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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学

松材线虫病预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高学龙
渊安徽省古楼铺木竹检查站袁安徽泾县 242500冤

摘要 当前松材线虫病预防工作主要存在对预防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尧检疫检查执法合力不强尧缺乏有效监管尧枯死松木清理粗放等问
题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袁以期为松材线虫病的科学预防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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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袁亦称松树萎蔫病或松树枯萎病遥树木一旦
受松材线虫侵害袁短期内就会死亡袁而且防控难度大遥因此袁
松材线虫病又被称为松树野癌症冶遥
松材线虫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

2 种遥自然传播主要通过媒介昆虫携带松材线虫传播到邻近

1.3 对林区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使用的涉木包装辅助材料缺
少有效监管
多年来袁对一些在林区建设的重点项目渊如移动基站尧
高速高铁尧电力施工等野外作业冤使用的涉木包装辅助材
料监管存在漏洞遥根据惯例袁对其监管大多是上门宣传政

的健康松树上遥人为传播是指带有松材线虫和传播媒介的

策尧发放法律法规宣传材料尧签订责任书和告知注意事项

病材尧病枝及其加工品等通过人工尧运输工具等搬运到另一

等袁在施工过程中再实地检查遥但实际检查发现袁林区常有

个地区袁这种传播方式不受自然屏障限制袁而且速度快袁是

丢弃的线盘等涉木材料遥特别是一些国家级项目袁因项目单

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传播方式遥

位规格高尧施工时间长尧所用物资包装材料巨大袁要做到无

松材线虫病一旦发生袁危害巨大遥一是直接造成松木木

材使用价值损失袁二是增加病害防治经费遥以单株 100 kg 松
木为例袁目前泾县市场收购价约为 0.6 元/kg袁单株市价约为

60 元曰而单株枯死松木的清理费用袁县政府网站招标的网罩
法处理费用为 160 元/株袁木材直接损失加处理费用每株松

漏洞监管难度非常大遥当违法行为未受到处罚时袁违法行为
得不到有效遏制袁就会导致不法行为变本加厉袁给监管带来
困难遥
1.4 枯死松木清理粗放简单
多年来袁预防监测的工作主要是按照要求做好宣传袁做

木就达 220 元遥另外袁松材线虫病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巨

好枯死松木的普查尧统计及清理工作遥而山场杂灌丛生袁环

松林资源造成巨大威胁遥

作业粗放袁未严格按照要求将 1 cm 以上的枝尧树头全部清

大损失袁也严重破坏了自然景观及生态环境袁对我国丰富的
2018 年 10 月 18 日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北京召开松

境复杂袁严重影响作业精细程度 [2]遥在清理枯死松木过程中
理下山袁树桩也未全部挖除或用药物处理遥

材线虫病防治专家座谈会袁通报了当前松材线虫病的发生

实践发现袁在松木密度较大尧自然整枝较高的松林中袁

危害情况院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集中普查最新结果显示袁我

因下部枝条均已枯死袁工人在林下开展现场清理枯死木工作

国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传播扩散加剧袁泰山尧黄山等重要风

时袁无法准确判断松木是因自然整枝仅下部枝条枯死的健

景名胜区面临的威胁加大袁危害损失加重袁松材线虫病呈现

康松木还是已经整株死亡的病死木袁导致清理工作难以精准

爆发式发生态势袁防治形势十分严峻遥

到位袁留下安全隐患遥

1 存在的问题

2 对策

1.1 对预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1 强化各级政府的防治主导作用

各级相关部门对松材线虫病的预防工作不重视袁且存在

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尧组织协调尧资金保障袁松材线虫

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遥在没有发生松材线虫病之前袁相关预

病的预防和除治是无法进行的遥因此袁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

防工作的价值或作用无法准确计量袁缺少有力的数据说服决

相关部门的职责袁切实实行政府主导尧部门协作尧社会参与尧

策部门袁这也是导致决策部门认识不足的重要原因袁直接影

属地管理的原则曰各级林业部门要积极汇报尧善于汇报袁充

响到政策的落实和经费的保障遥

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遥

1.2 检疫检查执法合力不强

2.2 整合执法力量袁形成执法合力

14.7 万 hm2 林地和无数涉林经营户和工程建设施工的检查

的力量非常必要遥一是在各乡镇林业站选择 2 名人员袁进行

兼职检疫人员袁但大多是负责辖区内产地检疫袁不履行检疫

理发挥现有检疫检查站专职检疫员的力量遥自育林基金取

执法工作曰全县在省批木竹检查站基础上加挂检疫检查站

消征收后袁木竹无证违法运输等行为已是极少数袁木竹检查

泾县林检局现有工作人员 7 人袁负责监督监管全县

执法工作袁工作人员缺乏袁工作压力大曰乡镇林业站虽配有

职能的专职检疫员共有 30 人袁其检疫执法仅局限于对无植

在一时不能增加人员的情况下袁整合现有基层林业单位

相关专业培训袁成为专职检疫员袁增强检疫检查力量遥二是合

站的职能应适当调整袁重点向检疫检查倾斜遥三是加强部

物检疫证进行林产品运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袁 执法对象

门间的组织协调袁制定相关的工作预案袁形成以林业有害生

单一袁执法范围有限 遥

物检验检疫局为执法主体尧高效有力的监督检疫执法综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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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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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林区重点建设工程监管

2.5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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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林长制办公室要充分利用林长制工作平台袁调动发

公布举报电话尧举报邮箱袁建立举报渠道袁发挥社会公

挥各级林长尧生态护林员和林业站工作人员的作用袁及时发

众的监督作用遥鼓励林区群众参与监督并举报林区内违规

现尧获取林区内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遥对每一个建

施工作业尧违规收购使用枯死松木尧随意丢弃松木施工材料
等行为袁一经查实袁给予重奖遥对违法单位和个人袁依法追

间的联络员袁做好法律法规宣传袁书面告知应遵守的法律条

责袁公开曝光遥

设工程项目袁确定 1~2 名专职或兼职检疫员作为与企业之

款袁服务企业涉木材料报检复检袁全程跟踪项目施工涉木材

2.6 广泛开展宣传袁营造浓厚氛围

料的使用尧回收和销毁情况袁严禁随意弃置于林区内袁杜绝

各林长制办公室要通过多种媒体渠道袁广泛宣传松材线

病虫害传播隐患袁争取做到一个项目尧一个方案尧一个台账遥

虫病的危害尧防治知识尧防治技术以及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袁一经发现袁事实清楚袁

条例曳等法律法规袁引导公众和社会各界支持尧参与松材线

证据确凿袁应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曰对明知故犯尧造成损失的袁

虫病的防治工作遥

建议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管理袁增加其违法信用成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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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性增强袁并在田间安置防虫网或安放灭蝇纸渊每 3 d 更换

2.4 规范枯死松木的清理和使用
对普查尧巡查中发现的枯死松木袁应严格按照技术规程

进行处理袁克服一切困难袁确保枯死松木清除率达 100%袁确

保枯死松木就地除害处置率达 100%遥严厉打击非法采伐尧
运输尧加工尧使用枯死松木等违法行为袁防止带病松木非法

条上出现叶片萎蔫现象袁之后随着病情的加重袁整株辣椒植
株均表现出青枯病症状曰发病的辣椒植株地上部分叶片颜色
较淡袁后期叶片褐色逐渐加深袁产生枯焦状遥茎部发生辣椒
青枯病时袁一般外面不会表现出明显病症袁但是纵向将茎部
切开可见到维管束颜色转为褐色遥辣椒青枯病一般在连作尧

土壤湿度大的田间容易发生遥当土温达到 20 益时辣椒上即

1 次冤等对潜叶蝇成虫进行诱杀曰释放姬小蜂等潜叶蝇的天
敌袁发挥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效果曰潜叶蝇大量成虫羽化

时袁选择 48%~52%潜蝇灵可湿性粉剂 2 500 倍液尧74%~76%
潜克可湿性粉剂 6 000 倍液尧10%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
等进行防治袁每隔 7 d 左右防治 1 次袁连防 3 次遥
5 蚜虫

可出现青枯病的发病中心袁温度达到 25 益时进入发病高峰

5.1 发生特点
蚜虫在辣椒等蔬菜上发生率较高袁危害较大遥其以成虫尧

3.2 防治技术

若虫群集于辣椒等寄主的叶片尧果实尧花梗等部位吸食汁

期袁遇到气温骤升的情况发病程度加重 遥
[4]

辣椒一旦感染青枯病袁难以彻底清除病原袁因而防治上
重在预防遥实施轮作袁一般要求与水稻或其他非茄科作物进

行轮作袁至少 2 年以上袁以水旱轮作的预防效果最好遥在整地

的同时施入石灰或草木灰等碱性肥料袁以改善土壤酸性条
件袁使土壤呈弱碱性袁对青枯病有很好的抑制作用遥改进栽

液袁产生危害袁受害的叶片等部位会发生黄化袁影响植株生
长袁严重的可造成植株枯萎尧死亡遥
5.2 防治技术
将辣椒园内及其附近的杂草等全部清理干净袁以减少蚜
虫寄生场所[5]曰蚜虫对银灰色较敏感袁因而可在辣椒园内覆

培技术袁采用高垄栽培袁尽量选择营养钵育苗方式袁以减少

盖银灰色地膜袁有利于避蚜防病[6]曰此外袁蚜虫对黄色表现出

对根系的损伤袁培养出长势健壮的秧苗袁提高其对青枯病等

一定的趋向性袁可在田间悬挂黄色诱虫板渊涂抹机油插在辣

病害的抵抗力遥可选择 76%~78%可杀得可湿性微粉剂 400~

600 倍液尧70%~75%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3 000 倍液
进行防治遥

4 辣椒潜叶蝇
4.1 发生特点

潜叶蝇的成虫尧幼虫均可对辣椒产生危害袁雌成虫刺伤

叶片吸食汁液袁并在伤口表皮中产卵袁经过 2~5 d 孵化为幼

虫袁对叶柄尧叶片等产生危害袁出现一些不规则状的虫道袁破
坏叶片中的叶绿素袁不利于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遥在潜叶蝇
发生重的情况下袁辣椒叶片脱落袁植株死亡遥
4.2 防治技术
重视植物检疫工作袁严禁从疫区调入蔬菜等幼苗曰在潜
叶蝇高发地区袁将潜叶蝇嗜好的果蔬类与其他不会产生危
害作用的作物进行轮作曰降低辣椒种植密度袁使田间通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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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田间袁诱虫板高于植株 60 cm 左右袁数量为 450 块/hm2冤袁
对田间有翅蚜虫能起到很好的诱杀效果曰蚜虫开始发生时袁
可选择 8%~12%高效大功臣可湿性粉剂 800~1 200 倍液尧
50%~52%农地乐 1 400~1 600 倍液尧46%~48%乐斯本乳油

800~1 200 倍液等进行防治袁药剂要交替应用袁每隔 7 d 左右
防治 1 次袁连续防治 3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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