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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盘州市为加快脱贫攻坚进度,启动了一系列的退耕还林工程。华山松在盘州市分布广泛,但受
到南华松叶蜂的影响,大范围的华山松均出现了枯死的严重情况。南华松叶蜂每年可发生1~2代,第1
代幼虫喜食2年生松叶。幼虫具有聚集性特点,可利用南华松叶蜂幼虫此习性进行集中防治。本文通
过对南华松叶蜂防治实验过程进行总结,得出相关的防治方案,为我市南华松叶蜂防治提供一定的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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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供试药剂情况

序号

药剂

剂型

规格

生产厂家

1

10%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800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的主要危害性生物之一,尤其近些年的

2

20%灭幼脲Ⅲ

悬浮剂

800

安徽市瑞泽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危害性逐渐增大,应制定出最为适合的

3

40%氧化乐果

乳油

800

重庆农药厂

4

高效氯氰菊酯

乳油

800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5

2%敌敌畏

烟雾剂

━━━

黑龙江省平山林业制药厂

6

白僵菌

粉剂

400 亿/g 高孢粉

江西天人生态工业有限公司

南华松叶蜂是影响我市华山松生长

防治方法。据此，我们及时开展了南华
松叶蜂防治实验。从本次防治实验可以
看出,800倍40%氧化乐果、500倍敌敌畏

1.3.2采用多种化学剂型喷洒

乳油、500倍他虫啉、500倍氯氢菊酯、

1.3防治方法

灭幼脲等对防治南华松叶蜂具有较好的

1.3.1采用多种化学药剂喷洒

效果。通过比对常见的杀虫药剂在防治

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是南华

治会取得较理想的效果,观察可见,每年

南华松叶蜂中发挥的作用,找出最为适

松叶蜂的高发季节,可联合使用10%吡虫

9月下旬~10月中旬为幼虫高发期。可采

合的产品,达到有效控制南华松叶蜂的

啉800倍液、20%灭幼脲Ⅲ、40%氧化乐果

用氯氰菊酯乳油800倍液、2%敌敌畏烟雾

目的。另外由于盘州市境内地形较为复

800倍液、高效氯氰菊酯800倍液对病害

剂、白僵菌粉剂对病害树木进行喷雾作

杂,还应考察药物在不同使用方法情况

树木进行喷雾作业,如虫害情况不严重,

业,要设置3块面积为1hm²实验地点,并

下的作用。依据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价

每年仅喷洒一次即可,施药后如在6h内

且选取树龄及长势接近的植株,要在待

体系,可制定出一套有效的防治方案,实

如遇到降水天气,则需重新喷洒。选取5

实验的植株上做好红色标记。依据剂型

现今后的无公害治理。

块面积为0.5hm²、树龄及长势接近的地

的特点,选择最为合适的施药方法。在施

在南华松叶蜂的幼虫期开展积极防

1 试验材料及试验方法

块作为试验场地,在待接受试验的树木

药后的第2天、第5天、第9天、第15天开

1.1试验地点

上做好红色标记。要选择晴朗并且无显

展用药情况调查,记录下施药前后病害

本次试验选址地为盘州市下辖的6

著风力的天气下进行施药,要力求做到

树木数量、南华松叶蜂种群密度。仍旧

施药均匀,避免遗漏。在喷洒药物6天后

采用上述公式做具体计算。

个乡镇，详见表1。
表 1 盘州市南华松叶蜂防治实验选址概况
乡(镇)

林场名称

松林面积(亩)

石桥镇

关雎林场

1000

大山镇

嘎啦河林场

1000

胜境街道

杜鹃林场

2000

丹霞镇

荒坝林场

6000

鸡场坪镇

中屯村林场

1000

盘关镇

镇林场

1000

合计

12000

检查使用情况,应调查施药前后病害树

2 防治效果及分析

木数量、南华松叶蜂种群密度。并通过

2.1防治效果
2.1.1不同药剂对南华松叶蜂的防

下式计算出各项数据。
有虫株率

(100

虫口减退率 (100 % ) =

% )=

有虫株数
调查总株数

× 100

防治前虫口数量 - 防治后虫口数量
× 100
防治前虫口数量

1.2试验药剂
本次试验共选取了6种药剂,详见表2。

防治效果 (100 % ) =

防治区虫口减速率 - 对照区虫口减速度
× 100
100 - 对照区虫口减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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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效果
通过采用10%吡虫啉800倍液、20%
灭幼脲Ⅲ、40%氧化乐果800倍液、高效
氯氰菊酯乳油800倍液进行防治,可见防
治效果较为理想,见表3。上述4种药剂能
够明显控制南华松叶蜂的繁衍,虫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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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病害树木数量下降明显。由于防治
效果较好,因此能够在短时间内即可抑
制南华松叶蜂的增长。10%吡虫啉800倍
液、20%灭幼脲Ⅲ800倍液的防治效果较
好,有效率可达92.15%、92.83%。二者之
间的防治效果较为接近( F <0.05),与
另外2种药剂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差距。
40%氧化乐果800倍液比上述两种药液效
果稍强,高效氯氰菊酯乳油800倍液防治
效果最佳,为99.23%。
2.1.2不同剂型药剂对南华松叶蜂
的防治效果
使用不同的剂型防治南华松叶蜂,

各类有害生物分为4个等级。经上表计算

此,要做好各类林木苗及制品的检疫工

会取得最为理想的效果,主要包括乳油、

可知,南华松叶蜂在盘州市的风险等级

作,及时控制好疫情扩散,避免大范围爆

烟雾剂、粉剂。相关结果见表4。采用上

为中度风险。

发,将危害降至最低限度。盘州市正在实

述三种剂型后,防治效果达到了99.68%,

4 结论及讨论

施新一轮的退耕还林工程,华山松作为

时间长,施药15天后仍可感染南华松叶

通过开展本次南华松叶蜂防治实验

我市重要的林业树种,应加强各类病虫

蜂。据观察,在施药42天后还能够感染到

可见,最为有效的药剂为高效氯氰菊酯

南华松叶蜂,虽然数量不多,但具有很高

800倍液,并结合20%灭幼脲Ⅲ80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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