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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明确引起福建建阳桔柚落叶、枝梢枯死的两种病害的病原菌种类，为防治病害提供基础。【方

法】从建阳桔柚上采集典型发病叶片，进行病原菌的分离、形态观察和菌株ｒＤＮＡＩＴＳ区序列比对、致病性测

定。【结果】桔柚病叶片中分离出两种主要病原真菌，代表菌株分别为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和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菌株ＦＪ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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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绒状、茂密，后期会在菌落表面产生砖红色孢子堆，分生孢子柱形或棒状，单胞，无色，其ｒＤＮＡＩＴＳ区序

列与胶孢炭疽菌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的ＩＴＳ序列相似性也达９９％，通过回接可引起样本致病，分离获

得与接种物一致的病原物，符合Ｋｏｃｈ氏法则。【结论】通过病原形态学与ＩＴＳ序列分析，鉴定了发生在建阳桔

柚叶片上的两种主要真菌性病原，分别为引起褐斑病的互隔交链孢霉和炭疽病的胶孢炭疽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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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建阳桔柚是由福建省建阳市农业开

发公司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在从日本引进的甜春

桔柚基础上，通过优良变异单株选育而成的杂柑类

品种［１］，是建阳市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水果和主要

经济作物，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建阳桔柚果大质优，既有桔子的清香，又具柚

子的脆甜，色泽金黄、汁多肉脆、清香爽口［２］，是

医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其果实性凉味甘，有

生津止咳、润肺化痰、理气健胃、散结止痛、醒酒

利尿等多种功效，在省内外享有声誉。为了提高建

阳桔柚的产量和品质，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绿色果

品，必须辅以良好的配套栽培管理技术，其中做好

病害防治管理是关键；而明确各种病害的病原菌，

是进行病害防治的重要基础。【前人研究进展】目前

国内外关于桔柚，特别是建阳桔柚主要病害的研究

报道较少，仅有叶新［３］报道建阳桔柚病害主要是溃

疡病和炭疽病，其中炭疽病为害严重；刘韬等［４］也

认为，急性炭疽病是建阳桔柚的主要病害；也有部

分建阳桔柚会被柑橘衰退病毒 （Ｃｉｔｒｕｓｔｒｉｓｔｅｚａｖｉｒｕｓ，

ＣＴＶ）侵染而发生衰退病
［５］。对柑橘真菌病害的研

究报 道 较 多，主 要 集 中 在 柑 橘 疮 痂 病 犈犾狊犻狀狅

犳犪狑犮犲狋狋犻犻
［６］、 炭 疽 病 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

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
［７］、树脂病犇犻犪狆狅狉狋犺犲ｓｐ．

［８］、脚腐病

犘犺狔狋狅狆犺狋犺狅狉犪 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犮犪
［９］、 黑 斑 病 犘犺狅犿犪

犮犻狋狉犻犮犪狉狆犪
［１０］、煤烟病犆犪狆狀狅犱犻狌犿犮犻狋狉犻

［１１］和灰霉病

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
［１２］等。对作物病害的诊断方法，一

般是田间实地观察植株的发病症状，再加上对病菌

的分离培养和形态学鉴定等，这需要有较丰富的病

害诊断经验，否则容易出现误诊。但现代分子生物

学手段和特异性引物ＰＣＲ扩增等技术的应用，为病

害诊断提供了辅助措施，提高了病害诊断的准确率。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为止，有关建阳桔柚生产过程

中发生的褐斑病、炭疽病等病害还未见详细的诊断

报道，影响了对两种病害的及时防治，进而影响到

建阳桔柚产业的健康发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

研究调查、鉴定建阳桔柚上发生的两种主要真菌性

病害的病原菌，在病害症状与病原形态特征观察的

基础上，利用分子鉴定方法进一步分析确认。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为位于福建省南平市

建阳区宋慈桔柚果场。

１１２　试验试剂、仪器　病原菌培养采用马铃薯

蔗糖琼脂培养基 （ＰＳＡ），真菌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

试剂盒为ＤＰ２０３２，犜犪狇酶 （２．５Ｕ·μＬ
－１）［铂尚

（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１００ｂｐＭａｒｋｅｒ（上

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真菌样品研磨仪为

ＭＰＦａｓｔＰｒｅｐ２４ （美 国）， 凝 胶 成 像 仪 （ＶＰ

ＧｅｌＤｏｃＩｔ ＴＳ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ＣＲ 仪

（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ｉｏｍｅｔｒａ）；引物合成由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完成。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症状观察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观察建阳桔柚树

的发病情况，并在开花期、结果期和果实成熟期进行

病害调查，并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从建阳桔柚树的

上部枝条中采集带有典型病斑的发病叶片。病害症

状以肉眼观察为主，结合显微镜检查进行观察描

述［１３］。

１２２　病原真菌的分离、培养和观察　采用常规

的组织分离法对发病叶片进行病菌的分离［１４］。切

取病健交界处的新鲜组织０．５ｃｍ×０．３ｃｍ大小的

薄片，经７５％酒精处理２ｓ，再用０．１％升汞处理

２～３ｍｉｎ后，用无菌水清洗３遍，置于马铃薯蔗

糖琼脂培养基 （ＰＳＡ）上培养，每皿放５片病组

织，共分离１０个样本，（２５．０±１．５）℃培养９６ｈ，

从典型菌落边缘挑取菌丝，接种在新的ＰＳＡ平板

上，直至获得分离物的纯培养，再转入试管斜面

４℃保存和－８０℃甘油保存。

将获得纯培养的分离物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记录其菌丝、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的形态、大小

及色泽特征，并拍照。

１２３　病原真菌的分子鉴定

（１）菌丝 ＤＮＡ的提取：接种菌株至ＰＳＡ培

养基平板，７ｄ后从平板上刮取菌丝约５０ｍｇ，放

置于样品收集管中 （含石英砂与玻璃珠），采用真

菌基因组ＤＮＡ试剂盒提取各菌株的基因组ＤＮＡ。

含菌丝体的收集管加入预热缓冲液ＦＰ１后，用样

品研磨仪 （型号美国 ＭＰＦａｓｔＰｒｅｐ２４）４０ｓ研磨２

次，具体步骤参照试剂盒的提取说明。

（２）ｒＤＮＡＩＴＳ区扩增：采用真菌ＩＴＳ扩增通

用引物进行扩增，正向引物 （ＩＴＳ４）：５′ＴＣＣ

ＴＣＣ ＧＣＴ ＴＡＴ ＴＧＡ ＴＡＴ ＧＣ３′，反向 引 物

（ＩＴＳ５）：５′ＧＧＡ ＡＧＴ ＡＡＡ ＡＧＴ ＣＧＴ ＡＡＣ

ＡＡＧＧ３′ＰＣＲ反应的总体积为２５μＬ，含有１个

单位的 犜犪狇酶、１０×ｂｕｆｆｅｒ２．５μＬ、ｄＮＴＰ０．２

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
－１的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各１μＬ、

ＤＮＡ模板２５ｎｇ。ＰＣＲ扩增程序：９４℃预变性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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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９４℃变性１ｍｉｎ，５５℃退火１ｍｉｎ，７２℃延伸

２ｍｉｎ，共２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

（３）ＰＣＲ产物的测序及比对分析：ＰＣＲ产物

经电泳检测后，送交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有限公

司进行测序。将测得的序列在ＧｅｎＢａｎｋ注册、获

得 登 录 号， 在 网 站 ＮＣＢＩ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和 ＣＢＳＫＮＡ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ｓｔｅｒｄｉｊ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ｌ）中进行同

源性比对分析；并选用同源种和近缘种的ＩＴＳ基

因序列，用软件 ＭＥＧＡ７构建相关系统发育树

（方法为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１６－１７］。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１０００次重复）检验各分支的置信度
［１８］。

１２４　病原真菌的致病性测定　选择新鲜无病的

建阳桔柚嫩枝，采用针刺接种法，叶片皮下注射孢

子悬液 （含量为１．０×１０７ｃｆｕ·ｍＬ－１）２０μＬ于嫩

叶上，接种部位用润湿的滤纸保湿，培养３ｄ后去

除滤纸，便于孢子萌发与侵染，嫩枝下部插入湿润

的棉球团中保湿培养，接种后每天观察发病情况，

待发病特征明显时，重新分离和鉴定病原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病害症状

２１１　褐斑病的症状　该病害可为害建阳桔柚的

叶片、新梢和果实，以新梢和幼果期发病受害最重。

叶片染病初期为褐色针头状小点并伴有黄色晕圈，

随着时间推移，病斑迅速沿叶脉不断扩大，形成带尾

须状的病斑，出现深褐色霉状物，大多数病斑周围还

有明显的黄色晕圈，这类病叶极易脱落（图１）。

图１　褐斑病叶片症状

犉犻犵．１　犛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狅狀犪狋犪狀犵犲犾狅犾犲犪犳

２１２　炭疽病的症状　该病害可引起建阳桔柚落

叶、枝梢枯死、果实腐烂及落果。为害叶片有两种

症状类型：急性型 （叶枯型）症状常从叶尖开始，

初呈淡青色至暗褐色水渍状病斑，病、健部位边缘

处很不明显，后变为淡黄或黄褐色，叶卷曲，叶片

很快脱落；慢性型 （叶斑型）多发生在成长叶片或

老叶，从叶尖或近叶缘处开始，病斑圆形或近圆

形，边缘褐色或深褐色，中间灰褐色、稍凹陷，病

健部交界明显 （图２）。

图２　炭疽病叶片症状

犉犻犵．２　犛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犪狀狋犺狉犪犮狀狅狊犲犱犻狊犲犪狊犲狅狀犪狋犪狀犵犲犾狅犾犲犪犳

注：Ａ为病叶整体；Ｂ为病叶的局部。

Ｎｏｔｅ：Ａ：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ｉｃｋｌｅａｖｅｓ；Ｂ：ｐａｒｔｏｆｓｉｃｋｌｅａｆ．

２２　病原真菌形态学鉴定

２２１　褐斑病病原菌形态特征　从发生褐斑病的

建阳桔柚叶片上分离出的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在ＰＳＡ

平板培养基上的菌落颜色为灰褐色，产生黑褐色色

素浸入培养基内，致菌落背面为黑褐色 （图３）；

分生孢子褐色，单生或链生，梨形、棍棒形或近短

椭圆形，多呈链状分隔，长度８．５～３０．１μｍ、直

径８．２～１９．６μｍ；分生孢子梗簇生或单生，直立

或顶端稍弯曲，有分隔 （图４）。参照陆家云
［１４］的

相关描述，可初步将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鉴定为链孢

霉属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ｓｐ．。

图３　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的菌落形态

犉犻犵．３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犉犑犃犜３２２１４犮狅犾狅狀犻犲狊

注：Ａ为正面，Ｂ为背面。图５同。

Ｎｏｔｅ：Ａ：ｆａａｄｅｓｉｄｅ，Ｂ：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

２２２　炭疽病病原菌的形态特征　从发生炭疽病

的建阳桔柚叶片上分离出的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在

ＰＳＡ培养基平板上的菌丝呈灰白色，绒状、茂密，

后期会在菌落表面产生砖红色孢子堆，培养皿背面

呈现不均匀的灰白色至黑褐色 （图５）；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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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粗短，无色或淡褐色，基部分枝，梗无隔膜；分

生孢子柱形或棒状，单胞，无色，表面光滑，两端

钝圆，大小平均为１５．８ （１３．４～１９．５）μｍ×４．６

（３．９～５．１）μｍ （图６）。初步鉴定为炭疽菌属

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ｓｐ．。

图４　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的分生孢子器及分生孢子

犉犻犵．４　犘狔犮狀犻犱犻狌犿犪狀犱狊狆狅狉犲狊狅犳犉犑犃犜３２２１４

图５　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的菌落形态

犉犻犵．５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犉犑犃犜３２１５１犮狅犾狅狀犻犲狊

２３　病原菌的分子鉴定

将测序得到的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

的ＩＴＳ序列提交到ＧｅｎＢａｎｋ获得基因登录号分别

为 ＭＮ１７０５５５和 ＭＮ１７０５５４，将２个菌株的ＩＴＳ

序列在 ＮＣＢＩ、ＣＢＳＫＮＡＷ 上进行比对，结果表

明，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与互隔交链孢霉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

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菌 株 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 与 胶 孢 炭 疽 菌

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的相似性均在９９％

以上。同时，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这２个菌株分别与

其他链格孢、炭疽菌的亲缘关系，选用同源或近缘

相应序列构建的系统进化树，结果表明，ＦＪＡＴ

３２２１４与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

与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均以高相似度聚

类在一起，而同属其他菌株的相似度则更低 （图７

～８）。综合病原菌的形态鉴定、ＮＣＢＩ与 ＣＢＳ

ＫＮＡＷ比对及系统发育树聚类结果，可以将这两

种病原菌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分

别鉴定为 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与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

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

图６　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的分生孢子及分生孢子器

犉犻犵．６　犛狆狅狉犲狊犪狀犱狆狔犮狀犻犱犻狌犿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犉犑犃犜３２１５１

注：Ａ为分生孢子，Ｂ为分生孢子器。

Ｎｏｔｅ：Ａ：ｓｐｏｒｅｓ，Ｂ：ｐｙｃｎｉｄｉｕｍ．

图７　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２１４基于ＩＴＳ序列构建的分子系统发育树

犉犻犵．７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犱犲狀犱狉狅犵狉犪犿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犉犑犃犜３２２１４犪狀犱狅狋犺犲狉１１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狊狆．狊狋狉犪犻狀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犐犜犛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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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菌株ＦＪＡＴ３２１５１基于ＩＴＳ序列构建的分子系统发育树

犉犻犵．８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犱犲狀犱狉狅犵狉犪犿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犉犑犃犜３２１５１犪狀犱狅狋犺犲狉１１犆狅犾犾犲狋狅狋狉犻犮犺狌犿狊狆．狊狋狉犪犻狀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犐犜犛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２４　病原真菌的致病性测定

接种后约１５ｄ，接种不同病原菌的桔柚叶片上

出现明显的褐斑病 （图９）或炭疽病症状 （图１０），

重新分离感病部位的病健交界处病组织，可分离到

与接种病原菌相同的病原菌，证实所分离的病原菌

是桔柚的致病菌。

图９　回接后发病的褐斑病症状

犉犻犵．９　犛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犫狉狅狑狀狊狆狅狋狅狀犾犲犪犳犪犳狋犲狉狆犪狋犺狅犵犲狀

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犻狅狀

图１０　回接后发病的炭疽病症状

犉犻犵．１０　犛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犪狀狋犺狉犪犮狀狅狊犲狅狀犾犲犪犳犪犳狋犲狉狆犪狋犺狅犵犲狀

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犻狅狀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田间病害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病理学及

分子生物学鉴定对建阳桔柚在田间主要发生的炭疽

病、褐斑病两种真菌性病害进行调查分析。通过症

状观察、病原分离、致病性测定及分子鉴定确定了

本次从建阳桔柚采集的炭疽病，其病原为胶孢炭疽

菌犆．犵犾狅犲狅狊狆狅狉犻狅犻犱犲狊，褐斑病的病原菌是互隔交

链孢霉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链孢霉 （又名链格孢）是农作物的主要致病菌

之一，能引起粮食作物及果树、蔬菜和花卉等多种

经济作物产生病害，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１９］。在

柑橘上，链孢霉可以引起４种病害，其中互隔交链

孢霉橘致病性 犃．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犲ｐａｔｈｏｔｙｐｅｔａｎｇｅｒｉｎｅ、

柑橘链格孢褐斑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ＡＢＳ）

可危害部分橘类、葡萄柚以及橘与柚、或橘与橙的

杂交类柑橘，给感病柑橘品种生产带来巨大的困

难［２０］。链格孢褐斑病最早发现于澳大利亚，之后

在北美洲、南美洲、地中海国家和欧洲、非洲等地

的柑橘产区均有发生［２１］，是柑橘生产中的一大限

制因素。在国内，２０１０年 Ｗａｎｇ等
［２２］首次鉴定了

云南省文山市塘房橘上的链格孢褐斑病，之后该病

在重庆、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省区的

红橘、瓯柑、蒰柑、贡柑、八月橘、天草和默科特

品种上均有发生，造成局部损失严重［２３－２４］。本研

究则首次在建阳桔柚上鉴定到链格孢褐斑病。

由胶孢炭疽菌侵染引起的柑橘炭疽病是世界柑

橘产区普遍发生的重要病害之一［２５］，也是一种周

年流行的病害，其发病程度与气候、栽培管理条件

有着密切的关系。炭疽病是为害建阳桔柚较重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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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可引起落叶、枝梢枯死，果实腐烂及落果；带

病果实常在储运期间发生腐烂，所以其又是一种重

要的采后病害。除了建阳桔柚外，广东的德庆贡

柑［２５］、重庆地区的甜橙、温州蜜柑、来檬等柑橘

品种［２６］、云南的塘坊橘［２７］等都有发生严重炭疽病

的报道。

因此，对于建阳桔柚上发生的褐斑病、炭疽病

等真菌性病害，通过症状观察与ＰＣＲ扩增鉴定相

结合的早期诊断，有利于尽早针对性地开展药物防

治，防止病害的传播、蔓延为害，减少病害造成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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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Ｙ，ＷＡＮＧＬＪ，ＷＡＮＧＸＦ，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ｇｕｓｃａ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ｗｎｓｐｏｔｉｎｔｗｏｔａｎｇｅｒｉｎｅ

ｈｙｂｒｉｄ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犉狉狌犻狋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１４，３１

（２）：２９２－２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韩国兴，符雨诗，阮若昕，等．柑橘链格孢褐斑病病菌对异菌

脲和嘧菌环胺敏感性评价 ［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１７，３７

（７）：１１－１５．

ＨＡＮＧＸ，ＦＵＹＳ，ＲＵＡＮＲＸ，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ｓａｙｏｆ

ｃｉｔｒｕｓ犃犾狋犲狉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ｔｏｉｐｒｏｄｉｏｎｅａｎｄｃｙｐｒｏｄｉｎｉｌ［Ｊ］．犆犺犻狀犪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２０１７，３７ （７）：１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杨媚，冯淑杰，何银银，等．柑橘炭疽病高效杀菌剂的筛选及

抗药性菌株的发现 ［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４ （１）：

２８－３１，４０．

ＹＡＮＧＭ，ＦＥＮＧＳＪ，ＨＥＹＹ，ｅ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ｉｔｒｕｓａｎｔｈｒａｃｎｏｓｅ 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狌狋犺

犆犺犻狀犪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３，３４ （１）：２８－３１，４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焦雁翔，王日葵，胡军华，等．重庆及周边部分地区柑橘炭疽

病菌鉴定 ［Ｊ］．果树学报，２０１４，３１ （５）：８９３－９００．

ＪＩＡＯＹＸ，ＷＡＮＧＲＫ，ＨＵＪＨ，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ｉｔｒｕｓａｎｔｈｒａｃｎｏｓ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ｍ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犉狉狌犻狋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１４，３１ （５）：８９３－

９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张玉洁，张志信，李红超．柑橘炭疽病的病原鉴定和综合防治

措施 ［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１ （２）：１５６－１５９．

ＺＨＡＮＧ ＹＪ，ＺＨＡＮＧ Ｚ Ｘ，ＬＩ Ｈ 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ｇｉｏｆｃｉｔｒｕｓａｎｔｈｒａｃｎｏｓｅ

［Ｊ］．犖狅狉狋犺犲狉狀 犎狅狉狋犻犮狌犾狋狌狉犲，２０１１ （２）：１５６－１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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