重要病害，其主要引起 

油茶大量落叶。我国科研人员对油茶软腐病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李雪娇等 [8] 研究表明生防菌剂对油茶 

软腐病菌内生拮抗细菌有较好的抑制效果。 
1.3  烟煤病 

油茶烟煤病其症状较易辨认，主要在叶面、枝 

梢上形成黑色小霉斑，后扩大连片，目前对烟煤病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防治方面。由于媒介昆虫是诱导 

该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治虫是防治该病的关键， 

主要的方法包括营林措施、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 

营林措施包括加强抚育管理和及时清除虫源等 [9] 。 

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瓢虫捕食绵蚧等 [10] ，化学防治 

包括喷施化学农药，或直接涂干，使在干基的药液 

透入植物组织，通过木质部导管输送至枝叶，被害 

虫吸食后发挥毒杀作用 [11] 。试验证明山苍子挥发的 

芳香油有抑制烟煤病病菌的作用，因此油茶林内间 

种山苍子是防治烟煤病的一种经济实用的措施 [12] 。 
1.4  根腐病 

油茶根腐病目前报道了两种，一种的病原为 
Cylindrocarpon  destructans [1314] ，另一种为  Sclero 
tium rolosii [15] 。Sclerotium rolosii 主要危害幼苗，并 

在病部产生菌核，因此防治的关键是培育壮苗和苗 

床消毒；而防治 Cylindrocarpon  destructans 的关键 

是保护幼树根茎处和主根，避免产生伤口。 
1.5  叶肿病 

油茶叶肿病主要危害油茶幼嫩组织，使其肿大 

变形。该病病原菌为油茶外担子菌(Exobasidium 
gracile) [1618] 。防治方法主要是在发病前期摘除病物 

或喷波尔多液等药剂。 
1.6  赤叶斑病 

油茶赤叶斑病主要发生在浙江、安徽等省，每 

年初夏开始发生，随气温升高逐渐蔓延，主要症状 

是老叶叶尖、叶缘干枯，严重时引起大量落叶 [19] 。 

防治措施主要有以下两种：(1)选择宜林地造林 

并加强抚育管理。(2)发病初期喷洒 1％波尔多液、 

或代森锌 600~800 倍、灭菌丹 400 倍等药剂 [20] 。 
1.7  白朽病 

油茶白朽病(Corticium  scutellare)主要危害干基 

和主根。 发病部位由于覆盖白色膜状菌体呈雪白状， 

最后病部下陷形成溃疡。发病严重的植株半边枯死 

至全株枯死，因此该病又称“油茶半边疯” [21] 。 

在防治上，由于发病植株很难防治根除，可成 

为来年的初侵染源，因此冬季应做好种植地清理工 

作，剪除病枝集中烧毁，及时刮除早期病株病斑， 

并用杀菌剂涂抹。 

该病病原的 ITS 基因已被成功克隆和测序，结 

果表明：病原菌 ITS 序列与 Genbank数据库中已有 

的序列同源性较低，最高仅为 94%，系统发育树也 

显示该菌不与其他菌株聚类而是单独聚为 1 支。因 

此尚难以根据同源性来确定其分类地位 [22] 。 
1.8  紫斑病 

油茶紫斑病主要危害嫩叶，叶面病斑为圆形紫 

红色，中央凹陷，后期病斑中央产生大量圆形小黑 

点，最后病斑坏死形成穿孔，该病病原菌属小尾孢 

属(Cercosporella sp.) [23] 。 

幼龄林易发病，中、老龄林发病较少。防治时 

在春季喷洒波尔多液保护幼叶，并在抚育时剪除幼 

林过密枝和中、老林的徒长枝。 
1.9  叶枯病 

该病主要引起油茶大量落叶、落果，影响产量 

和质量。 春末该病开始发生， 在阴雨天气蔓延迅速， 

叶部症状表现为叶尖或叶缘产生黄色或褐色不规则 

的大圆形病斑，果实感病后一个月左右出现裂果、 

落果 [24] 。 

使用托布津等常规药剂喷洒防治该病效果不甚 

理想，可试用代森锌、尿素溶液和硼砂液等混合进 

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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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它病害 

2.1  根结线虫病 

该 病 主 要 由 南 方 根 结 线 虫 (Meloidogyne 
incognita)侵染引起，主要症状是在感病株的主根、 

侧根和须根上出现大小不一的根瘤。在瘤的周围因 

受刺激而长出次生根，次生根又可被线虫寄生长出 

小根结，许多根瘤盘结成面饼状的须根团。由于防 

治难度大，目前该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病品种的 

选育。丘守维 [25] 通过不同物种类型感病情况调查得 

知，普通油茶中岑溪软枝油茶感病严重，病株率达 
96％，发病指数 0.61；大红油茶感病最轻，病株率 

为 4％，发病指数仅 0.01。邓力等 [26] 南荣油茶和陆 

川油茶的发病情况较轻， 病株率分别为 23%和 18%, 
根结指数分别为 7.4和 5.0； 宛田红花油茶和博白大 

果油茶的病株率分别为 4%和 2%，根结指数分别为 
0.8 和 0.4，发病最轻。 
2.2  青枯病 

该病在广西柳州一带的油茶林内时有发生。一 

般零星分布，典型感病植株呈全株萎蔫失水状，刚 

死亡的植株叶片保持青色而不脱落，根茎部或根部 

变褐色。 

主要防治措施包括：(1)严格检疫，销毁发病苗 

木；(2)选择排水良好适宜油茶生长的偏酸性红壤； 
(3)尽量避免和减少伤口的产生，防止病菌侵入 [27] 。 

3  结论与展望 

由于油茶在世界上分布不广，我国是主要的种 

植国家，所以其病害的防治研究主要在我国进行， 

而国外关于油茶病害的报道几乎没有。 

根据我国油茶病害的危害程度，我们可以分为 

三类，第一类在多地都有发生，危害严重，造成较 

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油茶炭疽病和软腐病；第二类 

零星或局部发生， 危害相对较轻， 包括油茶烟煤病， 

根腐病，叶肿病，赤叶斑病，白朽病和根结线虫病； 

第三类仅在个别地点发生。 

从整体来看，油茶病害的研究，特别是第一二 

类病害的研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在新发现病害后，对病害进行病原学、症状学和流 

行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防治学研究；第二个 

阶段和第一个阶段没有明显界限，主要是随着科技 

的发展和对病害了解的深入，防治工作从初期的以 

营林和化防等为主，扩展到抗病品种的选育和生物 

防治等，如油茶炭疽病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初 

期经营粗放，只考虑到化防的便捷等优点，没考虑 

污染和残留等负面因素，但近年来随着我们对农产 

品品质要求的提高，该病生物防治的研究已经广泛 

开展。

对于这三类病害的防治工作，需要采取不同的 

措施：第一类为重点防治对象，应采取综合防治， 

包括预测预报，开发高效低毒的无公害制剂（包括 

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和选育抗病品种等措施，这 

也可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第三类只需监控即可， 

发生后再进行防治；第二类要区别对待，若本地以 

往已有严重发生，则按第一类采取防治措施，若刚 

发生，则按第三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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