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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毛竹黑叶蜂(Eutomostethus nigritus Xiao)的发生危害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掌握其林间种群数量的变

动特点，对该虫的发生与环境关系进行持续 2 年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毛竹黑叶蜂在毛竹纯林中发生危害较

为严重，而在竹杉、竹阔混交林中发生较轻。毛竹黑叶蜂的发生危害与不同竹林结构、不同立竹量有一定关系，

在立竹量高、竹林结构合理、新竹多的林分发生较为严重。该虫在海拔高度 600 m 以下的竹林发生危害比较严重，

在阳坡发生危害重于阴坡，中、下坡位的发生危害重于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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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Eutomostethus nigritus Xiao was more serious in the 

pure bamboo stand, but less damages in the mixed bamboo cedar forest and in the mixed bamboo hardwood forest. 

Because the stand structure and the bamboo quantity have effects on the occurrence of Eutomostethus nigritus 

Xiao, so it occured more seriously in bamboo forest with high bamboo quantity, reasonable stand structure and 

many underyearlings. The insect was more seriously occured in bamboo stand at below 600 metres than that above 

600 metres, heavier on sunny-slopes than on shady-slopes, and lighter on upslopes than on midslopes and 

down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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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的发生危害与环境因子关系密切，环境中

的非生物因素如气候条件（包括大气温度、湿度、

降雨、光照及风等因素）、土壤条件、地理条件等不

仅单独作用于昆虫，而且其相互影响对昆虫发生综

合作用，或直接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活动、繁

殖及分布，或通过对昆虫寄主植物和天敌的影响而

对昆虫发生间接的作用[1-3]。为了探讨毛竹黑叶蜂

(Eutomostethus nigritus Xiao)的发生危害与环境因

子的关系，掌握其林间种群数量的变动特点，笔者

于 2006-2008 年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和光泽县司

前乡对该虫发生与环境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

为毛竹黑叶蜂的发生与环境因子关系提供数据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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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调查样地设在龙岩市新罗区江山乡，海拔高度

450~850 m，属低纬度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热量资源丰富，干湿季节明显，

年平均降水量约 1 725 mm，年平均气温 17.9 ℃，

无霜期 291 d，样地有毛竹林约 321 hm2；光泽县司

前乡，境内溪流密布，地势起伏，海拔高度 550-900 

m，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

足，年平均降水量 1 816 mm，年平均气温 17 ℃，

无霜期 270 d，样地有毛竹林约 270 hm2。 

1.2  调查方法  

在毛竹黑叶蜂分布危害区，分别选择不同坡向、

坡位，不同竹林结构、不同眉围、不同立地条件的

样地 30 块（龙岩市新罗区江山乡和光泽司前乡各调

查 15 块），每块样地 0.067 hm2，在每块样地内连续

性抽取 30 株毛竹，调查其虫口数量、毛竹林被害程

度，天敌状况等；统计各样地的被害情况。 

1.3  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毛竹林被害程度以其竹业被食情况而定。调查时

将竹叶的被害率分为 5 级[4]。 

Ⅰ级（代表值 0）：竹叶未受害； 

Ⅱ级（代表值 1）：1/4 以下竹叶被食； 

Ⅲ级（代表值 2）：1/4~2/4 竹叶被食； 

Ⅳ级（代表值 3）：2/4~3/4 竹叶被食； 

Ⅴ级（代表值 4）：3/4 以上竹叶被食。 

然后计算危害指数，将竹林的危害程度划分为 3

级，参考原林业部《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管理办法》

中危害程度划分标准： 

危害指数 30 以下为轻度（+）；危害指数 30~60

为中度（++）；危害指数 60 以上为重度（+++）。 

100



 
总株数）（最高一级代表值

代表值）（被害级株数
危害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坡向、坡位与毛竹黑叶蜂发生危害的关系 

根据林间调查结果，毛竹黑叶蜂的发生危害与

坡向坡位有关（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不论是在

闽北的光泽还是闽西的新罗，东南坡（阳坡）毛竹

林毛竹黑叶蜂的危害程度重于西北坡（阴坡），其虫

口密度也显著高于西北坡；这主要是与该虫喜阳的

习性有关。从坡位来看中、下坡的危害程度显著高

于上坡，通常中、下坡虫口密度高、危害较严重，

这主要是中、下坡的竹林环境与上坡相比更有利于

毛竹黑叶蜂的栖息，毛竹的生长状况也较上坡更好，

为食叶性害虫提供了良好的栖境和食物。 

表 1  毛竹黑叶蜂发生与坡向坡位的关系 

样地号 地点 坡向 坡位 竹林结构 
立竹量 

（株/hm2）

虫口密度 

（头/株） 

危害指数 

（%） 
危害程度

1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上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1950 14.5 21.3 + 

2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025 63.2 99.5 +++ 

3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下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100 41.6 51.6 ++ 

4 光泽司前 西北坡 上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1875 7.6 13.2 + 

5 光泽司前 西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1950 33.4 45.2 ++ 

6 光泽司前 西北坡 下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100 18.8 26.3 + 

16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上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175 26.4 29.1 + 

17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 度竹为主 2325 71.2 100 +++ 

18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下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325 56.5 87.6 +++ 

19 新罗江山 西北坡 上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100 11.3 19.8 + 

20 新罗江山 西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175 29.6 44.3 ++ 

21 新罗江山 西北坡 下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325 21.8 32.4 ++ 

2.2  不同竹林结构、不同立竹量与毛竹黑叶蜂发生 危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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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黑叶蜂的发生危害与不同竹林结构、不同

立竹量有一定关系（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以竹林

结构差的（样地 7-10）、老竹（4、5 度竹）为主的

竹林，毛竹黑叶蜂虫口密度低于竹林结构好的，以

2、3 度竹为主的竹林，危害程度也相对较轻。说明

竹林结构好，毛竹生长良好的林分更容易遭受毛竹

黑叶蜂的危害，这主要是与该虫喜欢危害取食浓绿

的竹叶及其习性有关。另外，从表 2 还可以看出在

相同竹林结构的林分（比如样地 8-10、样地 17、22

以及样地 18、23），立竹量高的竹林毛竹黑叶蜂虫

口密度、危害程度均高于立竹量相对较低的林分。

这主要是毛竹黑叶蜂喜欢栖息向阳遮阴的竹林有

关。 

表 2  毛竹黑叶蜂发生与竹林结构及立竹量的关系 

样地号 地点 坡向 坡位 竹林结构 
立竹量 

（株/hm2）

虫口密度 

（头/株） 

危害指数 

（%） 
危害程度

2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025 63.2 99.5 +++ 

7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5 度竹，以 4、5 度竹为主 1950 34.3 52.6 ++ 

3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下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100 41.6 51.6 ++ 

8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下坡 2-5 度竹，以 4、5 度竹为主 2100 18.3 28.2 + 

9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下坡 2-5 度竹，以 4、5 度竹为主 1950 12.6 23.5 + 

10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下坡 2-5 度竹，以 4、5 度竹为主 1575 7.8 16.8 + 

17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325 71.2 100 +++ 

22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1650 36.5 53.8 ++ 

18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下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2325 56.5 87.6 +++ 

23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下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1650 21.8 46.2 ++ 

2.3  不同林分类型与毛竹黑叶蜂发生危害的关系 

毛竹黑叶蜂发生危害与不同林分类型的关系详

见表 3。从表中可以看出竹杉混交林受毛竹黑叶蜂

危害最轻，危害指数均在 20%以下，每株虫口密度

低于 10 头；毛竹纯林受害较重，尤其是竹林结构合

理、立竹量较高的林分危害程度多在中度以上；竹

阔混交林受毛竹黑叶蜂危害较轻，危害指数均在

30%以下。 

研究表明毛竹纯林受害明显重于混交林，这主

要是因为毛竹纯林物种多样性差，天敌种类、数量

较少有关。据在龙岩市新罗区江山乡毛竹纯林调查，

毛竹黑叶蜂幼虫的被寄生率低于 10%，而在竹杉混

交林幼虫的被寄生率达 21.6%，竹阔混交林幼虫的

被寄生率达 23.8%。因此，在毛竹黑叶蜂发生区应

注重竹林林分结构的调整，避免毛竹大面积的纯林

化，应提倡经营竹杉、竹阔混交林。 

表 3  毛竹黑叶蜂发生与林分类型的关系 

样地号 地点 坡向 坡位 竹林结构 林分类型 
虫口密度 
（头/株） 

危害指数 
（%） 

危害程度

2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毛竹纯林 63.2 99.5 +++ 

11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竹杉混交 8:2 5.3 12.6 + 

12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竹阔混交 8:2 6.9 16.8 + 

17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毛竹纯林 71.2 100 +++ 

24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竹杉混交 7:3 5.7 10.4 + 

25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竹阔混交 7:3 6.2 11.7 + 

26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下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竹杉混交 8:2 8.4 17.3 + 

27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下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竹阔混交 8:2 9.8 21.4 + 

2.4  不同海拔高度与毛竹黑叶蜂发生危害的关系 毛竹黑叶蜂发生危害与不同海拔高度的关系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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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毛竹黑叶蜂的发生危害

与海拔高度有一定关系，海拔高度 600 m 以下的毛

竹纯林受害比较严重，虫口密度较高，每株毛竹平

均达 51.8 头以上，为重度受害；海拔高度 800 m 以

上的毛竹纯林受害较轻，平均虫口密度在 10 头左

右，为轻度受害。这主要与该虫的生长发育与温度

关系密切，高海拔地区温差大不利幼虫的生长发育

有关。 

表 4  毛竹黑叶蜂发生与不同海拔高度的关系 

样地号 地点 坡向 坡位 
竹林结构 

（纯林） 

海拔高度

（m） 

虫口密度 

（头/株） 

危害指数 

（%） 
危害程度

13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560 61.3 100 +++ 

14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750 32.3 50.6 ++ 

15 光泽司前 东南坡 中坡 2-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870 11.9 16.8 + 

27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450 51.8 100 +++ 

28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570 56.7 100 +++ 

29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680 33.2 51.7 ++ 

30 新罗江山 东南坡 中坡 1-4 度竹，以 2、3 度竹为主 820 8.4 15.3 + 

3  结论与讨论 

⑴ 毛竹黑叶蜂在毛竹纯林中发生危害较为严

重，而在竹杉、竹阔混交林中发生较轻。近十多年

来福建省毛竹产区大力实施毛竹低产林改造和丰产

林基地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省竹业产业的发

展，但在营林技术措施上，不少地区实施毛竹纯林

化基地建设，严重影响了毛竹林的生态环境，导致

了毛竹病虫害的发生日趋严重，毛竹黑叶蜂在我省

的发生，及其在局部地区成灾危害，就是竹林纯林

化的缘由[5-7]。因此，要控制毛竹黑叶蜂在我省成灾

危害，必须提倡建立竹阔、竹杉、竹松混交林，促

进毛竹林的生态平衡。 

⑵ 毛竹黑叶蜂在立竹量高、竹林结构合理、新

竹多的林分发生较为严重。因此，在毛竹黑叶蜂的

发生危害区，在竹林经营上要注意类型的调整，可

通过适当地增加竹材砍伐量、挖笋量，降低竹林的

立竹量，通过竹林结构的调整，控制该虫种群数量

的增长，抑制其成灾危害。 

⑶ 毛竹黑叶蜂在海拔高度 600 m 以下的林分

发生危害比较严重，尤其是在阳坡的中、下坡位发

生更为严重。因此，要根据该虫的发生特点，做好

虫情监测工作，科学地设置监测点和林间标准地，

确保虫情监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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