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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重大病害茶树枝肿病早期诊断与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茶树枝肿病早期诊断与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的术语和定义、防控原则、早期诊断方法、

防控关键技术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茶树种植区内茶树枝肿病的早期诊断与绿色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1767 茶树种苗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5197 有机茶生产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茶树枝肿病

由棺孢腔菌属或节孢属真菌侵染引起的广东茶树新发重大病害。发病枝条形成肿瘤，整枝树叶焦枯、

凋落，枝条枯死。茶树主茎发病可导致整株枯死。

3.2

茶树病害绿色防控技术

以确保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为导向，集成应用抗病品种、农业防

治、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等多方面措施，防控茶树病害的综合防控技术。

4 防控原则

4.1.1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

4.1.2 优先采用抗病品种、农业防治、生物防治措施，辅以科学、合理、安全的化学农药防治措施。

4.1.3 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达到防控茶树枝肿病的目的。

5 田间早期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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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发生部位

茶树枝肿病在茶树侧枝和主茎上均可发生，多见于枝条分叉附近和嫁接处。

5.2 发病症状

5.2.1 枝条发病部位早期稍微隆起，发病组织有时伴随纵向开裂，露出木质部。

5.2.2 伴随病害发展，病部逐渐形成肿瘤，肿瘤可随枝干纵向扩展。

6 防控关键技术措施

6.1 选用抗病品种

6.1.1 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合当地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的抗病茶树品种。

6.1.2 选用经检疫的脱毒健壮苗木。

6.1.3 茶树种苗质量应符合 GB 11767 的规定。

6.2 农业防治

6.2.1 平衡施肥

6.2.1.1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

6.2.1.2 适当增施磷肥、钾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树势，提高茶树抗病力。

6.2.2 科学灌溉

6.2.2.1 使用滴灌节水系统，减少使用喷灌。

6.2.2.2 气候干旱或夏季少雨时延长灌溉时间，保证充足灌溉。

6.2.3 合理修剪

6.2.3.1 对发生枝肿病茶树及时进行病枝修剪，剪除枯死病枝。

6.2.3.2 根据茶树的树龄、树势和修剪目的可采用定型修剪、轻修剪、深修剪、重修剪和台刈等修剪

方法，合理疏枝，优化树冠，复壮树势。

6.2.4 伤口消毒

6.2.4.1 茶树扦插或修剪时，注意工具消毒，防止病害通过工具交叉传播。

6.2.4.2 操作后在茶树枝条伤口处喷洒保护性杀菌剂氢氧化铜、石硫合剂等。

6.2.5 适时采摘

根据生产要求及时采摘。

6.2.6 清洁茶园

6.2.6.1 及时清除茶园恶性杂草，降低茶园空气湿度，降低病害发生与为害。

6.2.6.2 发病枝条修剪后及时清出茶园，带至园外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保持茶园清洁。

6.3 生物防治

6.3.1.1 定期在茶树主茎和枝条上喷施生防制剂枯草芽孢杆菌、贝莱斯芽孢杆菌、荧光假单胞杆菌、

香芹酚、苦参碱等，提高茶树抗病力，预防茶树枝肿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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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部分生防制剂品种及使用方法参见附录 A。

6.4 化学防治

6.4.1 农药安全使用原则

6.4.1.1 加强茶树枝肿病田间调查与监测，抓住有效防治时期。

6.4.1.2 坚持科学用药，推荐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

6.4.1.3 根据产品说明书规范用药量和用药次数，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

6.4.1.4 合理轮换、混用不同作用机理和不同类型农药，避免病虫抗药性产生。

6.4.2 化学农药选择

6.4.2.1 农药使用按 GB 4285、GB/T 8321（所有部分）、NY/T 1276、NY/T 393 的规定执行。

6.4.2.2 选用已登记的农药或经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试验后推荐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的

农药品种。

6.4.2.3 部分化学农药品种及使用方法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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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茶树枝肿病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推荐用药

给出茶树枝肿病部分生物防治制剂品种及使用方法。

表 A.1 茶树枝肿病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推荐用药（生物农药）名录

农药种类 总有效成分含量及剂型 用药量（制剂量/亩） 施用方法 毒性

枯草芽孢杆菌 100 亿 CFU/毫升 悬浮剂 100 毫升/亩～200 毫升/亩 喷雾 低毒

贝莱斯芽孢杆菌 200 亿 CFU/克 水分散粒剂 100 毫升/亩～200 克/亩 喷雾 微毒

荧光假单胞杆菌 1000 亿活孢子/克 可湿性粉剂 70 毫升/亩～80 克/亩 喷雾 低毒

香芹酚 5% 水剂 120 毫升/亩～180 毫升/亩 喷雾 低毒

苦参碱 0.3% 水剂 75毫升/亩～125 毫升/亩 喷雾 低毒

补骨脂种子提取物 0.2% 微乳剂 750 倍液～1500 倍液 喷雾 低毒

多抗霉素 1.5%,3% 可湿性粉剂 150 倍液(1.5%),300 倍液(3%) 喷雾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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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茶树枝肿病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推荐用药

给出防治茶树枝肿病部分化学农药品种及使用方法。

表 B.1 茶树枝肿病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推荐用药（化学农药）名录

农药种类 总有效成分含量及剂型 用药量（制剂量/亩） 施用方法 毒性

矿物油 95% 乳油 300 毫升/亩～500 毫升/亩 喷雾 低毒

氢氧化铜 46% 水分散粒剂 1500 倍液～2000 倍液 喷雾 低毒

石硫合剂 45% 结晶粉 150 倍液 喷雾 低毒

啶氧菌酯 22.5% 悬浮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喷雾 低毒

吡唑醚菌酯 25% 悬浮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喷雾 低毒

苯醚甲环唑 10% 水分散粒剂 1000 倍液～1500 倍液 喷雾 低毒

百菌清 75% 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800 倍液 喷雾 低毒

代森锌 80%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700 倍液 喷雾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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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禁限用农药名录

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2022-03-16）

C.1 禁止（停止）使用的农药（50 种）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

砷类、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

磷、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

螟磷、特丁硫磷、氯磺隆、胺苯磺隆、甲磺隆、福美胂、福美甲胂、三氯杀螨醇、林丹、硫丹、溴甲烷、

氟虫胺、杀扑磷、百草枯、2,4-滴丁酯、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

注：2,4-滴丁酯自 2023 年 1 月 23 日起禁止使用。溴甲烷可用于“检疫熏蒸梳理”。杀扑磷已无制剂登记。甲拌磷、

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自 2024 年 9 月 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C.2 针对中草药禁止使用农药（15 种）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水胺硫磷、氧乐果、灭多威、涕灭威、灭线磷、内吸磷、硫环磷、

氯唑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氟虫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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