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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杨树主要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
张 桥
渊安徽省肥东县林业综合管理中心袁安徽肥东 231600冤

摘要 杨树是我国分布较广的常见树种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绿化价值遥近年来袁杨树病虫害迅猛发展袁对肥东县杨树生长造成巨
大危害遥本文总结了肥东县杨树常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及发生症状袁并提出了防治措施袁以期为杨树病虫害防治提供科学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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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地处安徽中部袁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袁为江
淮丘陵植被区袁地带性植被类型以落叶林为主袁兼有少量常
绿阔叶树袁目前森林覆盖率达 15.31%遥杨树因具有生长速

部袁以危害叶片为主袁常造成叶片大面积枯死遥发病严重时袁
整个叶片变黑袁可致病叶提前 2~3 个月脱落遥

杨树黑斑病病菌以菌丝体在病落叶和一年生嫩梢病斑

度快尧环境适应能力强尧轮伐期短等特点袁自 2002 年开始成

中越冬袁翌年春季产生新的分生孢子进行初侵染曰病菌侵入

积迅速增加袁至 2017 年已达近 1.1 万 hm2遥由于营造的杨树

分生孢子堆 [1-2]袁通过雨滴飞溅和飘扬传播袁又进行新的侵

为肥东县主栽树种袁通过大面积推广种植袁全县杨树种植面

寄主后潜育期 2~8 d袁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袁很快产生

人工林多为品种单一的纯林袁生态结构极不稳定袁加上管理

染遥5要6 月开始发病曰7 月初至 8 月上旬遇高温多雨时曰地势

粗放等原因袁随着杨树种植面积的增加袁杨树病虫害的发生
也日益严重遥
结合第三次全国林业有害生物普查袁对肥东县杨树发生
的病虫害种类尧危害程度进行调查遥调查结果表明袁肥东县
杨树主要病害有杨树锈病尧杨树黑斑病尧杨树溃疡病等袁杨
树虫害分为食叶类害虫尧钻蛀类害虫尧刺吸类害虫三大类遥
在杨树生产中病虫害种类较多袁单一的防治方法并不能达到
有效防治的效果曰采取综合防治措施袁效果明显遥杨树病虫
害防治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作袁应从生态系统的宏观角度
出发袁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措施袁科学开展杨树种植和病虫害
防治工作遥
本文主要介绍了杨树黑斑病尧杨扇舟蛾尧杨小舟蛾尧分
月扇舟蛾等病虫害的发生症状及发生规律袁并提出了防治措

低洼尧种植密度过大的林分发病重曰9 月末停止发病曰10 月后
再度发病袁直至落叶遥2015要2016 年肥东县春尧秋季雨水较
多袁光照不足袁空气湿度大 [1袁3]袁导致杨树黑斑病大面积暴发

流行袁造成杨树在 7 月底至 8 月初开始落叶袁8 月中下旬仅
树顶留有少量叶袁并萌发二茬叶袁影响了树木的正常生长袁
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遥
1.2 杨扇舟蛾

杨扇舟蛾在肥东县每年发生 5 代袁以蛹在落叶尧树干基

部等结茧越冬袁翌年 4 月开始羽化袁第 1 代幼虫 5 月初出现袁

以后约每隔 1 月发生 1 代袁具虫态重叠现象袁9 月下旬老熟
幼虫结茧并化蛹越冬遥

成虫白天静伏袁夜晚活动袁趋光性强遥幼虫 5 龄袁初孵幼

虫有群集性袁常剥食叶肉袁致使叶片成网状遥幼虫孵化后群

施袁以期为杨树病虫害的科学防治提供参考遥

集在叶片下表皮进行啃食 [2袁4]袁残留上表皮和叶脉曰3 龄后

1 发生症状及发生规律

分散取食袁食料不足时则吐丝随风迁移至其他地方袁再卷叶

据统计袁寄生于杨树的病菌达 300 多种袁但对杨树危害

较大的病害主要是杨树黑斑病尧杨树叶锈病尧杨树溃疡病以
及杨树烂皮病等遥肥东县近几年来对杨树生长影响较大的
病害主要集中在叶部袁即杨树黑斑病和杨树叶锈病曰往年发
生严重的杨树溃疡病目前发生较少袁因为杨树溃疡病主要发
生在幼树上袁而近 2 年肥东县杨树新造林少遥

杨树上的虫害很多袁以食叶和蛀干害虫为主袁而肥东

县对杨树危害严重的主要是食叶害虫遥此类害虫的繁殖速

度非常快袁并且 2 龄或 3 龄进入暴食期袁在很短时间内就可

暴发成灾袁常造成残梗秃枝袁严重影响树木光合作用袁减少树
木生长量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遥
1.1 杨树黑斑病
杨树黑斑病又称杨树褐斑病袁是杨树的主要病害之一袁

在肥东县发生普遍袁有些林分发病率达 90%以上袁且以中

取食遥
1.3 分月扇舟蛾

分月扇舟蛾在肥东县每年发生 5~6 代袁主要以卵在枝

干上越冬袁少数以 3~4 龄幼虫在地表枯枝落叶层内越冬遥

越冬卵翌年 4 月上旬开始孵化 [1袁5] 袁5 月中下旬化蛹袁5 月
下旬至 6 月上旬成虫羽化曰以后 25~30 d 发生 1 代袁具虫态

重叠现象曰11 月部分 3~4 龄幼虫于枯枝落叶层中越冬袁大
部分则在 11 月底至 12 月初成虫羽化尧交尾尧产卵于枝干上
越冬遥

成虫昼伏夜出袁有趋光性袁交尾后当天产卵袁每雌成虫

产卵平均在 500 粒以上袁高达 1 600 粒袁卵期为 7~12 d袁而越
冬渊第 6 代冤卵为 110~140 d遥越冬卵孵化后袁幼虫啃食嫩树
皮或芽鳞遥初孵幼虫群集叶片取食袁3 龄分散取食全叶曰1~

3 龄幼虫能吐丝下垂袁随风扩散传播 [2袁6]遥4 龄后咬食整个叶

林-46 杨受害最为严重遥杨树黑斑病主要发生在叶片和叶柄

片袁仅留叶柄遥幼虫老熟后袁吐丝卷叶在其中化蛹[1袁7]遥

作者简介 张桥渊1972-冤袁男袁安徽肥东人袁林业工程师袁从事林业有害
生物检疫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2-27

落叶和杂草层中越冬袁翌年 4 月上中旬越冬代蛹羽化袁以后

1.4 杨小舟蛾

杨小舟蛾在肥东县 1 年发生 6 代遥以蛹在地表的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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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每隔 1 月发生 1 代袁具虫态重叠现象袁10 月上旬老熟幼虫
吐丝缀叶结茧化蛹后越冬遥5 月中下旬尧7要8 月是杨小舟蛾
的主要危害期遥

害的发生遥
2.4 生物防治
利用捕食性天敌或寄生性天敌可以对杨树上的虫害进

成虫有较强的趋光性和假死性袁白天多隐蔽于叶背面

行有效防治袁如鸟类尧管氏肿腿蜂和舟蛾赤眼蜂等天敌在生

及隐蔽物下袁羽化当天即可交配产卵遥卵产于叶片袁成块状遥

产中的应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另外袁利用白僵菌和苏云

初孵幼虫群集于叶片袁啃食叶片叶肉袁仅留表皮袁呈箩网状曰

金杆菌等微生物也是生产中防治杨树病虫害常用的有效措

稍大后分散取食袁4 龄后进入暴食期袁可吃光杨树叶片袁仅留

施之一遥

粗的叶脉和叶柄遥

2.5 物理防治

2 防治措施

一是利用一些害虫的假死性袁进行振落捕杀曰二是利用

杨树上的病虫种类繁多袁实施科学尧经济尧有效的防治

某些幼虫的群集性袁进行人工摘除曰三是利用多种害虫具有

是促进林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的关键遥

趋光性的特点袁使用黑光灯诱杀曰四是对蛀干类的害虫袁在

2.1 加强植物检疫

产卵期检查树干上有无产卵刻槽袁发现有刻槽即用木锤锤

加强种苗产地检疫和调入苗木的复检袁对运输过程尧保
存环境尧种条等都要进行严格检疫袁做好杨树种植源头的防

击刻槽内卵粒遥
2.6 化学防治

治工作袁同时对已栽植的苗木也要进行定期检疫遥特别要防

化学防治是目前生产中最常用且最有效的病虫害防治

止美国白蛾尧杨树花叶病毒病等危险性病虫害的传入或造

方法袁但在实施运用中易造成环境污染尧抗药性及有害生物

成进一步扩散遥

再猖獗袁故在生产中选择高效尧低毒且易降解药剂袁且要对

2.2 选用抗性品种

症选药袁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药剂遥

选用抗性品种是防治病虫害最经济的措施遥宜选用对病

对林地内的地下害虫袁可通过土壤处理方法进行消灭袁

虫害抗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种植袁例如欧美杨 107 号尧中林

即将辛硫磷或甲胺磷混入土壤袁消灭土壤中的蛴螬和蝼蛄袁

的抗性较好遥

可向新鲜的排泄孔内注入 40%乐果乳剂 50耀100 倍液袁再用

46尧108 号等对天牛的抗性较强袁意大利的西玛杨对黑斑病

同时利用农药的内吸作用杀灭食叶害虫遥防治钻蛀类害虫袁

2.3 林业技术防治

棉花或湿泥堵住虫孔曰也可直接用棉花蘸上有机磷药液堵塞

2.3.1 营造混交林遥大面积营造杨树纯林容易引起生态系

虫孔袁或磷化锌毒签插入虫孔袁效果都很好遥防治食叶类害

统脆弱尧不稳定袁导致生态系统对病害虫的自我控制能力严

虫袁可在低龄期尧虫态相对整齐时袁使用有机磷类或菊酯类

重失调遥有研究表明袁在杨树林缘栽植 2 行苦楝树袁可作为

药剂喷施幼树曰高大树木可用氧化乐果尧久效磷等在树干基

使林分内的天牛虫株率和植株平均虫口密度明显下降遥因

类害虫袁可在若虫上树前在树干 1 m 以下用废机油加有机磷

有效阻断天牛成虫的隔离带袁从而大幅减少天牛入侵数量袁

此袁营造混交林能够形成良好的森林环境袁减少病虫害大面
积传播和暴发的可能袁是防治病虫害行之有效的营林措施
之一遥
2.3.2

加强林地抚育管理遥一是要根据当地实际的气候尧

土壤以及往年杨树病虫害发生情况袁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
杨树品种袁做到适地适树遥二是在生产中要加强抚育管理袁
适时剪枝修整树形和间伐袁使树体间尧枝叶间通风透光袁增
强树势袁提高树体自身抗病能力遥三是加强林内的水肥管
理袁特别是雨季或大雨过后袁要及时排水袁适时增施磷肥尧
钾肥袁提高抗病能力遥四是在秋冬季清除病枝及病落叶残
枝袁及时清运集中处理袁以减少翌年初侵染源袁控制杨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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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根部打孔注射防治袁也可用烟雾机熏烟防治遥对于刺吸

农药涂成 10 cm 宽的药环袁以阻止若虫上树曰在害虫上树后袁
主要在若虫期用内吸性农药喷雾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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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遥二是大力推广小麦野一喷三防冶技术袁做到防病虫尧防倒

4.5 药剂防治

伏尧防干热风遥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袁特别是在病虫预测

对小麦条锈病零星发病地块可挑治袁对重病地块采取

预报尧防控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袁

大田普治措施遥大田普治选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750~

确保病虫害及时得到有效控制遥

750 kg/hm 均匀喷施袁或 25%丙环唑乳油 2 000 倍液喷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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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 g/hm 或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300~450 g/hm 加水
2

2

2

严重地块间隔 7~10 d 再喷 1 次遥
5 建议

一是流行性病害发病急尧蔓延快尧危害重袁应加强专业
化统防统治队伍建设袁充分发挥专业化统防统治队伍的作
114

6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