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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及综合防治技术
刘 彬
渊河南省郸城县林业技术推广站袁河南郸城 477150冤

摘要 枇杷是深受人们欢迎的水果袁既有食用价值又有药用价值遥成熟的枇杷味道甜美袁营养丰富遥晾干的枇杷叶可入药袁具有清肺和
胃尧降气化痰的功效遥枇杷在种植过程中会有各种病虫害发生袁影响枇杷产量和品质遥本文介绍了枇杷病虫害的发生特点袁并提出了枇杷病
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袁以期为枇杷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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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原产于我国东南部袁属于保健型水果袁富含多种营

逐渐凹陷开裂袁后期树皮会逐渐呈现胶块状袁似火烧遥在这

养元素袁具有润肺通气和祛痰止咳等功效遥枇杷和大部分果

种情况下袁树皮很容易被阳光灼伤[2]遥于叶尖焦枯病遥枇杷树

树不同袁其花期通常在秋季或是初冬袁果实在春季至初夏成

感染叶尖焦枯病后袁会逐渐失去结果能力袁叶尖逐渐变黄袁

熟遥在枇杷开花至果实成熟的过程中袁会受到病虫害的影

随后向下扩展袁最后呈现黑褐色焦枯遥

响袁严重影响其产量和品质遥为了有效防治枇杷病虫害袁促

1.2 虫害

进枇杷树的生长袁有效提升枇杷的产量和品质遥首先要对枇

1.2.1

杷主要病虫害的特点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袁然后采用综合

主要的虫害遥枇杷黄毛虫主要为害枇杷树的嫩叶袁对枇杷树

性防治技术措施袁将农业防治技术尧物理防治技术尧生物防治
技术以及化学防治技术有效融合本文阐述了郸城县枇杷病

枇杷黄毛虫遥在种植枇杷的过程中袁枇杷黄毛虫是最

的生长发育产生严重影响遥枇杷黄毛虫的第 1 代幼虫会为害

枇杷果实袁不仅影响枇杷果的外观袁还会使其失去食用价值遥

虫害的发生特点袁并提出了综 合防治技术袁以期为枇杷种植

在白天袁枇杷黄毛虫的幼虫会潜伏在树干或老叶的背面曰在

户提供参考遥

清晨或晚上袁枇杷黄毛虫的幼虫会爬出来啃食嫩叶遥

1

发生特点

1.1 病害

1.1.1 侵染性病害遥淤炭疽病遥对于已经成熟的枇杷果实而
言袁炭疽病的危害极为严重袁会直接导致果实腐烂遥枇杷果
实一旦感染了炭疽病袁会先出现水渍状病斑袁之后果实表面
会逐渐发生凹陷袁同时病斑上会出现小黑点袁然后迅速在果
实上扩展袁最终导致果实腐烂遥于叶斑病遥在种植枇杷的过

1.2.2

梨小食心虫遥梨小食心虫对枇杷果实和枝干的韧皮组

织危害较严重遥枇杷果实一旦受到梨小食心虫的侵害袁早期
被侵害的果实大多会夭折曰后期被侵害的果实将不能食用[3]遥
枇杷树的枝干一旦受到梨小食心虫的侵害袁其皮层会逐渐被
啃食遥在通常情况下袁梨小食心虫多发于 4 月上旬袁一直持
续至 10 月上中旬遥
2 综合防治技术

程中袁叶斑病是一种较常见的病害遥叶斑病属于真菌性病

2.1 农业防治

病袁枇杷树叶片便出现僵化或早枯的情况袁影响枇杷树的生

细弱枝尧交叉枝以及病虫枝遥在枇杷树刚发芽时进行疏芽袁

害袁分为灰斑病尧角斑病尧斑点病 3 种类型遥一旦感染了叶斑

长发育袁最终导致枇杷产量大幅下降遥叶斑病病菌通常会从
枇杷树嫩叶的气孔或枇杷果实的皮孔侵入袁对枇杷树的叶片
危害较大遥叶斑病病菌容易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滋生遥因
此袁叶斑病发病率最高的季节为梅雨季节遥另外袁对于枇杷

树而言袁叶斑病能够在 1 年内多次侵入感染遥盂腐烂病遥由

在采收完枇杷果后袁要对枇杷树进行修枝袁剪除徒长枝尧
通常每隔 30~40 cm 留 1 个芽袁并尽可能地保留比较茁壮的
芽遥采用拉枝措施对枇杷树进行夏季整枝袁同时要确保枇杷

树的树冠高度不低于 2.5 m曰在进行秋季整枝的过程中袁要
回缩外移的多年生枝条遥对果园进行彻底清理袁在清理果园
的过程中袁可结合疏花和疏果清理存在病虫害的花穗和果

于腐烂病主要发生在枇杷树的根颈尧主干位置袁因而腐烂病

实曰及时清除落叶袁剪除病叶尧病枝尧病果袁刮除老翘皮和病

又称为树干腐烂病遥枇杷树一旦感染了腐烂病袁其树皮就会

斑袁并进行销毁处理遥冬季袁可将黑麦草和藿香蓟等低矮草

出现开裂和流胶现象遥目前袁还未查清楚树干腐烂病的病原

种播种在枇杷树的周围袁实行果园生草袁对枇杷树的生长环

菌[1]遥在枇杷树感染腐烂病的初期袁枇杷树根颈贴近地面位
置的韧皮部分会变成褐色袁不久后袁发病处的树皮会逐渐开
裂曰随后病区逐步扩大袁并逐步蔓延到树干和主枝上袁严重时
直接导致枇杷树死亡遥另外袁在枇杷嫁接苗的结合部位也很
容易出现腐烂病遥
1.1.2

生理性病害遥淤日灼病遥日灼病主要出现在枇杷树的

果实和枝干上遥枇杷果实感染日灼病后袁阳面果肉会被灼瘪袁
导致果实无法食用遥枇杷的枝干感染日灼病后袁初期树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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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有效保护遥另外袁在生产有机枇杷的过程中袁可采用
果实套袋措施遥
2.2 物理防治
在通常情况下袁害虫都具有假死性遥因此袁在对枇杷树
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袁可利用害虫的这个特征袁在清晨或
旁晚摇动枇杷树的树干袁对害虫进行人工捕杀遥为了有效防
治日灼病以及各种虫害袁可将枇杷树的树干涂白遥与此同时袁
可利用害虫的生活习性对其进行防治袁比如在枇杷果园内设
置黑光灯袁以有效杀死害虫成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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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通常会采用 25%叶斑清 4 000 倍液防治叶斑病和炭疽

术尧生物防治技术为辅遥在烟田害虫实际防控中袁蚜虫已采用
生物防治技术渊蚜茧蜂冤攻克袁其他害虫的绿色防控技术处
于实验室研究阶段袁未进行大规模推广遥未来应进一步加强
新型防治技术渊昆虫信息素诱控技术尧生物防治技术及生物
农药冤的深入研究和开发袁为烟田虫害可持续性绿色防治技
术的推广应用提供支撑遥
4 参考文献

近年来袁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遥在应用生物

病等袁采用 10%安绿宝 1 500 倍液防治枇杷黄毛虫尧木虱以
及梨小食心虫等常见虫害遥在防治枇杷病虫害时袁尽量采用

防治技术的过程中袁要尽可能地发挥自然调控的作用袁对常

喷雾药剂遥另外袁在防治枇杷树结果期病虫害时袁要选用与

2.3 生物防治

见害虫的天敌进行保护和利用袁比如黄姬蜂尧瓢虫以及寄生
蝇等遥在害虫天敌的盛发期袁要采用农业防治技术袁同时减
少化学农药用量遥可采用引诱剂防治害虫遥比如在防治梨小
食心虫的过程中袁一方面要在梨小食心虫发生期开展监测袁
另一方面使用性引诱剂对梨小食心虫进行防治遥
2.4 化学防治
在防治叶斑病尧炭疽病尧枇杷黄毛虫以及梨小食心虫等
病虫害的过程中袁化学防治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在开展
化学防治时袁可以采用杀菌剂加杀虫剂混合喷施的方法[4-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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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类似的化学药剂[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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