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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栎类林木蛀干害虫生物学特性调研及综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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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江苏云台山麻栎类林木主要蛀干害虫危害的调查研究,介绍主要蛀干害虫的生物性特征、
危害特征、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以期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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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nique of dry moth
pests in Quercus acutissima forest
Long Li1 Kang W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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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damage of the main dry bores of Quercus acacia trees in
Yuntai Mounta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a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nology of the main dry bo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estry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Quercus acacia forest; Dry-eating pests ;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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