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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业绿色发展大背景下，为进一步保障有机草莓生产的产量、品质及生态安全，针对日光温

室草莓有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病虫害，总结了1套包括田园清洁及棚室消毒、生产苗选择、棚室环境管理

等农业防治措施，使用银灰膜、粘虫板、硫磺熏蒸等物理手段，同时利用天敌及生物农药等生物防治措

施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以供广大种植户参考。

关键词：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Strawberry 
Diseases and Pests in Solar Greenhouse

ZHU Ning1, WANG Lanyue2, HE Bingqing1, LI Hengyu3, LI Zhongming1, QI Changhong1

 (1. Beijing Changp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tation, Beijing 102200, China; 2. Beijing Changp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Center, Beijing 102200, China; 3. Beijing Plant Protection St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ensure the 

yield, quality and ecological safety of organic strawberry production, aiming at the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during organic strawberry production in solar greenhouse, a set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was summari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vast number of growers. It included agricultur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field cleaning, greenhouse disinfection, selection of seedlings, greenhous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hysical methods such as using silver grey film, stick insect plank and sulfur 

fumigation and others such as natural enemies and bio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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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消费水平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的提高，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受关注度越来越高，

草莓有机栽培在生产上受限制因素较多，绿色防

控技术作为可操作性强、安全有效的生产模式应

用越来越广泛。草莓的绿色防控技术是指生产过

程中，在确保草莓产量、品质和栽培环境生态安

全的前提下，通过采用农业、物理、生物技术等

综合性病虫害防治措施，达到不用或少用化学农

药也能有效控制病虫害危害的目的。日光温室草

莓绿色防控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

保方针，以加强栽培管理为基础，发挥植株自身

抗病能力和自然天敌控制害虫的作用，将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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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控制在最低水平。

1 农业防治

1.1 田园清洁及棚室消毒

草莓定植前应对整个棚室以及棚室周围进行

全面清洁，清除杂草和上一茬口植株残体，减少

生产环境中病虫来源。连续种植草莓的棚室要进

行棚室空间和土壤消毒，棚室消毒一般使用生物

熏蒸剂，如每667 m2喷施3 L的20%辣根素乳油，

杀灭残存病虫；土壤消毒可使用太阳能高温消

毒、20%辣根素水乳剂土壤处理，防止土传病害

的传播。

1.2 品种及生产苗选择

生产苗质量的好坏是草莓优质高产的基础，

在北京地区多选择休眠期短、口感好、耐低温、

早熟、高产、抗病、色泽好、果形整齐的品种，

如近几年栽培面积逐渐扩大的圣诞红、隋珠等。

选择具有3～4片叶，根系发达，无病虫害的生产

苗进行定植[1]。

1.3 棚室环境调控技术

利用设施栽培可以控制调节小气候的特

点，在草莓生长时期通过关、开风口和掀棉被

等简单操作对棚室内温湿度进行调节。定植初

期，由于气温较高，白天必须长时间打开风口

或将棉被展开一半，以助于快速完成缓苗；缓

苗成功后，通过多次开闭风口将白天温度控

制在28～30  ℃，夜间温度保持在8～10  ℃。

进入冬季后，白天温室升温较慢，棚内湿度

较高，8：00棉被合拢之后，可以短暂打开风

口，有助于湿气散到棚外；下午当棚内温度达

到18  ℃时，需要展开棉被。开春以后，当外

界的最低温度达到10  ℃以上时，就可以不使

用棉被。

温室内的湿度长时间超过70%，容易发生病

害，通过无滴膜覆盖、高垄栽培、滴灌等措施，

可以保持土壤水分、降低空气湿度，减少病害的

发生。浇水要小水勤浇，切不可大水漫灌，建议

每周浇水1次。合理通风是保持棚内适宜温度的

有效措施。草莓的定植密度不宜过大，每棚种植

2 500～3 000株（棚面积：50 m×8 m），以免植

株过密影响通风透光。

2
 
物理防治

2.1 防虫网、银灰膜及粘虫板防治虫害

在棚室的风口处覆盖防虫网，可以有效阻止

害虫进入棚室内为害。安装孔径为0.425 mm的防

虫网即可。

由于蚜虫对银灰膜具有忌避性，可使用银灰

膜覆盖或在设施内悬挂银灰塑料条等驱避蚜虫。

利用蚜虫、蓟马等害虫对颜色的趋性，悬挂

黄色、蓝色粘虫板分别防治蚜虫和蓟马，诱捕成

虫效果显著，操作简便。北京地区扣棚膜后即可

悬挂，一般每667 m2悬挂25 cm×30 cm的粘虫板

30片或25 cm×20 cm的粘虫板40片，黄板和蓝板

间隔悬挂。悬挂高度一般在植株上方10～15 cm

处。

2.2 硫磺熏蒸防治白粉病

电热硫磺熏蒸器作用机理是采用电路控温均

衡发热方式，通过加热使硫磺升华形成微小硫磺

颗粒，均匀分布于相对密闭的温室空间内，抑制

空气中及植株表面白粉病菌的生长发育，并能在

植株表面形成1层均匀保护膜，可起到防止病菌

侵入的作用。

每100 m2安装1台熏蒸器，悬挂于棚室中间

距地面1.5 m处，熏蒸器内盛20 g含量99%的硫磺

粉，傍晚盖帘闭棚后开始加热熏蒸，隔日1次，

每次3～4 h。为防止硫磺气体硬化棚膜，可在熏

蒸器上方1 m处设置1个伞状废膜用于保护大棚

膜。熏蒸器工作期间，操作和管理人员不宜留在

温室，以免吸入有害物质而损害人体健康。

2.3 气味趋避

大蒜中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对多种腐败细

菌或真菌（如白粉病、霜霉病等致病菌）有抑制

作用，同时大蒜发出的刺激性气味，对害虫有一

定的驱离作用。可以在草莓行间每隔5～10 m种植

葱、蒜等作物10～20株，利用其气味驱避害虫。

2.4 臭氧控制病害技术

当温室内的臭氧达到一定浓度时，能分解细

菌和真菌的细胞壁，破坏其代谢和繁殖，达到杀

灭病菌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臭氧对草莓灰霉病、

白粉病以及疫病等有很好的防治效果[2]。

在寒冷的冬季，草莓温室开风口较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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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密闭，是很多病害发生的高峰期。此时在温

室内安装1台臭氧发生器，可以有效抑制病害的

发生。将臭氧发生器悬挂在草莓植株上方1 m以

上处，每天臭氧释放时间控制在3 h左右。

2.5 性诱剂防治技术

使用性诱剂防治害虫绿色环保、无污染。斜

纹夜蛾是草莓上的一种重要害虫，能够取食草莓

的叶、蕾、花以及果实等。一般在一个温室内设

置1个斜纹夜蛾专用诱捕器，每个诱捕器内放置

专用诱芯1粒。悬挂高度为诱捕器底部距离植株

顶部20～30 cm，一般1个月需要更换1次诱芯[3]。

3 生物防治

3.1 生物天敌防治技术

3.1.1 捕食螨防治红蜘蛛

草莓上主要发生的叶螨有二斑叶螨、朱砂叶螨

和截形叶螨。目前生产中主要应用的捕食螨种类有智

利小植绥螨、加州新小绥螨、胡瓜钝绥螨、斯氏钝绥

螨。最常用的是智利小植绥螨和加州新小绥螨。

首先在定植前对草莓棚进行灌水处理，以杀

死土壤中的红蜘蛛等害虫。移栽草莓时，对草莓

苗喷洒1次杀螨剂，减少苗上的害螨。在使用捕

食螨之前，需要确定草莓叶片上红蜘蛛的数量。

以加州新小绥螨为例，如果是预防红蜘蛛，每

667 m2每次释放5～6瓶，大约15万头。当红蜘蛛

轻度发生时，第1次每667 m2释放9瓶，大约23万

头；第2次投放6瓶，大约15万头。当重度发生

时，第1次每667 m2释放15瓶，大约40万头；第2

次投放6瓶。

3.1.2 异色瓢虫防治蚜虫

异色瓢虫是蚜虫的重要生物防治天敌，其幼

虫1天能吃40～50只蚜虫，成虫1天可以吃掉100

多只蚜虫，1只异色瓢虫一生能捕食5 300多只蚜

虫，是防治蚜虫的理想天敌昆虫。

蚜虫零星出现时，在田间悬挂卵卡，每667 m2

悬挂50～60张，将卵卡固定在不被阳光直射的叶

柄处，避免阳光直射；发生严重时，以释放幼虫

或成虫为主，在“中心株”上撒施，2～4头/m2。

3.2 生物农药

3.2.1 寡雄腐霉

寡雄腐霉为一种广谱型微生物杀菌剂，能抑

制或杀死其他致病腐霉和土传病原菌，并能诱导

植物产生系统抗性。在草莓上的使用方法主要

有蘸根、滴灌、叶面喷施等。蘸根：草莓种苗定

植前放在配制好的寡雄腐霉750～1 000倍液中浸

泡1～2 min，然后取出移栽，对草莓红中柱根腐

病等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滴灌：草莓缓苗后即可

使用寡雄腐霉通过滴灌系统滴入，每667 m2用量

10～15 g。叶面喷施：使用寡雄腐霉3 000～6 000

倍液叶面喷施，15～20 d喷施1次，连续喷施可有

效预防各类真菌病害的发生。

3.2.2 蛇床子素

预防白粉病可以选择1 %蛇床子素水乳剂

400～500倍液喷雾，间隔7 d施药1次，连续喷药

2～3次，具有较好效果。

3.2.3 矿物油

矿物油主要防治草莓蚜虫、红蜘蛛及蓟马等

虫害，作用机理为油膜覆盖气门，导致昆虫憋气

而死。在虫害未发生或发生初期时使用效果好，

可用99%矿物油乳油200～300倍液进行喷雾，使

用中注意矿物油属于油水快速分离型，因此需常

进行搅拌，最好单独使用。若之前使用了硫磺制

剂，需间隔10 d之后才能使用矿物油，至少间隔7 d

之后才能使用铜制剂。

3.2.4 生物肥皂

生物肥皂是用动植物提取物合成的生物产

品，主要成分是脂肪酸盐。杀虫原理是生物肥皂

接触虫体，导致害虫脱水而死。生物肥皂杀虫谱

广，对蚜虫、蓟马、螨类等害虫均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喷洒时需要均匀喷雾，务必使皂液与害虫

充分接触。

使用方法：对水喷雾，稀释比例为50倍。喷

洒时保证皂液与虫体充分接触；不能与其他药剂

混合使用，且保证现配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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