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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西缘笋用竹病虫害种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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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都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２．四川农业大学森林保护省级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为了查明笋用竹病虫害种类及分布危害，为保障笋用竹产业发展和产品安全提供基础信息，采用踏查和标
准地调查结合，并辅以灯诱的方法，对成都市主要笋用竹基地以及部分景区和社区竹林地病虫害开展了全面调查。

结果显示，成都市笋用竹病虫害共４５种，其中害虫３８种，病害７种；对危害面积较大的病虫害分布和危害情况进行
了分析，提出成都市笋用竹病虫害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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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是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优良
林种，以其独特的经济实用性在世界林业经济发展

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１～３］。笋用竹是指主要靠

竹笋产生经济效益的竹种［４］，近几年来，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营养

特别是高脂肪、高蛋白营养的摄入过多，导致营养过

剩、肥胖人群的增加，消费需求逐步转向如竹笋等粗

纤维蔬菜。此外，竹笋还可以应用到保健药物中，成

为保健食品［５］，竹笋产业开发也成了地区林业经济

发展的关键和农村的支柱产业［３］。

由于环境的变化、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以竹造

林、以竹代木的生态经营理念变得日益重要，对竹类

病虫的专项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６］。病虫

害的发生与传播也直接影响笋用竹的正常生长、繁

殖和产业利用价值［７］。

笋用竹在成都迅速发展，已成为一重要产业。



但由于传统经营模式的改变，以覆盖技术为主，重投

入高产出的集约经营方式，改变了竹林原有的生态

体系。使该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病虫害也相应发

生了变化，一些常见的病虫害转变为重要病虫害，一

些次要病虫害上升为主要病虫害［８］。如长足大竹

象是邛崃、都江堰、蒲江、新津等地竹林常见害虫，近

年来发生危害逐渐加重，给竹林成材和出笋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９］；刚竹毒蛾２０１０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
和金堂县首次发生危害，成为当地竹林的主要害虫。

生产实践证明，近些年来竹子病虫害越来越突出，已

成为竹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因子。对成都市笋

用竹病虫害进行调查研究，搞清种类和发生特点是

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调查区域概况

成都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适宜各类

竹生长，具备发展竹产业良好的自然条件。截止

２０１６年底，成都市共有以雷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ｐｒａｅ
ｃｏｘ）、方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毛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ａ）、慈竹（Ｎｅｏ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ａｆ
ｆｉｎｉｓ）等为主的竹林资源近１０６ｈｍ２，其中约４１ｈｍ２

为笋、材两竹基地，主要分布在都江堰、彭州、大邑、

邛崃、崇州和蒲江等６县（区、市）。
本次调查区域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具有春旱、

夏热、秋凉、冬暖的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１６℃，年
降雨量 １０００ｍｍ左右。土壤类型以黄壤为主，地貌
类型主要为低山、丘陵和平原。调查竹种在都江堰、

蒲江主要为雷竹，大邑以雷竹、慈竹为主，邛崃主要

为慈竹和雷竹，另有少部分麻竹分布在邛崃缘江社

区，彭州则主要以楠竹和雷竹为调查对象，崇州方竹

居多。

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２．１　调查时间
以竹类常见病虫害发生特点及发生时间为依

据，将本次调查分为３个时间段进行，分别是５月底
至６月底、７月初至８月初、８月中旬至９月中旬，每
个时间段内均对各调查点开展调查。

２．２　调查范围
根据成都市笋用竹的分布特点及分布面积，主

要对成都市都江堰、彭州、大邑、邛崃、崇州和蒲江６
个县（区、市）的笋用竹基地以及部分景区（都江堰

竹海洞天、崇州三郎镇九龙峡漂流）和社区竹林地

进行调查。按调查竹林的地理条件，可将本次调查

区域分为三种类型：（１）龙门山低山区，主要包括崇
州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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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彭州市通济镇、新兴镇和邛崃市南保山

镇部分低山区域，海拔９００ｍ～１２００ｍ，主要竹种
为方竹、雷竹和楠竹；（２）成都平原西缘浅丘区，主
要在都江堰市蒲阳镇、向峨乡部分浅丘区域，海拔

７２０ｍ～７６０ｍ，笋用竹有雷竹、斑竹、方竹、若竹和慈
竹；（３）成都平原西缘平坝区，主要有大邑县鹤鸣
乡、清元镇，邛崃市道佐乡，蒲江县甘溪镇等平坝区

域，海拔５３０ｍ～６３０ｍ，主要有雷竹、慈竹、斑竹、楠
竹和少量麻竹。

２．３　调查对象和内容
本次调查针对雷竹、方竹、楠竹、斑竹等笋用竹

上的所有病虫害，调查病虫害的种类、分布和危害情

况。

２．４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踏查和标准地调查法，并以灯诱辅助

调查。

踏查：对６县（区、市）内笋用竹较多地区或景
区和街道旁的笋用竹林进行踏查，且调查竹种涵盖

成都市笋用竹的所有类型，通过踏查确定病虫害的

种类、危害部位以及分布范围，将踏查结果填入《踏

查调查表》。

标准地调查：在踏查的基础上设置标准地进行

调查，标准地大小为２０ｍ×３０ｍ，调查标准地内的
病虫害种类，危害竹种，危害部位以及危害率，调查

结果填入《标准地调查表》。

灯诱调查：选择晴好天气，在晚上于竹林内进行

灯光引诱，将诱集到的昆虫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

２．５　病虫害鉴定
调查中采集病虫害标本，拍摄病虫害生态照，室

内制作病虫害标本，然后依据《中国经济昆虫志》、

《中国动物志》、《竹子病虫害防治彩色图鉴》、《中国

竹子主要害虫》等相关分类鉴定资料对病虫害进行

形态鉴定。

３　调查结果及分析

３．１　笋用竹病虫害种类
调查发现成都平原西缘笋用竹病虫害涉及６目

２７科３８种害虫，包括叶部害虫 ２７种、竹笋害虫 １
种、枝干害虫 １０种；病害共 ７种，包括叶部病害 ５
种、枝干病害两种。调查结果详见表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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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笋用竹虫害汇总表

有害生物种类 拉丁学名 寄主植物 危害部位

竹叶扁蚜 Ａｓｔｅｇｏｐｔｅｒｙｘｂａｍｂｕｓｉｆｏｌｉａｅ 斑竹 叶部

竹黛蚜 Ｍｅｌａｎａｐｈｉｓｂａｍｂｕｓａｅ 斑竹、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长足大竹象 Ｃｙｒｔｏｔｒａｃｈｅｌｕｓｂｕｑｕｅｔｉ 麻竹 竹笋

刚竹毒蛾 Ｐａｎｔａｎａ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ｅ 雷竹、楠竹、 叶部

竹瘿广肩小蜂 Ａｉ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ｕｓｒｈｏｐａｌｏｉｄｅｓ 雷竹、斑竹 枝

竹瘿长尾小蜂 Ｔｏｒｙｍｕｓａｉ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 雷竹、方竹 枝

马蹄囊粉蚧 Ｅｒｉｏｃｏｃｃｕｓ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ｕｓ 雷竹、楠竹、方竹、黄金间碧竹 枝

青脊竹蝗 Ｃｅｒａｃｒｉｓｎｉｇ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雷竹 叶部

竹须纹同缘蝽 Ｈｏｍｏｅｏｃｅｒｕｓｓｔｒｉｉｃｏｒｎｉｓ 雷竹 叶部

竹织叶野螟 Ｃｏｃｌｅｂｏｔｙｓｃｏｃｌｅｓａｌｉｓ 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竹线盾蚧 Ｋｕｗａｎａｓｐｉｓ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ｄｉｓ 楠竹、雷竹 竹秆

桉袋蛾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ｅｓｕｂｆｅｒａｌｏａ 雷竹 、楠竹、慈竹 叶部

琼凹大叶蝉 Ｂｏｔｈｒｏｇｏｎｉａｑｉｏｎｇａｎａ 雷竹、方竹 叶部

竹箩舟蛾 Ｃｅｉｒａｒｅｔｒｏｆｕｓｃａ 方竹、雷竹 叶部

竹梢凸唇斑蚜 Ｔａｋｅｃａｌｌｉｓｔａｗａｎｕｓ 雷竹、方竹 叶部

山竹缘蝽 Ｎｏｔｏｂｉｔｕｓ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雷竹、慈竹 竹秆

林栖粉角蚜 Ｃｅｒａｔｏｖａｃｕｎａ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ｉ 雷竹 叶部

竹茎扁蚜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ｇｍａ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慈竹 、麻竹 竹秆

竹曲纹黛眼蝶 Ｌ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ｄｉｃａ 雷竹 叶部

竹釉盾蚧 Ｕｎａｃｈｉｏｎａｓｐｉｓｂａｍｂｕｓａｅ 雷竹、慈竹 叶部

黑刺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 楠竹、方竹 叶部

两色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ｂｉｃｏｌｏｒ 楠竹、方竹、雷竹 叶部

宽头吉丁 Ｐａｒａｃｙｉｎｄｒｏｍｏｒｐｈｕｓｓｐ． 楠竹 叶部

竹尖胸沫蝉 Ａｐｈｒｏｐｈｏｒａｎｏｔａｂｉｌｉｓ 楠竹 枝

竹宽缘伊蝽 Ａｅｎｅｒｉａｐｉｎｃｈｉｉ 楠竹、雷竹 叶部

竹拟皮舟蛾 Ｂｅｓａｉａａｎａｅｍｉｃａ 楠竹、方竹 叶部

竹绒野螟 Ｃｒｏｃｉｄｏｐｈｏｒａｅｖｅｎｏｒａｌｉｓ 雷竹、慈竹、方竹 叶部

居竹坚蚜 Ｃｅｒａｔａｐｈｉｓｂａｍｂｕｓｉｆｏｌｉａｅ 苦竹、方竹 叶部

橘红丽沫蝉 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ｒｔａ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 斑竹、雷竹 枝

竹显尾短肛棒？ Ｂａｃｕｌｕｍａｐｉｃａｌｉｓ 雷竹 叶部

竹坚角蚜 Ｃｅｒａｔｏｇｌｙｐｈｉｎａｂａｍｂｕｓａｅ 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异露螽 Ｐｈａｕｌｕｌａｓｐ． 雷竹 叶部

黄脊竹蝗 Ｃｅｒａｃｒｉｓｋｉａｎｇｓｕ 方竹 叶部

鱼尾竹环碟 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ａｈｏｗｑｕａ 楠竹 叶部

竹连纹黛眼蝶 Ｌｅｔｈｅｓｙｒｃｉｓ 楠竹 叶部

竹绿虎天牛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ｓ 斑竹 竹秆

半球竹连蚧 Ｂａｍｂｕｓａｓｐｉｓｈｅｍｉｓｐｈａｅｒｉｃａ 邛崃 枝

短额负蝗 Ａｔｒａｃｔｏｍｏｒｐｈ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雷竹 叶部

表２ 笋用竹病害汇总表

有害生物种类 拉丁学名 寄主植物 危害部位

竹煤污病 Ｍｅｌｉｏ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 方竹、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竹疹病 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ｂａｍｂｕｓａｅ 方竹、雷竹、斑竹、苦竹、慈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竹丛枝病 Ｂａｌａｎｓｉａｔａｋｅ 方竹、雷竹、斑竹、苦竹、慈竹、黄金间碧竹、楠竹 叶部

竹子开花 Ｔｈｅｂｌｏｓｓｏｍｏｆｂａｍｂｏｏ 雷竹 叶部

竹秆芝麻斑病 待定 雷竹、楠竹、方竹 竹秆

竹叶枯斑病 Ｃｏｃｃｏｓｔｒｏｍａａｎ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ｅ 雷竹、斑竹、黄金间碧竹、方竹 叶部

竹秆炭疽病 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ｏｉｄｅｓ 雷竹、斑竹、方竹 竹秆

３．２　笋用竹病虫害区域分布与危害特点
３．２．１　龙门山低山区

该区域主要竹种只有方竹、雷竹、楠竹，但病虫

害种类较多，有竹黛蚜、刚竹毒蛾、竹瘿广肩小蜂、竹

瘿长尾小蜂、马蹄囊粉蚧、竹须纹同缘蝽、竹织叶野

螟、竹线盾蚧、桉袋蛾、琼凹大叶蝉、竹箩舟蛾、竹梢

凸唇斑蚜、林栖粉角蚜、黑刺粉虱、两色绿刺蛾、宽头

吉丁、竹尖胸沫蝉、竹宽缘伊蝽、竹拟皮舟蛾、竹绒野

螟、居竹坚蚜、黄脊竹蝗、鱼尾竹环碟和竹连纹黛眼

蝶共２４种害虫，且本次调查的７种病害竹煤污病、
竹疹病、竹丛枝病、竹子开花、竹秆芝麻斑病、竹叶枯

斑病、竹秆炭疽病也均在该区分布。该区域竹林经

营管理较粗放，甚至缺乏管理，病虫害种类不仅多，

且危害较严重。彭州通济镇春芽村的雷竹基地病虫

害多达８种，新兴镇阳平村楠竹林两色绿刺蛾危害
严重；竹瘿长尾小蜂在崇州三郎镇智慧山庄方竹林

９８３期 李见辉，等：成都平原西缘笋用竹病虫害种类与分布 　　



内普遍发生，部分竹林有虫株率达７１％；崇州九龙
峡漂流景区部分方竹林内竹疹病的病株率达９８％。
３．２．２　成都平原西缘浅丘区

主要竹种有雷竹、斑竹、方竹、苦竹、慈竹等，本

区域植被较好，物种较丰富，竹林管理状况良好，病

虫害种类相对较少、危害较轻，有竹黛蚜、竹瘿广肩

小蜂、竹瘿长尾小蜂、竹线盾蚧、桉袋蛾、竹茎扁蚜、

竹釉盾蚧、竹绒野螟、居竹坚蚜、橘红丽沫蝉、竹显尾

短肛棒
%

１１种害虫，以及竹疹病、竹丛枝病、竹叶枯
斑病、竹秆炭疽病５种病害。其中雷竹的病虫害种
类较多，苦竹上有居竹坚蚜和竹疹病危害，慈竹以竹

茎扁蚜居多，其余竹种病虫害零星分布。

３．２．３　成都平原西缘平坝区
本区域栽培竹种最多，有雷竹、慈竹、斑竹、楠

竹、麻竹、黄金间碧竹。由于地处坝区，植被较单一，

竹林经营管理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病虫害种类最

多，包括竹叶扁蚜、竹黛蚜、长足大竹象、刚竹毒蛾、

竹瘿广肩小蜂、竹瘿长尾小蜂、马蹄囊粉蚧、青脊竹

蝗、竹须纹同缘蝽、竹织叶野螟、竹线盾蚧、桉袋蛾、

琼凹大叶蝉、竹箩舟蛾、竹梢凸唇斑蚜、山竹缘蝽、林

栖粉角蚜、竹茎扁蚜、竹曲纹黛眼蝶、竹釉盾蚧、竹坚

角蚜、异露螽、竹绿虎天牛、半球竹连蚧、短额负蝗共

２５种害虫，和本次调查发现的所有病害：竹煤污病、
竹疹病、竹丛枝病、竹子开花、竹秆芝麻斑病、竹叶枯

斑病、竹秆炭疽病。该区域危害较严重的病虫害有

竹黛蚜、竹织叶野螟、林栖粉角蚜、竹坚角蚜和竹煤

污病等。

竹黛蚜的分布较广，竹织叶野螟在６月初调查
时受害株率达８６％，林栖粉角蚜和竹坚角蚜只危害
雷竹，危害较重时可引发严重的煤污病，对当地雷竹

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３．３　笋用竹主要病虫害及危害概况
３．３．１　笋用竹主要病虫害及危害竹种

本次调查发现，成都平原西缘对笋用竹有明显

危害，发生危害面积０６７ｈｍ２以上的主要病虫害有
竹织叶野螟、两色绿刺蛾、竹黛蚜、竹瘿长尾小蜂、林

栖粉角蚜、竹茎扁蚜、竹线盾蚧、竹坚角蚜、竹煤污

病、竹疹病、竹丛枝病和竹秆芝麻斑病共１３种。其
中竹织叶野螟分布较广，危害雷竹、黄金间碧竹等，

两色绿刺蛾危害楠竹、方竹和雷竹，刚竹毒蛾危害雷

竹、方竹和楠竹，竹瘿长尾小蜂危害雷竹和方竹，竹

线盾蚧主要危害楠竹且在雷竹上有少量发生，林栖

粉角蚜只危害雷竹，竹茎扁蚜危害兹竹和麻竹，竹黛

蚜和竹坚角蚜主要危害雷竹、黄金间碧竹且前者还

危害斑竹，竹瘿长尾小蜂危害雷竹和方竹。竹丛枝

病和竹疹病危害竹种最多，前者在本次调查的所有

竹种上均有危害，后者仅未在楠竹上发现，竹煤污病

主要危害雷竹、方竹和黄金间碧竹，竹秆芝麻斑病在

雷竹、楠竹和方竹上危害。在调查竹种中，雷竹的主

要病虫害最多，除竹茎扁蚜外各主要病虫害都在雷

竹上发生危害，其次是方竹的主要病虫害较多，包括

两色绿刺蛾、竹瘿长尾小蜂、刚竹毒蛾、竹煤污病、竹

疹病、竹丛枝病、竹秆芝麻斑病，详见表３。

表３ 笋用竹主要病虫害发生危害汇总表

病虫害种类 拉丁学名 寄主植物 危害部位
发生危害面积（ｈｍ２）

轻 中 重 合计

竹织叶野螟 Ｃｏｃｌｅｂｏｔｙｓｃｏｃｌｅｓａｌｉｓ 雷竹、黄金间壁竹 叶部 ５．４ １．９ ０ ７．３
两色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ｂｉｃｏｌｏｒ 楠竹、方竹、雷竹 叶部 ２ ０．５ ０ ２．５
竹黛蚜 Ｍｅｌａｎａｐｈｉｓｂａｍｂｕｓａｅ 斑竹、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３．５ ０．５ ０ ４

竹瘿长尾小蜂 Ｔｏｒｙｍｕｓａｉ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 雷竹、方竹 枝 ２．９ １．９ ０．２ ５
林栖粉角蚜 Ｃ．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ｉ 雷竹 叶部 １６ ４ ２．９ ２２．９
竹茎扁蚜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ｇｍａ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慈竹 、麻竹 杆部 ２．１ ０．４ ０ ２．５
竹坚角蚜 Ｃｅｒａｔｏｇｌｙｐｈｉｎａ 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１．３ ０．６ ０ １．９
竹线盾蚧

Ｋｕｗａｎａｓｐｉｓ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ｄｉｓ
Ｂｏｒｃｈｓｅｔ 楠竹、雷竹 杆部 ０．７ ０ ０ ０．７

刚竹毒蛾 Ｐａｎｔａｎａ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ｅ 雷竹、楠竹、方竹 叶部 ０．８ ０ ０ ０．８
竹煤污病 Ｍｅｌｉｏ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 方竹、雷竹、黄金间碧竹 叶部 １４．３ ８ １．７ ２４

竹疹病 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ｂａｍｂｕｓａｅ 方竹、雷竹、斑竹、苦竹、慈竹、黄金间碧
竹

叶部 １２ ６．１ １．９ ２０

竹丛枝病 Ｂａｌａｎｓｉａｔａｋｅ 方竹、雷竹、斑竹、苦竹、慈竹、黄金间碧
竹、楠竹

叶部 １１．９ ５．８ ２．８ ２０．５
竹秆芝麻斑病 雷竹、楠竹、方竹 杆部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３．３．２　不同区域主要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
竹类病虫害的发生与其地理条件、寄主种类、生

态条件、环境污染、竹林经营管理水平等有着密切关

系，如两色绿刺蛾在彭州阳平村楠竹林危害较重，但

在邛崃砖桥村楠竹林却并未发现两色绿刺蛾危害。

林栖粉角蚜在大邑和彭州雷竹上发生普遍，但未在

０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都江堰竹海洞天景区内发现。对本次调查结果整理

分析表明：

（１）病虫害种类多危害较为严重的区域为成都
平原西缘平坝区。主要病虫害有竹黛蚜、刚竹毒蛾、

竹瘿长尾小蜂、竹织叶野螟、竹线盾蚧、林栖粉角蚜、

竹茎扁蚜、竹坚角蚜、竹煤污病、竹疹病、竹丛枝病、

竹秆芝麻斑病。此区域竹林和竹种相对较多，但植

被较单一，生物多样性较差，且竹林多缺乏管理和病

虫害防控，或管理不善，林内通风透光不良，潮湿阴

暗等，这些不利因素导致病虫害种类多危害重。如

邛崃道佐乡砖桥村楠竹林内通风透光不良，潮湿阴

暗，竹线盾蚧危害严重；蒲江甘溪镇雷竹基地，竹林

密度过大，通风透光不良，林栖粉角蚜发生危害重，

并引发严重煤污病；大邑鹤鸣乡永和村和新民村雷

竹幼林管理不善，生长不良，普遍遭受竹坚角蚜危

害。

（２）龙门山低山区属于中度危害区域。主要病
虫害包括竹黛蚜、刚竹毒蛾、竹瘿长尾小蜂、竹织叶

野螟、竹线盾蚧、林栖粉角蚜、两色绿刺蛾、竹煤污

病、竹疹病、竹丛枝病、竹秆芝麻斑病。该区域虽然

植被较好，物种较丰富，但竹林多在坡地，土壤肥力

不足，交通条件较差不便管理，致使病虫害较多，危

害较重。彭州新兴镇的楠竹林缺乏管理，两色绿刺

蛾和竹疹病危害重；多处雷竹林林分密度大，透光不

良，潮湿阴暗等环境因素导致病虫害种类多且危害

严重；崇州三
$

镇竹农缺乏竹瘿长尾小蜂相关知识，

发现之初未进行必要的控制，任其蔓延，致使该虫对

雷竹造成较严重的危害。

（３）成都平原西缘浅丘区病虫害种类少危害程
度较轻。该区域笋用竹主要病虫害有竹黛蚜、竹瘿

长尾小蜂、竹线盾蚧、竹茎扁蚜、竹疹病、竹丛枝病、

竹煤污病，均为轻度危害。此区域自然条件较好，竹

林管理较规范，可能是病虫害种类少危害轻的主要

原因。

４　主要病虫害防控建议

基于此次调查所了解到的笋用竹病虫害发生态

势和危害严重性，各地相关部门首先应做好监测预

警工作，建立监测点，开展系统监测，不断补充完善

笋用病虫害发生危害数据信息，更好地掌握病虫害

发生动态。在监测预警的基础上加强经营管理，利

用人工除治、物理方法、生物防治、低毒低残农药应

用等方法，开展无公害防治，促进成都市笋用竹产业

高效安全发展。

（１）各区域应加强经营管理，合理控制竹林密
度，使林内通风透光，不仅对出笋和生长有利，对多

种蚜蚧类害虫和煤污病等有良好的控制作用。

（２）竹丛技病、竹瘿广肩小蜂和竹瘿长尾小蜂
在各区域均有分布，适合采用人工修剪配合生物农

药的方法进行防治。

（３）竹织叶野螟、两色绿刺蛾、刚竹毒蛾分布在
龙门上低山区和成都平原平坝区，危害大，可以利用

黑光灯、频震式杀虫灯在其成虫期进行诱杀，控制害

虫种群增长。

（４）竹煤污病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主要危害区
域在成都平原平坝区和龙门山低山区。林栖粉角

蚜、竹坚角蚜和竹黛蚜等蚜虫蚧壳虫是引起煤污病

的直接原因。林间蚜虫、蚧壳虫等刺吸类害虫的天

敌比较丰富，所以应保护利用天敌，发挥天敌对害虫

的自然控制作用。包括瓢虫、草蛉、食蚜蝇、螳螂等，

生产中不使用广谱杀虫剂避免对天敌的杀伤，在害

虫局部发生危害时，可收集移放天敌进行防治。

（５）选用微生物和植物源农药防治笋用竹病虫
害。笋用竹生产中食品安全和工作人员自身的安全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滥用高毒或高残留农药会对笋

用竹产业及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后果。因此，相关部

门应加强对笋用竹生产中安全用药的监管。大力提

倡利用 Ｂｔ、白僵菌、阿维菌素、印楝素、若参碱等微
生物和植物源农药防治笋用竹病虫害，促进笋用竹

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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