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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了吉安市湿地松纯林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自然防治的内容及实施途径。在综合防治中，采取以营林技

术措施为主体的自然防治。尽快恢复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是湿地松纯林病虫害防治的根本途径，也

是当前湿地松保护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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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occurrence of fores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he pure slash pine stand of Ji'an 

city, the way of natural control and implementation was outlined. Silvicultural techniques should be the main 

natural control method. To restore biodiversity and 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wa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way to control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he pure slash pine stand, but also the main 

content of protecting pine pur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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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现有湿地松人工林约 28.4 万

hm2，无论面积还是蓄积，均占全市人工林总面积

的 40%左右。这些林分大都生长较好，是全市林业

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但是也应看到，这些林分多

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集中连片大面积栽植起来的

纯林，立地条件不一，部分生长不良，病虫害发生

普遍、严重，给湿地松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威

胁。本文就进一步开展湿地松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充分发挥自然因素的调控作用，实施自然防治谈一

些粗浅的看法。 

1  湿地松病虫害的发生现状和原因 

据国内外报导[1-3]，湿地松病虫害中病害约 20

余种，虫害多达 60 余种。吉安市常见湿地松病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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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种，虫害 20 余种。主要病害有松针褐斑病、

松枯梢病、赤枯病、芽流脂病等；虫害有马尾松毛

虫、松梢螟、松梢小卷叶蛾、萧氏松茎象、松褐天

牛等多种。 

湿地松引种初期，主要有猝倒病、立枯病、蛴

螬、地老虎等一些苗圃病虫害；此后发现赤枯病、

落针病、松毛虫、松梢螟。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现

芽流脂病；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现松针褐斑病，中

期发现松枯梢病，末期又发现萧氏松茎象。1999 年

思茅松毛虫在吉安市的吉安、安福、永新、峡江等

县猖獗危害湿地松，发生面积近万亩，数千亩松林

针叶被食光，这在吉安市也属首次。随着栽植面积

的扩大，湿地松病虫害发生种类增加，危害也逐年

加剧。 

马尾松毛虫是吉安市湿地松 主要的虫害。特

别是京九路线、105 国道两旁，湿地松带状连片，

栽植密集，危害尤为严重，每年都是测报、防治的

重点，也是开展综防林建设，实施工程治理的主要

地段。1986-1989 年全市对松针褐斑病进行调查，

湿地松发病面积 18 700 hm2，占当时调查面积的

7.0%，在吉安、永丰、峡江等县，许多地方都是集

中连片，大面积发病。1992 年全市对湿地松枯梢病

进行专项调查，常年发生面积 467 hm2，占当时调

查面积的 0.36%。现在这两种病害已成为吉安市湿

地松常见病害。全市十三县(市、区)除吉州区尚未

发现松针褐斑病外，各县市均有褐斑病、枯梢病的

危害。枯梢病在当年调查时，92%以上属轻度感病，

危害并不严重。至今，局部已出现整株、成块死亡

现象。随着树龄的增大，地力衰竭，病原积累，生

长衰退，势必引起更大的危害。萧氏松茎象自 1988

年在安福县武功山林场被发现以来，该场 1 066.7 

hm2 湿地松林中被害面积已达 200 hm2。至今，全市

十三个县(市、区)均有该虫的发生，是湿地松又一

危险性害虫。2012 年 4-6 月吉安、吉水、峡江等县

湿地松发生赤枯病达 400 hm2。此外，松材线虫病

已相继在安福、吉安、吉州等县(区)发生，日本松

干蚧、松突圆蚧、湿地松粉蚧等一些危险性病虫害

已日益逼江西，赣州市自 2005 年初在全南、龙南发

现松突圆蚧和在寻乌、定南发现了湿地松粉蚧，传

入吉安市也只是时间问题，形势十分严峻[4-6]。 

湿地松病虫害的发生，轻则影响生长，重则整

株、成片林木枯死，给林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经

测算，吉安市湿地松病虫害每年发生面积不下

10000 hm2，减少林木生长量 20 000 m3，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1 000 万元/年以上。 

近十多年来，吉安市对湿地松病虫害进行综合

防治，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松毛虫发生呈回落趋势，

松针褐斑病基本得到控制。但从总体上看，尚未实

现自然调控，达到真正控制的目的。松毛虫等随时

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2011 年吉安市的吉安、吉水、

泰和、安福等县松毛虫暴发成灾，面积达到 12 000 

hm2。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上的原因，

受大气环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以及世界性大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等。而更重要的

是主观上的原因，认识和工作上的失误，森林生态

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失去平衡所致。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 为稳定的生

态系统，由森林生物的多样性所决定。在这里动物、

植物、微生物等不同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相互

制约、相互协调，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吉

安市井冈山、安福、永丰等地的天然混交林内，绿

色植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依赖于绿色植物的昆

虫、微生物的种类也多，生物多样性丰富，保持了

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复杂性导致稳定性”，

林内病虫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制约，既不骤然爆发，

也不瞬间消失。因此很少有病虫害的发生，即使发

生了也不严重。就是在人工混交林内也是如此。据

调查，与杉树混交的湿地松林，萧氏松颈象的发生

率比纯林要轻得多。松梢螟在松纯林危害率一般在

20%~30%之间，而在松阔混交林中，未见有松梢螟

危害。由此也可说明这点。 

在湿地松人工林内，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破

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为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适合

生长的环境条件。首先，大面积的纯林为松毛虫等

虫害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为松针座盘孢菌等提供了

广泛的寄主。使原来发生并不严重的病虫害变得严

重起来。松针褐斑病国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南

京黑松上发现过，八十年代湿地松大面积栽植后迅

速流行开来。马尾松毛虫以前主要危害马尾松，现

在一样危害湿地松。其次，由于湿地松纯林林相一

致，树种单一，林内灌木植被遭破坏，加上化学农

药使用不当，使天敌锐减，害虫迅速繁殖，病原大

量积累，失去了生物间相互制约的功能。此外，其

违背了适地适树的自然规律，不分立地条件，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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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湿地松生长的地方营造湿地松，以及栽植后抚

育、管理不当等，致使林木生长不良，从而诱发、

加剧了病虫害的发生[7-10]。 

2  自然防治的概念 

纵观我国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史，已由 初的原

始防治，发展至化学防治，进入现在的综合防治阶

段。防治方针也由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改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到现在的“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

理，促进健康”。综合治理作为病虫害的管理系统，

是根据病虫害的种群动态及其环境条件的关系，综

合运用各种防治方法，尽可能地协调各种适应技术，

把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控制在经济条件允许水平之

下。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它一直被世界各国公

认为解决病虫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但是，其矛

盾焦点仍集中于病虫害，实施中仍着眼于化学防治

基础上的协调组合。高虫口密度和病虫害防治主要

还是依赖于化学农药。在做法上，往往只是针对一

虫、一病，采取多种防治措施。停留在几种防治方

法的凑合上。强调的是控制而不是调控，从而限制

了综合治理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林业发

展的需要和对病虫害发生、发展机理研究深入，在

综合防治中，人们已愈来愈重视自然因素对病虫害

种群的调控作用。 

所谓自然防治，即是“在一定时间内，所有环

境的复杂组合影响昆虫种群，其种群数量则在特有

的上下限幅度内维持动态平衡”。无疑，这对病害的

防治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其关键是以维持自然生

态平衡来控制病虫害。而森林生物的多样性则是维

持自然生态平衡，实现林木病虫害自然防治的基础

和保证。 

林木病害的自然防治包括栽培与管理措施，选

用抗病品种，调整林木自御、耐害、补偿和诱导抗

性的能力，保护天敌，创造天敌适生和繁衍的 适

条件，充分调节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等。这些措

施始终贯穿于林业生产的全过程，也符合生态学和

经济学的原则。因此，营林技术措施是实现林木病

虫害自然防治的根本，也是综合防治的主体。从某

种意义上说，贯彻实施营林技术措施也就是对林木

病虫害进行自然防治[11-14]。 

3  湿地松病虫害自然防治的途径和

实践 

根据吉安市湿地松栽植、病虫害发生现状和综

合防治发展的趋向，必须对现有湿地松纯林进行改

造，加大贯彻落实营林技术措施的力度，努力实施

自然防治，以尽快恢复和达到自然生态平衡，改变

湿地松纯林病虫害防治的被动局面。 

3.1  丰富栽培树种 

⑴ 改纯林为混交林。混交林对病虫害在传播、

扩散和寄生、食料等方面起到限制、阻隔作用，能

影响环境，增加天敌，创造有利于林木生长而不利

于病虫发生的条件，这些已早为林业上所共识。在

湿地松纯林改造中，应伐除病虫害发生严重、无法

治愈的林分。松针褐斑病多发生在地形闭塞，通风

透光条件差，湿度大的谷地、凹地，以及土壤积水

板结或过于脊薄的林地。这些地方病虫害发生重，

传播快，一旦流行难于防治，对于这类林分应坚决

砍除、通过小片皆伐，根据立地条件，栽植木荷、

小叶栎、枫香等阔叶树或果树等其它适生树种形成

片状、块状或带状混交。 

⑵ 改造疏林地。在疏林地内采取镶边补块，见

缝插针的方法补植阔叶树。并在林内栽植紫穗槐、

胡枝子等有益灌木，组成林地空间的多层次结构，

不断提高混交比例，丰富林内物种，完善林分结构。 

3.2  搞好封山育林 

封山育林是恢复森林生态的主要手段之一。在

湿地松纯林，尤其是地被光秃、灌木缺少的稀疏林

地，难以形成稳定的生态环境，松毛虫、松梢螟等

容易发生。据峡江县报导[15]，封育 4 年的马尾松纯

林郁闭度从 0.1 以下达到 0.6；植被覆盖率由 60.6%

增加到 96.5%，比封育前增加 35.9%；昆虫种类比

对照区增加 40%，数量增加 1.45 倍；土壤有机质含

量增加 4 倍；高生长量增加 50%以上。1989 年该县

松毛虫大发生，133.3 hm2 被封山林针叶保存完好，

而实验区外未封山松林针叶几乎全被吃光，损失惨

重。赣州市亦报导[16]，马尾松林内灌木层物种多样

指数与松毛虫年均发生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当马尾松内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达到一定

程度时，可使松毛虫达到不成灾的水平。林内生物

的多样性有效抑制了害虫的发生。封山育林、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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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在作法上简单、有效，在湿地松病虫害自然防

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3  加强栽培管理 

及时抚育。湿地松不耐荫蔽，长在杂草丛中的

幼林极易发生松针褐斑病。栽植后须连续三年松土、

除草、扩穴，以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林内湿度

和促进幼林生长。 

合理修枝。人工剪梢对防治微红梢斑螟有一定

作用[17]，修枝对松针褐斑病的防治尤为重要。根据

该病由植株下部针叶向上扩展蔓延的特点，合理修

枝可起到预防和除治的双重作用。对 1~2 年生幼林

修除着地枝；3~5 年生幼林修枝冠高比保持 4/5；

5~10 年生幼林修枝冠高比保持 2/3；10 年生以后树

冠可为树高 1/2；对已感病的枝叶必须彻底清除，

有多少修多少。修枝以在晚秋为好，避免在雨天、

酷暑、寒冬和植株生长期和病害的盛发期进行。

1991-1994 年间，吉安市采取以修枝、清除病原为

主的营林技术措施，推广防治湿地松褐斑病面积 1 

000 hm2 以上，除严重发病，已无法防治，须更换

树种的林分外，一般发病林分防治效果均稳定在

85%以上，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清除重病、虫株。林木有自然稀疏的过程，栽

植后要不断、及时的清除因病、虫严重感染、防治

不能恢复的植株，防止形成发病中心和虫害的扩张

蔓延。 

及时间伐。林分郁闭后，林令 8~10 年，林木

出现分化时，采用下层间伐的方式进行，以调整林

分结构，促进林木生长，防止病虫害发生。间伐每

亩保留 80 株左右。并对濒死木、病虫木、生长不良

木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砍除那些 不宜保留或可以

不保留的植株。 

3.4  加大生物防治力度 

生物农药具有不伤天敌、使用方便、有扩散作

用、效果好、不污染环境等优点，有利于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和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加大生物防治力

度主要有： 

进一步提高白僵菌的生产、应用水平。筛选出

毒力强、寄生率高，防治效果好的新一代菌株。在

提高质量的同时，加强对使用方法的研究，拓宽白

僵菌的防治面，发挥更大的防治作用。 

发展新的微生物制剂。如苏云金杆菌（Bt）。核

型多角病毒（NPV）、重寄生菌等。尤其是 Bt 制剂，

杀虫见效快、效果好，生产技术已日臻完善，是一

个值得开发的生物农药。此外，如植源性农药、昆

虫生长调节剂、拒食剂、信息激素等新一代生物农

药，在害虫防治上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保护和引入天敌资源。在纯林中，天敌资源相

对较少。可通过植物的多样性，创造天敌生存、种

群发展的条件来加以保护。根据林分的特点和虫害

发生的情况，引入赤眼蜂[18]、灰喜鹊；人工助迁黑

蚂蚁和食虫鸟类；丰富植被、在林内种植显花植物，

为蜂类、鸟类提供生存、栖息场所等。以此促进天

敌的多样性，提高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 

3.5  合理进行化学防治 

在自然生态没有恢复之前，对于暴发性害虫，

如马尾松毛虫、思茅松毛虫等的防治，使用化学农

药仍不可避免。要尽可能不用和少用化学农药，尽

可能减少使用次数。合理使用化学农药，一是要抓

住时机，避开天敌活动的高峰用药，如越冬后对马

尾松毛虫虫源地进行化学防治；二是要选择高效低

毒、选择性强、对天敌杀伤作用小的农药，如灭幼

脲、杀虫脒等；三是要经常更换、交替使用化学农

药，在使用方法上要有利于天敌昆虫的保护。 

4  结语 

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营林技术措施为主体的

自然防治，充分协调了林木、病虫、天敌三者间的

关系，充分发挥了自然因素的调控作用，是维持森

林生态系统相对平衡、控制湿地松病虫害发生的根

本途径，也符合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综合防治原则。 

自然防治体现在林业生产的全过程中，必须从

森林培育的源头抓起，它包括适地适树、适林地的

选择，选育抗病品种、设计、营造混交林、增施肥

料等。对现有湿地松纯林进行改造，实施自然防治，

是湿地松病虫害防治的当务之急，也是 21 世纪湿地

松病虫害防治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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