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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南地区园林害虫发生危害情况







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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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食叶害虫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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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种类
：朱红毛斑蛾、榕透翅毒蛾

樟树害虫：樟叶蜂、樟蚕、樟巢螟

桉树害虫：油桐尺蠖、桉袋蛾

松树害虫：马尾松毛虫

土沉香害虫：黄野螟

珍贵树种和园林害虫：柚木野螟、黑裙卷肾夜蛾、

橙带蓝尺蛾、异斑酷大蚕蛾、团花绢螟、杜鹃三节

叶蜂、绿翅绢叶螟、凤凰木夜蛾、曲纹紫灰蝶、小

白纹毒蛾



朱红毛斑蛾 
Phauda flammans

榕透翅毒蛾 
Perina nuda 





油桐尺蠖
（桉树尺蛾）



图片引自网络



团花绢螟 Diaphania glauculalis 



团花绢螟



柚木野螟 Pyransta machaeralis 





大袋蛾



桉袋蛾Eucalyptipsyche citriodorae 

• 危害棕榈科植物，以及桉树等
多个树种。





小白紋毒蛾 Orgyia postica 

图片引自嘎嘎昆虫网

又稱灰帶毒蛾、棉古毒蛾等，初孵化幼蟲聚集，2-3齡後分散覓食，終齡幼蟲背
上有4叢黃色毛叢， 左右還有2根白色毛束，頭部前方側邊各有一根黑色毛叢。
幼蟲以林木、果樹、花卉等數百種植物寄主，常见于低中海拔山區，一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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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代，繁殖能力強，少數夜晚會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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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野螟Heortia vitessoides 









发现黄野螟产卵集中现象



幼虫群聚取食







老龄幼虫开始分散取食





幼虫老熟后入土结茧化蛹



抗虫品种的选择









抗虫鉴定

林间鉴定—人工放虫



异斑酷大蚕蛾Cricula variabilis 







杜鹃三节叶蜂Arge similis 



樟巢螟 
Orthaga achatina 



樟叶蜂 
Mesoneura r ufonota 



 
樟蚕 

Eriogyna pyretorum 



凤凰木夜蛾 
Pericyma cruegri 



凤凰木夜蛾 Pericyma cruegri 

近年来时有发生，爆发时将凤凰木叶片全部啃食





绿翅绢野螟Diaphania angustalis 





绿翅绢野螟



黑肾卷裙夜蛾Plecoptera oculata 



 
马尾松毛虫 

Dendrolimus 
punctatus

成虫

卵

幼虫和茧





黄脊竹蝗

青脊竹蝗





曲纹紫灰蝶Chilades pandava 



橙带蓝尺蛾Milionia basalis 



食叶害虫防治

应用白僵菌、绿僵菌、灭幼脲、苏云
金杆菌、阿维菌素、除虫菊酯等人工或无
人或有人驾驶飞机喷雾喷粉或喷烟防治



三、主要吸汁害虫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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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种类：

扶桑绵粉蚧、埃及吹绵蚧、杂毛吹绵蚧、鸭脚

木星室木虱、灰同缘小叶蝉、榕母管蓟马



扶桑绵粉蚧Phenacoccus solenopsis 

该虫原产北美，1991 年在美国发现危害棉花，随后在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巴
西相继有报导发现。我国2008年在广州首次发现，2009年在海南、广东、广西、
云南、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等8省(自治区)棉花上发现。

扶桑绵粉蚧的寄主植物很多，已知的有57科149属207种；其中以锦葵科、茄科、
菊科、豆科为主



南洋臀纹粉蚧Planococcus lilacinus 

南ðñò粉蚧ó属粉蚧科，主ô分õ
在ö÷øùú区及ûð÷。该虫的寄主种
üýþ35科ÿ多，主ô寄生在可可、红毛
榴莲、番石榴、柑桔、芒果、马铃薯和葡
萄等植物，可引起幼果脱落，花和枝条顶
部干死，还可分泌蜜露，吸附灰尘，致使
叶片和果实发黑，难以清除，从而影响果
实产量和质量。



 
 

埃及吹绵蚧Icerya aegyptiaca
（杂毛吹绵蚧Icerya jacobsoni）

• 1、成虫雌成虫体长约6mm 宽约4mm 橙黄色,
椭圆形,上下扁平,体背有白色蜡质分泌物覆盖,
体四周有爪对触须状蜡质分泌物。 

• 2、卵长0.76-0.83mm淡黄色;椭圆形。 

• 3、初孵若虫淡黄色，足褐色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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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桐上的埃及吹绵蚧（杂毛吹绵蚧）



 吹绵蚧Icerya purchasi 

• 世界性分布，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中、
华东、华南、西南;在国外分布于日本、朝鲜、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欧洲、非洲、北美洲也有分
布。可为害250多种植物，常见于金合欢、油茶、油桐、
马尾松、月季等植物上，对枸椽科植物为害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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蚧虫防治方法

1、植物检疫

严禁将有虫害的苗木进行交换，发生虫害

的地方要做好防治工作，避免虫害进一步扩散

蔓延。 

2、化学防治

喷洒22.4%螺虫乙酯悬浮剂1500倍液。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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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母管蓟马Gynairothrips uzeli 



榕母管蓟马



 
灰同缘小叶蝉 
Coloana cine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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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枫受害状



灰同缘小叶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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幌伞枫尼小叶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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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椿尼小叶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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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子-叶蝉



 
杜鹃冠网蝽 

Stephanitis (Stephanitis) pyri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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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木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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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脚木星室木虱Pseudophacopteron alstonium 



紫薇长斑蚜Tinocallis kahawaluoka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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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长斑蚜危害引起的煤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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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汁害虫防治 

• 一般喷洒内吸性杀虫剂或者触杀性杀虫剂 

• 释放和保护利用天敌



四、主要钻蛀性害虫及其防治

：天牛类、小蠹虫类、吉丁虫类、象

甲类等

：螟蛾类、木蠹蛾类、透翅蛾类、扁蛾

类等

：树蜂类、小蜂类、木蜂类、木匠蚁类

等

：松墨天牛、桑天牛、星天牛、斜纹

拟木蠹蛾、豹纹木蠹蛾、麻楝蛀斑螟、红棕象甲、

竹象、桉树枝瘿姬小蜂、桉扁蛾





雄 雌

松墨天牛识别、生活史与发生规律



产卵刻槽





幼虫

蛹



红棕象甲

红棕象甲在国内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台湾等省。
主要为害油棕、椰子、枣椰。以幼虫钻蛀树干内部，取食柔软组织，
受害严重的植株可导致死亡。



  
  

1mm

桉树枝瘿姬小蜂 Leptocybe invasa 

Taxonomy: Eulophidae: Tetrastichinae 
Wasp type: uniparental 
Gall type: polythalamous 







 Heavy galling



斜纹拟木蠹蛾Indarbela obliquifasciata

引用马俊论文图片





萧氏松茎象Hylobitelus xiaoi 





麻楝蛀斑螟Hypsipyla robu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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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星黑点蠹蛾Zeuzera leuconolum 

• 也称豹纹木蠹蛾，Zeuzera leuconolum Butler，属鳞翅
目，木蠹蛾科豹蠹蛾属。国内分布较广，为害团花树、
月季、紫荆、洋蹄甲、日本晚樱、山茶、山杏、石榴、
碧桃、白玉兰、广玉兰、梅兰、黄杨、栀子花、香樟
和法桐等。幼虫蛀入枝干部为害，导致受害枝条死
亡，影响树木生长。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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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天牛Apriona germari 











星天牛Anoplophora chinensis 



 桉蝙蛾Endoclita signifer 



钻蛀性害虫防治

松墨天牛 • 成虫期喷药

斜纹拟木蠹蛾 • 诱捕器诱杀

萧氏松茎象 • 毒签

红棕象甲 • 虫孔注射杀虫剂

桉树枝瘿姬小蜂 • 抗性树种应用







毒签



飞行速度 160 km/h

飞行高度距离树冠 15-20 m

每架次飞防面积 40-300 hm2

航空喷洒器械
装载量为 800-1000 kg

喷幅 60 m

有效喷幅 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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