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浅析植物害虫天牛的发生及防治措施
蔡慧红 程策
温州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DOI:10.32629/as.v2i1.151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植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带来的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不影响整个社会

的发展速度,对植物病虫害的防治研究也在持续进行中。防治,主要包括防和治两个方面,换句话说,就是“三分种,七分养”的
基本策略,笔者先对并病虫害出现的原因进行浅析,进行有效的“防”,再提出解决措施,进行相对的“治”
。取得很好的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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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害虫天牛是行道树、防护林、庭院公园、学校绿化树木

屑堵塞,9 月中下旬羽化为成虫,在蛹室内越冬。
3 天牛发生的不同时期及其防治技术

和树桩盆景的重要害虫,危害悬铃木、杨树、槭树、白蜡、
松树、海桐等很多园林树木。幼虫蛀食主干和根,使树木生
长不良,树势衰弱,枝枯折断,经数年连续危害后,严重的造
成树木枯死。
天牛排出粪便恶化环境。成虫咬食嫩枝皮层,造成枝梢
枯萎,尤其是松褐天牛,除直接危害外,还传播松材线虫,引
起松林大片枯死,是重要的林业检疫性害虫。发生特点种类
多,分布广,危害对象多。
2 生活习性
害虫天牛形态特征属鞘翅目,天牛科,虫体中至大型。成
虫长形,颜色多样,触角呈鞭状,常超过体长,复眼肾形,围绕
触角基部。幼虫呈筒状,属无足型,背、腹面具革质凸起,用
于行动。常见的有星天牛、桑天牛、锈色粒肩天牛、桃红颈
天牛等是我们最常见的天牛害虫。
天牛生活史的长短依种类而异,有一年完成 1 代或 2 代
的,也有二、三年甚至四、五年完成 1 代的。天牛一般以幼
虫或成虫在树干内越冬。成虫于 4 月中旬到 5 月初在树干啃
咬一圆形羽化孔,5—6 月陆续飞出树干,有的需进行补充营
养,取食花粉、嫩枝、嫩叶、树皮、树汁或果实、菌类等,
有的不需补充营养。成虫寿命一般 10 余天至 1～2 个月；但
在蛹室内越冬的成虫可达 7～8 个月,雄虫寿命比雌虫短,交
配后死亡。成虫活动时间与复眼小眼面粗、细有关,一般小
眼面粗的,多在晚上活动,有趋光性；小眼面细的,多在白天
活动。成虫产卵方式与口器形式有关,一般前口式的成虫产
卵时将卵直接产入粗糙树皮或裂缝中；下口式的成虫先在树
干上咬成刻槽,然后将卵产在刻槽内。
天牛主要以幼虫蛀食,生活时间最长,对树干危害最严
重。当卵孵化出幼虫后,初龄幼虫即蛀入树干,最初在树皮下
取食,待龄期增大后,即钻入木质部为害,幼虫在树干内活动,
蛀食隧道的形状和长短随种类而异。幼虫在树干或枝条上蛀
食,在一定距离内向树皮上开口作为通气孔,向外推出排泄
物和木屑。幼虫老熟后即筑成较宽的蛹室,两端以纤维和木

3.1 羽化期
4 月中旬—8 月初,此时可以观察有天牛危害的主干,若
是出现上图所示圆形羽化孔,表明天牛成虫已飞出树干进行
交配产卵。
3.1.1 物理防治：可以人工捕杀成虫。一般在 5-7 月天
牛成虫盛发期,经常检查成虫停息在树上,或低飞于林间时
捕杀。有的成虫有假死性,剧烈振摇树枝,成虫跌落而捕杀。
3.1.2 化学防治：用新型杀虫剂--微胶囊剂(目前有噻
虫啉等),喷于树干上,天牛成虫足踩触时胶囊立即破裂,会
释放出高效农药,粘于天牛足上,进入虫体内杀死,未踩的胶
囊完好保存,在 40 天内杀死成虫 90%以上。
3.1.3“以虫治虫”治疗：花绒寄甲是目前已发现的大
型天牛的最为有效的天敌昆虫之一,现场投放花绒寄甲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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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活动范围大,能自己寻找寄主(松褐天牛)。花绒寄甲会

6 月上旬—8 月下旬,为天牛产卵孵化盛期,有的种类产

咬破松褐天牛的表皮,将头都插入松褐天牛体内吸取养料,

卵刻槽明显易找,主要在主干部位产卵且密集,主要危害树

寄宿在松褐天牛身上,一直等到它死亡。另外,花绒寄甲持效

干韧皮部,影响树体无机盐和养分向下传导,造成树势衰弱。

期长,在林间能自主繁殖 5～6 年,抗逆性强,无论成虫还是

此时是最佳防治时期,经常观察树主干有无缺刻现象。一般

幼虫都具有很强的自然环境适应能力,是天牛类害虫的克

刚产卵后切口较新,此时用刀划开产卵部位可见天牛虫卵,

星。形成一个群体,可以长期与天牛斗争。

似米粒大小。若见天牛产卵部位变成黑色并且有脓状物液体
流出,此时虫卵已经孵化形成低龄幼虫,即将进入木质部危
害,尽量在其进入木质部以前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治。
3.2.1 物理防治
3.2.1.1 天牛产卵于枝干上,低龄幼虫未蛀入木质部前,
在枝上危害处有新鲜树液树脂流出,有红褐色粪屑处,可以
人工用刀在其产卵部位纵向划破虫卵或直接取出虫卵和幼
虫进行处理。本方法仅适用于树枝低矮,产卵刻槽和低龄幼
虫危害状较明显的种类。
3.2.1.2 保护树干防止成虫产卵。要在每年 9—10 月和
成虫羽化出孔前 4—5 月进行树干涂白,涂白时应选择合格、
保护时间长、不易脱落、不易发黄、的喷涂树干涂白保护膜。
涂在树干下部离地 2 米范围内,不漏涂,可适当加入杀虫剂,推
荐使用“国光糊涂膜——喷涂型树干涂白膜或“膜护”—液
态涂白膜+国光毙克(吡虫啉)”,能常时间保护树干,有效阻止
天牛刻凿产卵。
3.2.2 化学防治
药剂防治天牛成虫同产卵期。

3.3 幼虫期
6 月中旬—9 月中旬,此时为天牛幼虫危害高峰期,也是
防治最难的时期,主要危害树体木质部,对主干及枝干造成
3.2 产卵孵化期
22

严重影响,对树体水分输导组织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树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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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供应不足而逐渐衰弱,同时还会造成树干的腐烂、风折等
现象,从而引起树体死亡。
3.3.1 物理防治
3.3.1.1 加强管理：结合修剪整枝,及时剪除和处理有
虫枯枝；生长衰弱的树易遭天牛危害,应加强对树木管理,
促树势生长旺盛,减轻危害。
3.3.1.2 钩杀幼虫：幼虫长大后蛀入木质部,常从排粪
孔排出粪便和木屑,可用铁丝伸入蛀孔,将孔内粪屑挖空,钩
杀幼虫。有的天牛有数十个排粪孔,要伸入最后的孔内钩杀。
本方法对蛀孔较直的天牛易钩杀,但对蛀孔弯曲的天牛钩杀
较难,费工多,树体伤害较大,不宜每年连续用。

“以虫治虫”治疗：采用花绒寄甲预防松材线虫病,不

3.3.2 化学防治

仅可以切断松材线虫的传播链、从而控制松材线虫病传播蔓

化学防治是目前最主要的防治幼虫的措施。

延,而且对生态环境安全、无污染、不破坏生物多样性,是生

3.3.2.1 可以在幼虫为害木质部有新排粪孔的正下方与

态、绿色、环保的先进防控技术。

水平面斜向下 45o 进行打孔,然后插入“国光防蛀液剂”,

3.4 冬季管理

根据树体大小,一般胸径每 10cm 用一支,以此类推。使药液

冬季清园是控制天牛发生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但往往

通过树体木质部导管输送到树体各个组织,从而使其幼虫取

被人们所忽视。主要工作：修剪、树干涂白、树干周围进行

食后中毒而死。(注：呋喃丹有剧毒,果菜严禁使用,但个人

中耕松土、清除枯枝落叶。

认为在绿化还是比较好的)
3.3.2.2 可用 56%磷化铝片剂(0.6 克/片)塞入虫孔中密
闭薰杀或对危害严重的树采用磷化铝片剂配合保鲜膜对危
害树干进行包裹后熏蒸杀虫。

4 注意事项
4.1 要利用好最佳的防治时期,要定期关注对树干进行
检查。
4.2 要科学用药,并不是毒性最高和使用最多的农药就

3.3.2.3 也可用用传导性较好的药液,如国光必治(40%

能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这样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对环境及周

啶虫.毒死蜱)稀释 200 倍液进行吊注。此法要结合较好的管

围人群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一定要选择较好的施药方法。

理措施,以保证药液在树体能够充分的传导。

4.3 一般虫害较严重的都是衰弱树种,因此要对树势较
弱的进行复壮。
5 结束语
总之,只有充分了解植物感染病虫害的原因,才能辅之
以科学有效的方法对症下药,真正实现对病虫害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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