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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查明蚧壳虫对攀枝花市园林植物的危害情况,了解蚧壳虫的种类及其发生规律，采取定期调查和

随机抽查的方式对攀枝花市建成区蚧壳虫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攀枝花市建成区园林植物主要蚧壳虫

有 16 种，其中扶桑绵粉蚧、苏铁白轮盾蚧、吹绵蚧、长尾粉蚧、日本龟蜡蚧等危害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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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园林绿化的迅速发展，大量特色苗木

花卉的引进与开发极大地丰富了攀枝花市的植物种

类，为美丽的阳光花城增添了色彩，但是，也为各

类害虫提供了丰富的食源，加上攀枝花雨季高温高

湿及全年无冬季的特殊气候特征，非常有利于各类

虫害的发生和繁衍，使园林植物的管理难度极大增

加，园林植物的观赏性极大受损。蚧壳虫是园林植

物上最常见的刺吸式害虫之一，其体型小，寄主范

围极广，常聚集在植物嫩梢、花、枝叶以及植物树

干、根部等处危害，同时诱发煤污病，造成枝叶失

水干枯、落花落蕾，植物长势衰弱，生长缓慢或停

止，甚至死亡。因此，对攀枝花市建成区蚧壳虫进

行初步调查，掌握其发生和发展规律，并探索适宜

的防治对策十分必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区域概况

本次调查区域攀枝花市，位于北纬 26°05—27°21′，

东经 101°08′—102°15′，属南亚热带—北温带的多种

气候类型，具有夏季长，四季不分明，旱、雨季分

明，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降雨量集中，日照

长，太阳辐射强，蒸发量大，小气候复杂多样，年

平均气温 20~22 ℃，无霜期 300 d以上等特点。

1.2    调查方法

2017年 9月—2019年 9月对攀枝花市园林植物

蚧壳虫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为：建成区（即东区、

西区、仁和区 3个区的大部分区域）内公园绿地、

道路绿地、校园绿地、苗圃、康养旅游景点等各种

绿地。其中对主要公园（攀枝花公园、竹湖园公

园、学府游园等）和主要道路（机场路、天津路、

临江路、滨江大道、人民街等）每月进行重点监

测，对其他公园、道路、校园、苗圃、康养旅游景

点等随机抽查（每季度调查 1次）。

调查采取地面线路踏查为主。调查时记录寄主

植物、危害部位、危害程度，并拍照留存。采集标

本（带虫的枝条、叶片、花、根等）分类包装带

回，对照相关图谱资料 [1, 2] 进行鉴定确认蚧壳虫种

类。按照蚧壳虫危害程度划分等级为轻微（用“+”

表示，表示受害植物种类不多或受害植物面积不

大）、中等（用“++”表示，表示受害植物种类较

多或受害植物面积较大）、严重（用“+++”表示，

表示受害植物种类极多或受害植物面积极大）[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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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蚧壳虫主要种类及危害情况

经调查，攀枝花市建成区园林植物主要蚧壳虫

种类 16种，危害园林植物的根、树干、枝、叶、

芽、花等部位（见表 1）。

2.2    部分蚧壳虫发生规律及危害情况

经调查，攀枝花市建成区园林植物危害较严重

的蚧壳虫有扶桑绵粉蚧、苏铁白轮盾蚧、吹绵蚧、

长尾粉蚧、日本龟蜡蚧等,对其在攀枝花的自然发生

和发展规律等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具体见

表 2。

3    小结与讨论

2017—2019年期间，通过调查攀枝花市建成区

的各类绿地，发现主要蚧壳虫 4科 16种，其中扶桑

绵粉蚧、苏铁白轮盾蚧、吹绵蚧、长尾粉蚧、日本

龟蜡蚧危害较为严重。乔木、灌木、藤本、地被、

盆花等 50余种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公园、游

园、校园、道路、苗圃、旅游康养基地等均有不同

程度的危害。

攀枝花气候温暖，冬季降温不明显，大部分植

物四季常青，为蚧壳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导

致蚧壳虫一年发生多代，周年危害。但是，不同种

类的蚧壳虫，由于其适宜的温、湿度及寄主植物的

生长变化，其自然发生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如冬春

季，要注意苏铁白轮盾蚧对各类苏铁的危害，部分

苏铁（如贵州苏铁和鳞秕泽米铁）、盆栽植物（尖

尾芋、君子兰）、及爬山虎需注意长尾粉蚧的危

害；夏季，各类扶桑、假连翘等要特别注意扶桑绵

粉蚧的危害，高山榕要留意树根上蚧壳虫的危害；

春末至秋初，要关注吹绵蚧的危害。

通常，不同种类的蚧壳虫对寄主植物有不同的

选择，因此在攀枝花地区，无论是乔木、灌木还是

藤本、地被，无论是公园、游园、校园还是道路、

表 1    攀枝花市建成区园林植物主要蚧壳虫种类及危害情况
Tab. 1    Species and harm of scale insects on garden plants in the built-up area of Panzhihua city

科名 种类 主要寄主 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

蚧科

银毛吹绵蚧（Icerya
seychellarum）

乔木：多穗石柯 枝、叶 +

吹绵蚧（Icerya purchase） 乔木：高山榕、蓝花楹、天竺桂、柑橘；灌木：黄槐、双
荚决明、朱缨花（红绒球）等

枝、叶、芽 +++

蜡蚧科

日本龟蜡蚧（Ceroplastes
japonica）

乔木：小叶榕、高山榕、三角椰；灌木（或灌木状）：散
尾葵、黄槐、双荚决明、攀枝花苏铁；藤本：百香果

枝、叶 +++

咖啡黑盔蚧（Saissetia
coffeae） 灌木状：苏铁、攀枝花苏铁 枝、叶 +

朝鲜球坚蚧（Didesmococcus
koreanus） 乔木：高山榕 根、枝 ++

盾蚧科

苏铁白轮盾蚧（Aulacaspis
yasumatsui）

乔木：天竺桂；灌木状：攀枝花苏铁、贵州苏铁、苏铁、
龙爪槐；地被：胡椒木

苏铁类的叶、茎球、根
部；其他植物的枝、树
干

+++

圆盾蚧（Aspidiotus hederae） 灌木：红千层；藤本：合果芋 枝、叶 +

仙人掌白盾蚧（Diaspis
echinocacti） 灌木：仙人掌 枝

粉蚧科

扶桑绵粉蚧（Phenacoccus
solenopsis）

灌木（丛）：扶桑、彩叶扶桑、木槿、假连翘、金叶假连
翘、花叶假连翘、驳骨丹等；地被：翠芦莉

枝、叶、芽、花 +++

长尾粉蚧（Pseudococcus
adonidum）

灌木（丛）：鳞秕泽米铁、贵州苏铁；盆花：尖尾芋、君
子兰、变叶木；藤本：爬山虎

枝、叶、芽、花 +++

堆蜡粉蚧（Nipaecoccus
vastator）

灌木（丛）：希美莉、琴叶珊瑚、凌霄花；地被：南天
竹、红背桂

枝、叶、芽 ++

丝粉蚧（Ferrisia virgata） 乔木：高山榕 枝、叶 +

竹灰球粉蚧（竹巢粉蚧）
（Nesticoccus sinensis） 乔木状：慈竹 枝、叶腋 ++

未定名 乔木：高山榕 气生根 ++

未定名 乔木：白兰 树干 ++

未定名 灌木：木芙蓉、麻风树 枝、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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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旅游康养基地，均可以根据植物种类对照表 1
给予蚧壳虫不同的关注。例如各类绿地的苏铁，需

特别关注苏铁白轮盾蚧的危害，同时也需留意日本

龟蜡蚧、咖啡黑盔蚧、长尾粉蚧等的危害；多穗石

柯则需特别关注银毛吹绵蚧的危害等。

4    防治对策和建议

调查发现，攀枝花蚧壳虫的危害呈逐年加重趋

势，原因主要包括：对园林植物虫害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不够，没有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

则；专业技术人员缺乏，不能及时发现、识别；防

治手段单一，防治时机没抓住；防治设备落后，虫

源杀灭不彻底；管理粗放,植物生长势弱，抗病虫能

力差等。

针对以上原因，提出防治对策和建议如下：一

是提高认识，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

则；二是加强园林植保人员的培养和专业队伍的建

设；三是建立园林植物害虫巡查和监测机制，了解

植物的生长规律，掌握各类蚧壳虫的发生和发展规

律，及时预测预报[5]，确保早发现早防治；四是利用

人工刮除、树干涂白、阻隔等物理手段[4] 进行防治；

五是采用有针对性的生物药剂，科学合理的使用化

学药剂进行蚧壳虫的防治；六是做好天敌的保护和

利用工作，充分利用瓢虫、草蛉、寄生蜂等天敌控

制虫害，减少化学防治带来的环境污染；七是加强

植物养护管理，提高植物抵抗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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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蚧壳虫发生规律及危害情况
Tab. 2    Occurrence regularity and harm of some scale insects

种类 主要发生地 主要危害期 备注

扶桑绵粉蚧
公园（游园）：攀枝花公园、竹湖园等；
道路：滨江大道、龙密路、金沙江大道中
段、江南三路等

全年均有发生，其中夏季
（5—8月）较严重

伴随煤污病；危害植物种类多，其中扶
桑、假连翘类危害极为严重；危害植物面
积极大

苏铁白轮盾蚧
公园（游园）：攀枝花公园、河门口公
园、学府游园；道路：渡金线、临江路、
花城中街等

冬春季（3—5月和10—12月）
危害较严重

伴随煤污病；多种植物受害，其中苏铁类
植物危害极为严重；危害植物面积极大

吹绵蚧
公园（游园）：攀枝花公园、学府游园；
道路：临江路、龙密路、滨江大道、人民
街等

全年均有发生，春末至秋初较
严重

伴随煤污病；多种植物受害，危害植物面
积大

日本龟蜡蚧
公园（游园）：竹湖园、攀枝花公园、学
府游园等；道路：金沙江大道中段、滨江
大道等

全年均有发生，春末至冬初
（4—11月）较严重

伴随煤污病；多种植物受害，受害植物面
积大

长尾粉蚧
公园：攀枝花公园；校园：攀枝花学院；
道路：天津路等

冬春季（2—5月和10—12月）
较严重

伴随煤污病；多种植物受害，受害植物面
积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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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攀枝花市园林植物蚧壳虫初步调查及防治对策”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Scale Insects on Garden Plants in Panzhihua City
XIE Cuiping, ZHANG Haiyan, MA Shuyun, LI Tang, LIANG Li, LI Juan
Panzhihua City Landscaping Service center, Panzhihua 617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harm  of  scale  insects  on  garden  plants  in  Panzhihua  city  and  to  understand  the
species  and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scale  insects,  regular  investigation  and  random  sampling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scale insects in the built-up areas of Panzhihua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6
species  of  scale  insects  in  the  garden  plants  in  the  built-up  area  of  Panzhihua  City,  among  them,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Aulacaspis  yasumatsui  Takagi,  Icerya  purchase  Maskell,  Pseudococcus  adonidum,  Ceroplastes
japonica Green were more harm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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