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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蝴蝶兰软腐病是蝴蝶兰上最重要的病害，严重威胁着蝴蝶兰的生产和销售。本文阐述了蝴蝶兰软腐病的症

状特点、病原特征、发生规律及其防治技术，为指导蝴蝶兰软腐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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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兰原产热带、亚热带，是常绿草木花卉，

性耐阴、喜热，适于凉爽湿润环境生长。蝴蝶兰是

兰花中的珍品，具有“兰中之王”美称，以其高贵典

雅、花期长，颇受人们喜爱，适于美化客厅、卧室，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畅销国内外市场。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蝴蝶兰需求量越来越大，设施栽培

面积也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温室内的温度、光照、

湿度及水肥管理措施不到位，病虫害防治措施单一，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中蝴蝶兰软腐病危害最

为严重。为了减少该病造成的损失，通过观察实践，

逐步摸清了该病的发病规律，制定了综合防治措施，

以期有效控制蝴蝶兰软腐病的危害。  

1  症状识别 

蝴蝶兰幼苗及成株均可感染该病。叶片被害，

首先出现圆形水渍状小斑点，面向光源呈半透明状，

被害组织柔软有臭味，外部仅有一层透明的表层组

织，轻轻一压有腐臭组织溢出。在温湿度适宜时，

扩展迅速，3~5 d 内即可扩展为 20 ㎝左右的淡褐色

腐烂斑，病部腐烂后内含物流出，病部呈纸状干枯；

心叶遭受感染后，常在数天后导致整株死亡；叶鞘

为害时，从包茎膜开始沿叶脉向上，使叶片局部变

黄，扩展后叶鞘连叶基部分变色软腐，整片叶片脱

落，甚至整株死亡。  

2  病原 

目前报道的蝴蝶兰软腐病菌有胡萝卜软腐欧文

氏 菌 (Erwinia caoatovora)[1] 、 菊 果 胶 杆 菌

(Pectobacterium chrysanthemi)[2]、格氏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grimontii)[3]。该病原菌在土壤中广泛

存在．可侵害多种植物。可在土壤或水草等植物组

织上残留，存活期限因质材、叶龄、环境条件不同

而有差异，在种有蝴蝶兰的水草中可存活60 d以上。

杂草上也能存活25 d。病菌借水流或风力传播，主

要由伤口侵入，一股情况下，病菌生长适温为29 ℃，

湿度为95%。病菌在相对湿度100%、气温30 ℃条件

下。可在3 h内完成侵入过程，28 ℃下病害扩展最快。

感染1~2 d内，每日扩展2~3 ㎝，温度低于20 ℃时，

感染率及病斑扩展显著降低。 

3  发病规律 

2.1  高温、高温 
该病多发生在夏秋高温、高湿季节，连续阴雨

达 15 d 以上，气温偏低（25~30℃），通风不良，

极易发生和流行。一般来说，温度超过 26 ℃、湿度

超过 60%时，植物开始发病，随着温度、湿度的增

加病斑扩展迅速，传播速度加快。温度低于 20 ℃时，

感染率及病斑扩展显著降低。温室大棚在保温的同

时，也增加了棚内湿度，特别是夏秋季节，湿度接

近饱和，温度也大大高于室外温度，即使有风机通

风和水帘降温，白天温度仍在 30 ℃以上，夜间也在

27~30℃。水帘在降温的同时，又增加了棚内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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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温室内较室外更具发病条件。同时，由于夜

间湿度更大，病斑扩展速度和植株发病率大大高于

白天。 
2.2  病菌基数 

病菌基数越大，当年病害发病程度越重。目前

蝴蝶兰多采用温室大棚无土栽培，由于棚室重复利

用，室内土壤、苗床、盘钵、墙壁上都寄存有大量

病菌，使该病一年重于一年。即使是新棚，由于从

疫区引种，种苗本身带菌，也成为该病远距离传播

的重要途径。 
2.3  肥水管理 

盆土太湿或氮肥过多，也极易感染该病。对长

势差和脆弱的植株，如有外力损伤新叶，即会造成

该病菌的侵入。 
2.3  品种抗性 

植株品系间感病程度有很大差异，一般大叶品

种较感病，叶面蜡度厚的较抗病，未开花的植株较

抗病，开过花的植株较感病。红宝石品种最感病，

超群火鸟、台村红天使、世华钻石较感病，聚宝红

玫瑰较抗病。 

4  防治方法 

4.1  做好棚室与种苗消毒工作 
春季棚室过苗前，特别是重复利用的温棚，一

定要彻底进行消毒，以铲除越冬病菌，减少病菌基

数。药剂可用 40%福美砷 100 倍液，或五氯酚钠 200
倍液室内喷雾，也可撒生石灰 500 g/㎡进行地面消

毒，施药后闷棚 3~4 d。新区避免到疫区引进种苗，

并注意新引进种苗的检验检疫工作，进棚后立即用

10%百菌清 800 倍液喷雾灭菌，连续喷 2~3 次。感

病品系应和其他品系分开培育，以避免同室同床培

育，减少交叉感染。 
4.2  加强水肥管理 

蝴蝶兰是需水量多的花卉，但是浇水量过大、

过勤，钵体内基质含水量过多，长期处于饱和状态，

通气性差，容易引起烂根，影响植株健状生长，降

低抗病性。每次浇水时应做到干干湿湿，不干不浇，

缓水慢浇，防止水溅到叶片上。以水刚渗到钵底基

质为宜。一般以上午浇水为好，避免傍晚浇水和叶

片带水过夜，水温尽量和室温接近。蝴蝶兰施肥一

般都是结合浇水进行。施肥应遵循薄肥勤施，以富

含氮磷钾的复合肥和有机肥为宜，幼苗期可施含氮

素高的复合肥，催花期施磷钾素高的复合肥，夏季

高温发病期还可增施钙、镁等微量元素。 
4.3  降低棚室温、湿度 

蝴蝶兰生长最适温度在 25~30℃，最适湿度在

60%~70%，但是夏季棚内温湿度都会大大超过此界

限，加盖双层遮阴网，不但可降低棚内温度，还可

防止强光灼伤叶片。无抽风条件的简易棚应揭开周

边棚布降温降湿。装有风机水帘的温室，特别应注

意减少晚间水帘淋水时间而延长抽风时间。苗床种

苗不要摆放过密，要留有一定的株行距，避免叶片

交叉重叠，以利通风透光，为植株健壮生长创造良。 
4.4  选用抗病品种及品系 

迷你型、F460等品种，因其品种特性、长势以

及组培时脱毒工作等原因，具有较强的抗病性。 
4.4  病部处理，防止机械传染 

发病初期应立即用刀片把病部清除，剪刀要及

时消毒，伤口涂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干粉、铜制

剂（如氢氧化铜）或75%酒精，停止喷水3~4 d；另

外病株可用0.1%~0.5%高锰酸钾浸泡5 min。然后用

清水清洗，做到整盆清出隔离。发病严重的，应清

出大棚，做好环境卫生。 
4.5  合理运输 

长途运输时，保持兰株箱内干燥，防止产生新

鲜伤口，装运时要留通气口，有利于排风散热。 
4.6  药剂防治 

全园喷洒30% 四环霉素可溶性粉剂1 000倍溶

液、72%的农用链霉素800倍液、77%氢氧化铜可湿

性粉剂4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

软腐病有显著预防效果[4]。药剂应轮换使用，发病

初期7~10 d喷施1次，连续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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