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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摸清西藏地区核桃病虫害发生情况，寻找有效防控措施，2016—2018 年，采用室外调查与室内分

析鉴定的方法，对西藏地区核桃病虫害种类、为害程度及分布区域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核桃主

要病害有 4 种，病原物属于 3 个门类，8 个科属，8 种；主要虫害 9 种，分属于 2 目，9 科；以核桃枝枯病、

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核桃褐斑病和金龟子、核桃长足象、春尺蠖等病虫害发生范围广、危害程度高；根据病虫

为害特点和防治试验结果，制定了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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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国六大核桃分布区之一，包括藏南

和藏东两个亚区，以山南地区的加查县，林芝地

区的朗县、巴宜区和米林县为其主要产区。核桃

在西藏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广、资源丰富、种类

繁多，具有丰产性好、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

高和树龄古老等特点，是西藏的特色经济林树种

之一。由于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西藏的核

桃树病虫害极少 [1]。在传统栽培中，往往“靠天吃

饭”，很少管理，病虫害的发生危害较轻，也难

引起重视。随着西藏核桃产业的快速发展，栽培

规模逐年增加，管理技术严重滞后，病虫害发生

的频率和危害程度大大增加，成为阻碍核桃产业

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系统研究西藏核桃病虫

害种类、发生程度、分布区域，有针对性地提出

综合防控措施，解决病虫不清、病药不相投的难

题，为推动该区域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重要理论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核桃产区

主要病虫害为对象，田间观察拍照并采集枝条、叶

片和果实等为害的样本材料，进行初步判断和

鉴定。

1.2    调查方法

2016—2018年以加查县核桃园为重点调查点，

以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主要核桃产区

等地核桃园为普查点。采用典型样地调查法，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核桃园，设置样方为 20 m×20 m，共

计 27个样方，系统调查了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

害种类、为害程度及分布区域等。病情分级标准参

照方中达等的方法（见表 1） [2]，虫害的分级标准

参照国家《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L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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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2006）和虫害发生（危害）程度统计方法（见表2）。

在调查基础上，采用农业、物理、化学等措施，定

点开展核桃病虫害防治试验（见表 3）。

1.3    病虫害鉴定

病害主要通过典型症状识别，虫害主要通过形

态学方法进行鉴定，通过采集的实物标本、拍摄的

照片、记录的危害特征和外界环境等信息，查阅有

关文献资料和工具书[3-6]，进行病、虫的鉴定。
 

表 1    病情分级标准
Tab. 1    Criteria for disease classification

级别 级别病害发生程度

0级 无病

1级 危害部位占整植株1/4以下

2级 危害部位积占整植株1/4~1/2

3级 危害部位占植株1/2~3/4

4级 危害部位占植株3/4以上

 
表 2    虫害发生（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Tab. 2    Criteria for occurrence (harm) degree of pests

害虫类型 危害部位
受害程度

备注
轻度 中度 重度

叶部害虫 叶片受害率/%（x） 0<x≤20 20<x≤50 x>50

不包括蛀
干害虫

枝梢害虫
枝梢受害率/%（x） 0<x≤20 20<x≤50 x>50

受害株率/%（y） 0<y≤20 20<y≤50 y>50

蛀干害虫 树干受害率/%（x） 0<x≤10 10<x≤20 x>20

种实害虫 种实受害率/%（x） 0<x≤10 10<x≤20 x>20

地下害虫 受害株率/%（x） 0<x≤1 1<x≤10 x>10
 

表 3    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试验方案
Tab. 3    Control test of walnut mai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防控措施 农业措施 物理措施 化学措施 试验园

处理
冬季彻底清园，秋施基
肥，生长期追肥，合理
修剪等。

利用黄板、糖醋液或
人工等方式诱杀、捕
杀害虫。

萌芽前、谢花后、幼果期、硬核期等
关键时期喷施阿维菌素、溴氰菊酯、
多菌灵、戊唑醇等杀虫杀菌剂各一
次，休眠期全园喷施石硫合剂。

加查县、米林县和朗
县核桃示范园。

对照 当地常规管理
 
 

1.4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2007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西藏核桃病虫害主要种类及危害程度

通过定点调查和普查发现：西藏核桃主要病害

有核桃枝枯病、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核桃褐斑病、

核桃腐烂病等 4种；病原物属于 3个门类，8个科

属，8种，其中，半知菌亚门 3属 3种，子囊菌亚

门 3属 3种，变形菌门 1属 1种（见表 4和表 5）。

主要虫害有 9种：春尺蠖、核桃缀叶螟、铜绿丽金

龟、斑喙丽金龟、苹毛丽金龟、核桃长足象、云斑

天牛、核桃木撩尺蠖、核桃举肢蛾；分属于 2目，

9科，其中鳞翅目 4科 4种，鞘翅目 5科 5种（见

表 4和表 6）。
藏南是西藏区域核桃的主要分布区，主要集中

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藏东南地区是西藏区域核桃的

表 4    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其分布
Tab. 4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walnut mai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病虫害种类 为害部位 发生程度 发生地

核桃枝枯病Melanconium juglandis
（无性阶段Melanconium juglandinum）

枝干 ++++ 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主要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核桃细菌性黑斑病Xanthomonas camp
estris pv.juglandis 果实、叶片 ++++ 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主要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核桃褐斑病Gnomonia leptostyla
（无性阶段Marssonina juglandisn） 叶片、嫩梢和果实 +++ 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主要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核桃腐烂病Cytcospora juglandicola 枝干 ++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巴宜、米林、朗县、加查、贡嘎等均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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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分布区，在澜沧江、怒江及金沙江上游地区，

集中分布在海拔 2 200~3 600 m的区域[7]。西藏核桃

种植范围广，地形地貌、土壤肥力、气候条件、林

分结构等差异较大，加之栽培技术参差不齐，致使

各产区核桃主要病虫害为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且

发生流行与温度、降雨等环境因子及栽培管理水平

密切相关。

通过此次调查，对比其他核桃产区情况[8-12]，发

现西藏核桃主要病虫害种类较少，病害 4种，虫害

9种；且分布不均（见表 4）。主要病害分布范围

广，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流域”的主要核桃

产区均有发生，尤以山南市加查县、桑日县，林芝

市巴宜区、米林县、波密县、察隅县，昌都市芒康

县、左贡县、八宿县等核桃主产县发生较为严重和

普遍。核桃枝干病害是影响当地生产中的主要病

害，其中枝枯病发生普遍，在个别果园，发病率在

 

（续表 4）
 

病虫害种类 为害部位 发生程度 发生地

核桃举肢蛾Atrijuglans hetauhei Yang 果实 + 个别核桃产区

核桃木撩尺蠖Culcula panterinaria B.et G 叶片 + 曲水县

春尺蠖Apocheima cinerarius Ershoff 叶片、芽、花蕾 +++
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山南市乃东区至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沿

江两岸有分布

核桃缀叶螟Locastra muscosalis 叶片 +++ 林芝

铜绿丽金龟Anomala corpulenta Motsch 叶片、嫩枝、花柄和根 ++++ 各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斑喙丽金龟Adoretus ternuimaculatus
Waterhouse 叶片、嫩枝、花柄和根 +++ 各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苹毛丽金龟Proagopertha lucidula 花、嫩叶、幼果皮 ++ 各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核桃长足象Aleidodes juglans Chao 叶、果实 ++++ 各核桃产区均有分布

云斑天牛Batocera horsfieldi (Hope) 树皮、嫩枝 ++ 加查县

　　注：“+”表示偶有发生；“+ +”表示危害轻；“+ + +”表示危害较重。“++++”表示危害严重
　　Note: “+” sporadic; “+ +”light; “+ + +”bad; “++++”bader.

表 5    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害病原分类统计
Tab. 5    Taxonomic statistics on pathogens of walnut main diseases in Tibet

类别 门 科/属 种 为害类型

真菌

半知菌亚门

黑盘孢属 核桃圆黑盘孢 叶片变黄脱落，枝干上有褐色小点

聚端孢属 粉红单端孢菌 果心变褐、腐烂和早期脱落

壳囊孢属 核桃壳囊孢 枝干腐烂

子囊菌亚门

腐皮壳科 核桃黑盘壳菌 叶片变黄脱落

日规壳菌属 核桃日规壳菌 叶片、嫩梢和果实有黑斑

杯霉科 胡桃盘二孢菌 叶片、嫩梢和果实有黑斑

细菌 变形菌门 黄单胞杆菌属 核桃单胞杆菌 果皮变黑腐烂，果仁干瘪、早落；叶片皱缩、枯焦

表 6    西藏地区核桃主要虫害分类统计
Tab. 6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of walnut pests in Tibet

目 科 种 为害类型

鳞翅目

举肢蛾科 核桃举肢蛾
幼虫在果内纵横食害，形成蛀道，充满虫粪，被害处黑烂。果皮皱缩变

黑，提早脱落，但幼虫不转果为害。

尺蛾科 核桃木撩尺蠖 啃食叶片和嫩枝。

尺蛾科 春尺蠖
以幼虫危害树木幼芽、幼叶、花蕾，严重时将树叶全部吃光，幼虫发育
快，食量大，常暴食成灾。轻则影响寄主生长，严重时则树势衰弱，导

致蛀干害虫泛滥，引起林木大面积死亡。

螟蛾科 核桃缀叶螟 虫常吐丝结网，缀叶为巢，取食为害。

鞘翅目

丽金龟科 铜绿丽金龟 啃食叶片呈孔洞缺刻，甚至吃光叶片。

丽金龟科 斑喙丽金龟 啃食叶片呈孔洞缺刻，甚至吃光叶片。

丽金龟科 苹毛丽金龟 成虫喜食果树花蕾、花瓣、花蕊、花丝、柱头、花序、嫰叶和幼果皮。

象虫科 核桃长足象 成虫啃食幼芽和嫩叶，幼虫蛀食果皮、种仁。

天牛科 云斑天牛 成虫啃食新技嫩皮，幼虫蛀食枝干皮部和木质部，轻则影响林木果树生

杨文渊，等：西藏自治区核桃主要病虫害种类调查及综合防控研究  林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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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甚至全园发病直至毁园。果实病害中，

以细菌性黑斑病发生严重，病果率 10%~40%，造成

果实变黑、腐烂、早落，桃仁干瘪。叶部病害以核

桃褐斑病较重，重度果园叶片嫩梢受害率可达

50%~70%。因此，核桃枝枯病、细菌性黑斑病、核

桃褐斑病分别为害枝干、果实、叶片，严重影响了

西藏地区核桃的产量和效益。虫害中，则以金龟

子、核桃长足象、春尺蠖发生范围广，在各核桃产

区均有分布；而举肢蛾、木撩尺蠖、缀叶螟、云斑

天牛等仅在个别区县有发生。78%以上的害虫啃食

叶片，严重时将树叶全部吃光，且幼虫发育快，食

量大，常暴食成灾，导致树势衰弱，甚至死亡，造

成核桃品质下降和减产，制约了当地核桃产业的健

康发展。

2.2    主要病虫害防治效果

根据对加查县、米林县、朗县核桃示范园的田

间调查，结合农业、物理和化学措施，开展核桃主

要病虫害防治试验，结果发现：采用农业、物理和

化学等综合措施进行防治的核桃园病虫为害程度明

显下降，防效较好，病果率、病叶率、虫害率降低

比例在 59.2%~72.2%（见表 7）。
 

表 7    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效果

Tab. 7    Control effect of walnut mai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单位：%

试验点
对照 处理 防效(为害减轻比例)

病果率 病叶率 虫害率 病果率 病叶率 虫害率 病果率 病叶率 虫害率

加查县 41.2 35.4 36.5 16.8 13.2 12.4 59.2 62.7 66.0

米林县 38.3 32.8 34.1 14.5 10.7 10.5 62.1 67.4 69.2

朗县核 35.7 31.6 33.4 13.1 9.8 9.3 63.3 69.0 72.2
 
 

2.3    综合防控措施

核桃病虫害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保方针，针对西藏地区核桃种植现状和主

要病虫害发生为害情况，根据田间防治试验结果，

结合前人研究[8-13]，总结了农业、物理、化学等多种

防控措施，制定了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害周年防

治历（见表 8）。
 

表 8    西藏地区核桃主要病虫害周年防治历
Tab. 8    Annual control calendar of walnut mai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月份 物候期 防控措施 防控对象

11—2月 休眠期
彻底清园：清理树上地面残留的病果、枯枝和落叶，集中深埋和烧毁；结合冬剪
去除病枝和僵果，对剪锯口可用甲硫萘乙酸或菌清进行涂抹保护，修剪完后全树
用树安康喷雾；人工摘除天牛的卵块或虫体，集中销毁。

枝枯病、黑斑病、褐斑病、
腐烂病、天牛等

3月 萌芽前
刮除病斑，刮面要超出病部1 cm左右，可涂药剂包括甲硫萘乙酸或菌清，钩杀枝
干内天牛幼虫，全树喷施5波美度石硫合剂或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褐斑病、腐烂病、天牛等

4—5月 萌芽、开花、
展叶期

发芽前喷施3波美度石硫合剂，展叶期喷施多菌灵或甲基硫菌灵+农用链霉素，花
前喷3—5波美度石硫合剂或1:1:100的硫酸铜石灰液或100倍机油乳剂；在树盘土壤
表面喷洒溴氰菊酯，防止长足象成虫上树产卵。

枝枯病、黑斑病、天牛、春
尺蠖、长足象、天牛、举肢
蛾等

6月 幼果期
可选用戊唑醇或苯醚甲环唑等杀菌剂，结合溴氰菊酯、灭幼脲等杀虫剂喷雾。主
要结合降雨情况，雨多则多喷，雨少则少喷。或者人工捕杀、灯光和糖醋液诱杀
金龟子、天牛成虫；拾虫害落果，防核桃长足象。

黑斑病、褐腐病、春尺蠖、
缀叶螟、金龟子、长足象、
天牛等

7月 膨大期
选用波尔多液和以下杀菌剂交替使用，药剂包括甲托、多菌灵、树安康、戊唑
醇、苯醚甲环唑，杀虫剂可选用灭幼脲、毒死蜱、甲维盐等。果实生长期选用菊
酯类农药、灭幼脲，每隔半月进行喷雾1次。

褐腐病、缀叶螟、金龟子、
长足象、天牛等

8月 硬核及种仁充
实期

根据病虫发生情况，选用甲基托布津、代森锰锌等杀菌剂和高氯甲维盐、灭幼
脲、阿维菌素等杀虫剂，喷施1~2次。

枝枯病、褐腐病、缀叶螟、
金龟子、天牛等

9月 成熟期
全树用树安康喷雾或70%的甲基托布津800倍+20%的己唑醇3000倍和4.5%高效氯
氰菊酯1000倍。杀虫杀菌剂，保叶保果。

枝枯病、褐腐病等

9—10月 采收期
采果后结合修剪剪除枯死枝、病虫枝。结合复合肥或菌肥进行秋施基肥，亩施腐
熟农家肥4~5 m3。全树用树安康喷雾。

黑斑病、枝枯病、腐烂病等

10—11月 落叶期 果园清理，树干涂白。 枝枯病、腐烂病、天牛等

　　注：选用药剂时按GB/T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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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核桃在西藏垂直分布范围很广泛，从海拔 500~

4 000 m均有生长，海拔 2 000~3 500 m之间生长最

为适宜[14]。全区核桃总面积 1.3万 hm2[7]，核桃产业

已成为西藏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由于该区

域核桃都生长在高海拔区域，受特殊的生态气候的

影响下其病虫害相对较少[15]。但是近年来随着核桃

产业快速发展[1, 7, 16]，栽培规模逐年增加，病虫害的

发生和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

果农的经济收入。经调查研究发现，危害核桃的病

虫害主要有 13种，其中病害 4种、虫害 9种，其中

核桃枝枯病、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核桃褐斑病和金

龟子、核桃长足象、春尺蠖等病虫害发生范围广、

危害严重，对当前核桃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较大

影响，应加大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控。

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复杂多变，既有热

带、亚热带气候，又有温带、寒温带气候，因而生

态区不同则其物候期变化较大，对其主要病虫害的

防治，在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基础上，必须结合气候类型，因地制宜，分区施

策，按果品绿色生产标准进行防治。特别是近年来

西藏核桃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

响，为害核桃的其他一些病虫害呈上升趋势，因而

也应加强其发生规律的研究与综合防治技术的应

用，为西藏核桃生产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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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西藏自治区核桃主要病虫害种类调查及综合防控研究”

Investig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lnut Mai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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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occurrence  of  walnu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and  find  out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e disease types, damage degrees and distribution area of walnu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y using the outdoor investigation and indoor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4 kinds of main diseases in this  region,  and the pathogens belonged to 3 categories,  8
families and 8 species. 9 kinds of main insect pests were recorded, which belonged to 2 orders and 9 families.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such  as  branch  blight,  bacterial  black  spot,  brown  spot  and  beetle,  alcidodes  juglans  Chao,  spring
inchworm, and othe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had occured in a wide range and caused high damage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nd the results of control experiments, the comprehensive control
calendar for main walnu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ibet was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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