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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 何月秋，湖北黄冈市人，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南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省突、省贴、国务院津贴专家，二级教授，云南

省教学名师。主持与承担国家和省重大科研项目25项；获国

家和省级一、二、三等科技奖16项；发表国内外论文350多篇，

申请和获得实用新型7件，发明专利59件；出版专著3部，主

编教材2本，副主编8本；出版诗集《一抹绿野》、《宁静小

隅》；指导本科毕业论文250多名，培养硕士生136名，博士

生40名。

• 一名植物医生，开发了生物有机肥6个，正式登记生物农药1
个，功能微生物菌剂8个，包括高效控制白粉病、灰霉病、枯

萎病、根肿病、炭疽病、根腐病、白绢病、黄龙病、溃疡病，

红蜘蛛、蓟马、蚜虫、鳞翅目各类害虫、红火蚁、跳甲等害

虫。



内容

• 一、白斑病

• 二、圆斑病

• 三、混合型--未定名

• 四、黑束病

• 五、细菌性顶腐病

• 六、细菌性茎腐病

• 七、致死性坏死病

• 八、干热风



一、玉米白斑病1. 症状

•   病斑最初较小，淡绿色，

散生于叶片表面。随着时间推

移，病斑变白、变干，有或无

深褐色边缘，类似百草枯除草

剂引起的药害斑点。病斑圆形、

长形至长方形，0.3~2.0厘米。

白斑病（番兴明），白点病（白金铠）。
从症状上来看，与巴西人称之为暗球腔
菌叶斑病（Phaeosphaeria maydis）相
同。



         严重时，病斑逐渐
合并成不规则的大病斑，
长达10厘米至整个叶片
枯死。



       病斑颜色偏白，病斑

具穿透性，即病斑在叶

片正反面大小和颜色完

全一致，或者几近一致。

      病斑边缘整齐清晰，

无放射状或不清晰的延

伸线或延伸状斑。病斑

有突然下陷的症状，后

期会出现破裂穿孔。 



损失：10%-70%。



2. 病菌 后期病斑上着生有小黑点（分生孢子器及分生孢子

萌发菌丝）。分生孢子器球形，有孔口，埋生或半埋生于叶片表

皮之下。 白斑病是由高粱附球孢(Epicoccum sorghinum )引起。

纵切



病菌形态

分生孢子
菌落形态



3. 发生规律--品种抗性

抗性 HS S MR R HR 合计

数量 2 59 60 13 0 134

2020年8月15日

2020年9月在文山和
德宏调查，抗病品种
约占25%。



3. 发生规律--病菌越冬与传播

• 白斑病菌在寄主植物（玉米）残体或土壤等场所越冬。在

随后的生长季节，当遇到适宜有利的气候条件(雨量多及

气温适中)，病原菌的孢子繁殖体会通过雨溅风吹传播到

新种植玉米的地方，病菌的分生孢子在玉米叶片组织上萌

发，形成初侵染。

•  病原菌在田间可多次反复侵染玉米组织，特别是当夜间

温度超过14℃时，雨水多/潮湿/结露重时会进一步加重病

情。空气相对湿度超过70%，病原菌孢子容易侵入玉米组

织。

• 在大喇叭口期便开始发病，致抽穗期渐进入发病高峰期。



4. 病害发生史

• 1990年代，在广西河池地区，贵州省毕节市均能见到。

• 1991年，四川省大竹县600米海拔处有发生。张必胜

•  2017年，耿马县撒马坝发现，五谷1790易发病--张越庭

• 2016年，湖北五峰长乐坪乡有发生，基地2亩多。

• 2020年，湖北省鹤峰连片发生3万多亩。400米到1300米
地区均有发生。雅玉889系列轻一点。王章伟-湖北鹤峰农
业局。

• 广西：宜州、武鸣、北海、田阳、天等、德保、贵港等有
零星发生，非特别关注的难以引起注意。



过去 2021年至今
发病线北移

云南发生史：1990年代，云南省红河州绿春，普洱市江城县的山
区已有发生，2016年-2017年间，临沧耿马有发生；2017年，文山
州西畴县，普洱江城县有发生；2020年始南部发生，特别是普洱
市境内尤其严重。2021年南起边境线，北至楚雄、昆明、曲靖境
内均有发生。



国外

•    

但是，针对类似的症状，病原菌分
类混乱；Phaeosphaeria maydis, 
Phoma sorghina, Epicoccum 
sorghinum, 等等。病菌分类有点
乱。

 该病害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巴西玉
米种植地区发生。



二、云斑病

病斑初期为较小

的褪绿斑(1~10mm)，
后期坏死，逐渐发

展成枯草黄色。

   病斑边缘模糊不清，

界限不明，容易彼

此相连成片，特别

是靠近中脉部更是

连片成大病斑。



       病斑后期成云纹状，

颜色偏枯草色，前期间有

未完全褪色的绿色区域。

病斑在叶片正反面大小和

颜色不一。

    叶片病斑正反面的大

小主要取决于病原首先从

哪一面侵入，早侵入的一

面病斑就大。相对的另一

面则呈现暗绿色，中央淡

黄色病斑。当摘下病斑对

光看时，褪绿斑较大，边

缘不清。 

云斑病是由暗球腔菌

(Phaeosphaeria sp. )侵染

所致。

“祥云”飞渡



           白斑病与云斑病的显

著区别：白斑型病斑的白

斑边缘少有褪绿部分或者

褪绿部分很窄，有时有狭

窄的褐色坏死线，病斑中

部失水快，变薄，后期有

的病斑出现脱落和穿孔现

象。

            特别注意，在同一片

叶上，这两种病斑可以同

时见到，但一眼就可以辨

认出哪一个是白斑，哪一

个是云斑?

这片叶上有3种病斑，看看它们是什么病害？



三、混合型，暂未定名



3. 发病规律

•        白斑病和云斑病的病原菌在寄主植物（玉米）残体或

土壤等场所越冬。在随后的生长季节，当遇到适宜有利的

气候条件(雨量多及气温适中)，病原菌的孢子繁殖体会通

过雨溅风吹传播到新种植玉米的地方，病菌的分生孢子在

玉米叶片组织上萌发，形成初侵染。

•         病原菌在田间可多次反复侵染玉米组织，特别是当夜

间温度超过14℃时，雨水多/潮湿/结露重时会进一步加重

病情。空气相对湿度超过70%，病原菌孢子容易侵入玉米

组织。

• 一般来说，白斑病发生较云斑病早一些。



四、玉米黑束病



症状与病原

初期叶片中脉变红，叶片出现
淡紫色或紫红色不规则条斑，
后扩展到整个叶片，茎皮变成
紫红色或紫褐色。叶片逐渐失
水，从叶尖、叶缘向叶基部扩
展，形成黄白色、紫褐色干枯，
整株从顶部向下迅速干枯。病
茎茎部维管束组织变成浅褐色、
黑褐色或黑色坏死，变色部位
可长达几个节间，尤以果穗节
上、下的3-4节变色最深。地下
部节和节间呈黑褐色坏死。

穗不孕，不结实或结实少。有
的出现过度分蘖和果穗增长。

• 由Sarocladium 
strictum(直帚枝杆孢）菌
丝纤细无色，有分隔，常
数根或数十根联合成菌索。
分生孢子梗单生，直立，
基部略粗，上部渐细，长

为23.2-78.3m，有时分
二叉或三叉。分生孢子单
胞无色，椭圆形或长椭圆
形，在分孢子梗顶端粘合
成头状，大小2.9-
8.7×1.5-2.9(m)。



五、玉米细菌性顶腐病

    玉米顶端腐烂病的总称，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病害。
该病害已在黑龙江 、辽宁、甘肃、河北、山东、新疆、甘肃、
宁夏、吉林、山东、北京等省市发生。具有分布广、发病重、
症状多样性的特点。



云南农业大学后山露地玉米顶
腐病自然发病症状 

在玉米苗期至成株期均表现症状

病原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你听说过动物间疾病会相互传染，这
已不是奇事！你听说过动物向植物传病，
植物向人传病吗？这就是我们在座地诸
位要特别加以小心和警觉之处，切记！



云南玉米顶腐病发病症状

叶片失绿或变薄透明



云南玉米顶腐病发病症状

叶缘缺刻

叶缘缺刻和叶片撕裂是顶腐病区别于其他病害的鉴别性特征。



云南玉米顶腐
病--症状

叶片断裂



云南玉米顶腐病--症状

顶部腐烂型



云南玉米顶腐病--症状

鞭状扭曲、卷裹



云南玉米细菌性顶腐病--症状
顶部弯头

      细菌性顶腐病是
近年来上升得很快的
病害，特别是气温高、
湿度大的季节更易发
生。



症状
心叶呈灰绿色失水萎蔫
枯死，形成枯心苗

叶基部水浸状腐
烂，病斑不规则，
褐色或黄褐色，
腐烂部有或无特
殊臭味，有粘液。



症状

心叶扭曲不展

叶片撕裂

   品种抗性差别大，如金峰1号
田间自然发病率高达80%。



    病菌还可以侵染高粱，引起顶腐病；侵染
香蕉引起叶斑病。

香蕉 细菌性叶斑病



六、细菌性茎腐病

04年在陕西、河南、江苏等省的局部地
区发生危害；
04-06年宁晋县发病面积约为10万亩；
05年天津蓟县发生面积25万亩。
09年内蒙赤峰市松山区局部严重发生，
10万亩。

新病害，发生蔓延较快，目前病原菌和发
生规律尚不清楚；
玉米细菌性茎腐病发生与环境和农事操作
有关。农事操作造成植株根系出现伤口，
或虫伤，导致细菌在低温条件下侵入；或
低温冷害后，导致细菌侵染。

病原菌为菊欧文氏菌玉米致病变种（Erwinia 
chrysanthemi  pv. zeae (Sabet)Victoria），为
细菌性病害。



症状 主要为害中部茎秆和叶鞘。
叶鞘上初现水渍状腐烂，病
组织开始软化，散发出臭味。
叶鞘上病斑不规则形，边缘
浅红褐色，病健组织交界处
水渍状尤为明显。
湿度大时，病斑向上下迅速
扩展，严重时植株常在发病
后3-4天病部以上倒折，溢出
黄褐色腐臭菌液。　　



侵染穗部



七、玉米致死性坏死病

 最早于1976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发现。

叶片坏死

褪绿斑驳



果穗腐烂

• 玉米褪绿斑驳病毒（MCMV)单独侵染或者与马铃薯Y病毒科病毒复合侵

染造成，如甘蔗花叶病毒（SCMV ）、小麦条纹花叶病毒（WSMV）、

玉米矮花叶病毒（MDMV)



无花粉



植株早衰、枯心



漫山遍野露草荒，十里玉米叶枯黄。



2010年12月5日于元江县城

早病矮，心叶黄，中期得病半截亡；雄穗瘪，籽粒浅，后期穗干无籽点！



沉渣泛起，永不落寞
这些年来，
从未消停。
2018年龙陵
县碧寨又发
生几十亩地；
在昆明的东
川区每年都
有发生。



传播途径：玉米跳甲、玉米根甲、机械摩察和蓟马
等方式传播。

但云南省没有跳甲和根甲为害，病毒的传播可能是
机械摩察和蓟马等原因。我们通过播种罹病株种子
和PCR技术检测，证明玉米种子带毒率约6%。

田间发病率很高及带毒种子在网内不能传播的实际
情况证明，致死性坏死病毒病可能还存在其他传播
途径。盖网栽培试验证明土壤流水不传播病毒。

我们证明：该病可经西花蓟马传播，可以侵染甘蔗、
薏苡，但症状不明显。



防治对策

• 严格实行检疫制度，严禁在病区生产玉米杂交种
和调运种子；

• 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品种抗性鉴定，筛选抗病品
种和种植抗病品种。

• 以治虫防病为主的田间防治对策。

• 在播种后喷施“几丁寡糖素”、“菇类多糖”等
诱抗剂，提高玉米自身抗性。

• 前面病害的防控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抗病育种，化
学防治要提前进行。

• 我们已有高效防控蓟马的生防菌剂！ 



八、干热风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及时分享
田间病虫害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