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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主要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及防治技术
程 哲
渊安徽省舒城县林业局五显林业站袁安徽舒城 231300冤

摘要 毛竹是目前我国栽培面积最广尧经济效益最高的竹类袁是山区农户发展经济林的首选树种之一遥本文结合近年来毛竹生产中常
发的病虫害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防治技术袁以期为提高毛竹产量及品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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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是我国重要的一类森林资源袁应用广泛袁经济效益

明显遥毛竹袁学名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渊Carr.冤Mitford cv.
Pubescens袁属于禾本科刚竹属植物袁一般竿高可超过 20 m袁

粗度达 20 cm 以上袁是目前我国经济价值最高尧栽培面积最

年内枯萎死亡遥病原菌的传播途径为风尧雨遥毛竹丛枝病在
毛竹长势衰弱尧林间过于郁闭尧管理水平落后的林分内发生
严重[3]遥

2.2 防治技术

广尧栽培历史最悠久的竹种 遥毛竹的用途广泛袁枝梢可以制

毛竹丛枝病防治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即为科学营林遥因

作扫帚曰笋味道鲜美可以食用袁鲜食或者加工成笋片等均可曰

此袁要加强营林管理袁人工将毛竹林内发病的枝条尧植株全

毛竹的竿型粗大袁可以用于制作建筑中需要的脚手架尧棚架

部清理干净袁砍除长势衰老的老竹袁保证毛竹密度适宜袁并

等遥由于毛竹具有一次造林尧多年收益的优势袁近些年来舒

加强施肥尧松土等管理袁促使毛竹长势旺盛遥在毛竹顶端梢

[1]

城县毛竹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袁对促进当地山区经济发展尧
农户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遥但是袁毛竹生产中经常发生的病
虫害对毛竹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袁必须加强防治袁降低毛竹病
虫害发生程度袁提高毛竹的产量及品质遥现将毛竹主要病虫
害的发生特点及防治技术总结如下遥
1 毛竹枯梢病

部产生米粒状分生孢子时袁选择合适的复配液渊如 10%吡虫
啉等冤进行竹腔注射遥
3 毛竹黑痣病
3.1 发生特点

毛竹黑痣病也被称为叶疹病袁发病后可造成毛竹快速衰
退袁叶片大量枯萎脱落袁降低毛竹笋产量遥病原为黑痣菌袁一

1.1 发生特点

枯梢病是检疫病害袁是毛竹生产中发生程度较重的病害

般以菌丝体的形式在发病植株残体或土壤中越冬曰翌年 4 月
以后温度升高袁成熟的子实体释放孢子随风雨传播袁7要8 月

之一袁一般在 7 月中旬左右发生袁可对当年新发毛竹造成严

侵染毛竹遥毛竹感染黑痣病后袁首先是靠近地面的叶片开始

病的病原菌属子囊菌亚门袁每年 5 月底至 6 月中旬病原孢子

扩大成椭圆形尧圆形或纺锤状袁颜色逐渐变深袁为橙黄尧赤红

重危害袁导致毛竹梢枯萎尧断头袁对毛竹材质产生影响遥枯梢

发病袁产生白色小斑点袁之后发病部位逐渐往上蔓延袁病斑

开始侵染新发的毛竹袁经过几个月的潜育袁在 7要9 月逐渐

色等遥当林间过于郁闭尧湿度大时发病程度重遥毛竹发病后

表现出病症遥刚开始发生时主梢尧枝条的节叉等位置出现病

导致病叶枯萎脱落袁难以进行有效的光合作用袁对毛竹生长

斑袁颜色为褐色曰最后病斑逐渐扩展袁颜色转为深绛紫色遥根

发育产生不利影响遥在温度很高的夏季袁染病的毛竹林树冠

据发病症状的不同枯梢病有 3 种类型袁按照发病程度由轻
到重分别为枯枝型尧枯梢型尧枯株型 遥
[2]

1.2 防治技术

全部枯黄袁部分竹子枯萎死亡遥
3.2 防治技术
通过科学营林提高毛竹自身抵御能力遥4要5 月为黑痣

将毛竹林内发病的枝条等全部清理出去遥科学施肥袁为

病病原子实体成熟期袁之后孢子快速扩散袁导致毛竹染病袁

毛竹生长提供足够的养分袁促使毛竹长势健壮袁提高毛竹抗

因而可在冬季或者刚入春时加强管理遥首先将地面上的枯枝

病能力遥做好检疫工作袁不从疫区调运母竹袁并对林间病虫

落叶全部清理干净袁降低越冬病原基数曰如果林间密度过大袁

害发展趋势做好预测预报遥如果未及时清除林区病原袁则

则要适当进行择伐袁以改善毛竹林内的通风透光性袁降低黑

7 d 左右喷 1 次袁连喷 3 次即可遥

择 12%~13%速保利 2 000 倍液尧50%甲基托布津 600 倍液

2.1 发生特点

4 刚竹毒蛾

可在 5 月底至 6 月中旬对准竹冠喷施 1%波尔多液等袁每隔
2 毛竹丛枝病

毛竹丛枝病即为扫帚病袁破坏性非常强袁发病的枝条长
势衰弱袁竹叶形状变小袁退化成鳞片状曰有的病枝节数增加袁
大量侧枝丛生袁节间缩短袁最后呈现鸟巢状遥5要7 月在顶端
的叶梢内可见米粒状白色分生孢子器袁一般发病毛竹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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痣病的发生概率[4]遥黑痣病发生后袁初期的防治药剂可以选
等袁每隔 2 周左右喷 1 次袁连喷 2~3 次遥
4.1 发生特点
刚竹毒蛾是毛竹上常发的主要食叶害虫之一袁重发时可

吃光当年毛竹叶袁不仅造成大量毛竹死亡袁还会降低翌年竹
笋产量遥 刚竹毒蛾 1 年发生 3 代袁世代重叠袁常群集于毛竹

叶片背面越冬袁翌年 3 月中旬开始活动袁一直持续到 10 月
上旬遥越冬虫卵在 4 月上旬全部孵化完毕袁成虫羽化时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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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尧傍晚袁趋光性较强遥一般在密度过大林尧阴坡尧山洼
等处发生程度重遥
4.2 防治技术
可结合实际适当伐林袁加强施肥管理袁提高毛竹林内的
通风透光性袁为毛竹生长提供有利条件遥刚竹毒蛾的老熟幼
虫常集中结茧袁主要分布在毛竹林下的杂灌木或者竹竿上袁
可以人工将虫茧摘除袁集中销毁遥由于刚竹毒蛾具有较强的
趋光性袁因而可在盛发时于毛竹林内悬挂杀虫灯遥4要5月
在毛竹林内喷洒白僵菌粉袁一般防效可超过 70%袁且效果可
持续数年甚至更长遥
5 黄脊竹蝗

5.1 发生特点

黄脊竹蝗是毛竹上主要的食叶害虫袁1 年发生 1 代袁虫

感器与微系统袁2018袁37渊4冤院142-144.
[35] 吴开华袁王文杰.植保无人机结构光视觉的障碍物检测方法[J].光电
工程袁2018袁45渊4冤院32-40.
[36] 宋天明袁任喆袁刘国崇.植保无人机喷洒系统的设计[J].农机使用与
维修袁2018渊4冤院12.
[37] 范思儀袁陈铭袁丁念.基于流体扰动算法的农用植保无人机避障航路
规划与仿真[J].农业工程技术袁2018袁38渊9冤院51-54.
[38] 刘小军袁牛绿原袁刘增元袁等.基于 Cortex-M4 六旋翼植保无人机的
研究与开发[J].电工技术袁2018渊6冤院18-20.
[39] 徐伟诚袁陈凯袁张铭袁等.基于太阳能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提升方案[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袁2018袁20渊11冤院62-68.
[40] 贾瑞昌袁唐楚鹏袁王志敏袁等.光固化成型技术在无人机植保喷头研
发中的应用[J].农业工程袁2018袁8渊9冤院1-5.
[41] 董康袁陈华才袁郑永明袁等.植保无人机离心喷头的设计与试验[J].中
国计量大学学报袁2018袁29渊3冤院265-268.
[42] 郑启帅袁岑海燕袁方慧袁等.植保无人机喷施液滴润湿性探究[J].浙江
大学学报渊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冤袁2018袁44渊4冤院407-413.
[43] 文晟袁韩杰袁兰玉彬袁等.单旋翼植保无人机翼尖涡流对雾滴飘移的
影响[J].农业机械学报袁2018袁49渊8冤院127-137.
[44] 徐志雄.桨盘载荷对植保无人机构型的影响[J].农业与技术袁2018袁38
渊6冤院83.
[45] 李莉.果园几种鸟雀驱避技术效果研究[D].银川院宁夏大学袁2016.
[46] 崔广鑫.洛川县苹果园实施无人机喷药的试验[D].杨凌院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袁2017.
[47] 刘晖袁李兆雄袁詹杰袁等.基于无人机的果园冠层图像采集装置设
计[J].农业技术与装备袁2018渊10冤院76-77.
[48] 刘德江袁龚艳袁王果袁等.果园航空喷雾的农药沉积分布比较[J].江苏
农业科学袁2018袁46渊6冤院207-211.

6 竹笋叶蛾

6.1 发生特点

竹笋叶蛾 1 年发生 1 代袁主要以卵的形式存在于禾本科

杂草枯叶卷皱的边缘处越冬袁翌年 2 月下旬逐渐孵化袁进入
到禾本科等杂草的心叶中产生危害袁最后表现出枯心尧白穗

等病症遥幼虫在杂草心叶中为害时可蜕皮 2~3 次袁进入 4 月

后袁毛竹笋开始出土袁杂草心叶中的幼虫即可转入竹笋中袁
一般首先为害笋尖的小叶袁在其中取食并蜕皮 1 次袁之后从
小叶中爬出转入笋中为害竹笋遥5 月上中旬老熟幼虫从笋

中爬出进入土壤中结茧化蛹 [6]遥成虫活动时间多在夜间袁对
光照有趋向性袁羽化时间在 6 月上中旬遥雌成虫每次产卵数
量在 280 粒以上遥
6.2 防治技术

毛竹笋发生竹笋叶蛾后袁最明显的表现为清晨竹笋顶部

卵的越冬场所为土壤袁一般孵化时间开始于翌年 4 月底袁

没有露珠尧色泽暗淡无光泽袁一经发现应尽快挖除袁并对竹笋

化完毕遥成虫羽化尧产卵的高峰期分别在 7 月下旬尧8 月中

枯草中越冬袁因而要及时整地除草袁降低枯草上越冬虫卵基

5月中旬至 6 月初为卵孵化的高峰期袁50 d 左右即可全部孵

旬袁产卵多选择在土质疏松尧杂灌少的朝南山坡上遥成虫渊具

穴以及周围的土壤进行消毒遥竹笋叶蛾以卵存在于禾本科
数遥3 月中下旬出笋之前袁对准毛竹林内下方以及周边杂草喷

迁飞性冤尧跳蝻渊具迁移尧群聚性冤表现出趋人尿尧趋咸等特

施杀虫药剂袁如菊酯类袁每隔 7 d 左右喷 1 次袁连喷 2~3 次遥

5.2 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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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跳蝻上竹的时间多数在 1 龄末至 2 龄初遥

毛竹上发生黄脊竹蝗时要尽早防治袁一般在发病叶片达

到 10%左右时进行防治袁防治的关键时期是跳蝻孵化高峰
期 10 d 以后袁此时跳蝻聚集于杂灌木上采食袁防治效果最佳袁
待其上竹分散开后防治效果不佳遥春季和冬季将毛竹林间的

草全部铲净袁避免黄脊竹蝗产卵越冬袁也可以在林间堆沤肥
料以杀灭虫卵曰毛竹林附近的荒地都要开垦袁以免其在土壤
中产卵遥将新鲜的人尿尧敌百虫等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袁均
匀地放置在毛竹林间袁以诱杀成虫尧跳蝻[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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