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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了解当前木霉菌防治蔬菜病害技术的研究进展。首先简要概述木霉菌
的分类。其次,阐释木霉菌防治蔬菜病害的机制。最后,介绍木霉菌防治蔬菜病害的技术措施,旨在为木
霉菌生防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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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echnical Measures for Wood Mol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getable
Diseases
Xiuli Huang
Xuzhou Bioengineer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article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wood mol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getable
diseases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irstly, it briefly classifies the wood mold.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wood mol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getable diseases. Finally, the technical measures of vegetable
diseases are introduced,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wood 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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