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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业有害生物的识别



一、林业有害生物的识别

u森林病虫害：包括林木病害、林木虫
害两类。

u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危害森林、林木
和林木种子正常生长并造成经济损失
的病、虫、鼠（兔）、杂草等有害生
物。 包括病害、害虫、有害鼠（兔）
和有害植物四类。



u林木生活过程中，由于遭受其它生物的侵害或
不良环境条件的影响，使正常的生理机能受到
干扰破坏，在生理上，组织上和形态上发生一
系列反常变化，以致生长发育不良，品质变坏
，产量降低，甚至死亡，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破坏生态环境，这个过程称为林木病害。

u分两类：生物性病害和非生物性病害。



病理程序：
 环境条件的有害作用

（不良的环境条件，其他生物的侵袭）

   ↓

植物新陈代谢受到干扰，出现紊乱，生理生化功能失调

（生理病变）

    ↓

细胞、组织结构异常

（组织病变）

     ↓

器官和外部形态异常

（形态病变）



生物性病害——由生物性病原（真菌、细菌、
病毒、类菌质体、寄生性种子植物，线虫、藻
类和螨类等）引起的病害称“生物性病害”。

有传染性，也称传染性病害或侵染性病害，如
细菌性黑斑病、花叶病毒病、丛枝病、松材线
虫病等。







缺素症 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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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的类型



病害症状

病状 病症

变色

坏死

腐烂

萎蔫 

畸形

霉状物 

粉状物 

粒状物 

脓状物 



   变色：发病植物的色泽发生改变，本质是叶绿素受到破坏，

细胞并未死亡。

• （1）花叶：叶绿素减少，不均匀变色。

• （2）褪色：叶绿素减少，均匀变色，变浅。

• （3）黄化：叶绿素减少，均匀变黄。

• （4）斑驳：变色部分的轮廓不清。

• （5）条纹：条斑、条点：单子叶植物的花叶。

• （6）白化苗：不形成叶绿素，遗传病害。   



均匀变色（黄化） 长春花黄化病



不均匀变色（碎色）

郁金香碎色病





褐斑病（圆斑） 黑斑病（轮斑）

霜霉病（角斑）



马铃薯Y病毒（PVY）（线纹） 烟草环斑病

烟草蚀纹病



桃细菌性穿孔病（穿孔）

柑橘溃疡病（溃疡）

苗木立枯病（立枯）



3、腐 烂
u腐烂：植物幼嫩多汁组织大面积坏死，组织或细胞破坏消解。

（根、茎、花、果都可发生腐烂，幼嫩多肉的组织更容易发

生）。

u（1）干腐：死亡慢，水分快速及时失去。      

u（2）湿腐：死亡快，水分未能及时散失

u（3）软腐：中胶层破坏，细胞离析。

u根据腐烂的部位有根腐、基腐、茎腐、果腐、花腐等。

u腐烂与坏死的区别：坏死多少还保留了原组织或细胞的轮廓，

而腐烂丧失了植物的原有形状。



  萎蔫：植物根茎的维管束组织受到破坏而发生的缺水凋萎现象，而根

茎的皮层组织完好。

• 植物萎蔫表现症状：

• （1）全株性—根及主茎的维管束组织破坏。

• （2）局部性—侧枝及叶柄的维管束组织受到侵染，单个枝条或叶片

发生萎蔫。

• 常见植物萎蔫症状：枯萎、黄萎、青枯。



5、畸形



肿 瘤

根结线虫病

茶根癌病

马铃薯癌肿病





霉状物 粉状物

锈状物

脓状物

粒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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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木虫害

指林木的叶片、枝条、树干和树根等单一或
多个部位被森林害虫取食危害，造成生理机
能以及外部形态上发生局部或全体变化的现
象。根据昆虫取食危害的部位不同，分为枝
干部虫害（蛀干害虫）、叶部虫害（食叶害
虫）和根部虫害（地下害虫）。



u昆虫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成虫
通常有2对翅和6条腿，翅和足都位于胸
部，身体由一系列体节构成，进一步集合
成3个体段（头、胸和腹）。

u一对触角头上生，骨骼包在体外部；一生
形态多变化，遍布全球旺家族。



u昆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属于无脊椎动
物中的节肢动物，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
群体，在所有生物种类（包括细菌、真菌、
病毒）中占了超过50%，它们的踪迹几乎
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是节肢动物中种
类最多的一种。

u昆虫纲有34个目，种类最多的就是鞘翅目
，种类有33万种以上，占昆虫总数的40%
。在中国记载7000余种。 





昆虫结构



蝗虫



u目前，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00余万种，但仍
有许多种类尚待发现。昆虫在动物界中种类最
多，数量最大，对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重
大影响 [1]  。最常见的有蝗虫、蝴蝶、蜜蜂、
蜻蜓、苍蝇、草蜢、蟑螂等。



1、昆虫的触角

昆虫头部一对分节的感觉器官。触角基本构造（从头部算起
）分柄节、梗节、鞭节（多节）。常见的触角形状有12种：

（1）刚毛状触角　鞭节纤细似一根刚毛，如蜻蜒、豆娘、蝉
等的触角。

（2）丝状触角　鞭节各节细长，无特殊变化，如蝗虫。

（3）念珠状触角　鞭节各节呈圆球状，如白蚁等的触角。

（4）锯齿状触角　鞭节各节的端部有一短角突出似锯条，如
叩头虫、芫菁的触角等。

（5）栉齿状触角　鞭节各节的端部向一侧有一长突起，因而
呈栉（梳）状，如一些甲虫、蛾类的雌虫触角。

（6）羽状触角　鞭节各节端部两角均有细长突起，因而整个
形状似羽毛，如雄家蚕蛾的触角。



（7）膝状触角　鞭节与梗节之间弯曲呈一角度。如蚂蚁、蜜
蜂的触角。

（8）具芒触角　鞭节仅一节，肥大，其上着生有一根芒状刚
毛，如蝇类的触角。

（9）环毛状触角　鞭节各节近基部着生一圈刚毛，如雄蚊，
摇蚊的触角。

（10）球杆状触角　鞭节末端数节逐渐稍稍膨大，似棒球杆
，如蝶类的触角。

（11）锤状（头状）触角　鞭节末端数节突然强烈膨大，如
露尾虫、郭公虫等的触角。

（12）鳃状触角　鞭节各节具一片状突起，各片重叠在一起
时似鳃片，如金龟子的触角。



2、昆虫的口器

口器也叫取食器。昆虫的口器可分为6种基本类型：

咀嚼式口器　用于取食固体食物，分上唇、上鄂、下鄂、下
唇、舌等部分。上鄂和下鄂中部扁平有齿，适于咀嚼食物。
如蝗虫、甲虫，蛾、蝶类幼虫等都具有此种口器。

刺吸式口器　上、下颚形成针状，刺入动植物组织内吸收养
料，如蚊、蝉。

虹吸式口器　左右下颚的外颚叶延长成虹吸式的喙，不用时
卷曲像发条，如蛾、蝶。

舐吸式口器　口器末端有唇瓣，用以舔吸食物，如蝇。 
嚼吸式口器　口器保留咀嚼口器部分形式，但各部延长，适
于拨开植物器官吸液，如蜂。

锉吸式口器　上颚左右不对称，锉破植物组织后吸液，如蓟
马。



3、昆虫发育过程

虫态　昆虫发育的某个阶段，通常指昆虫的卵、幼虫、蛹
和成虫。

成虫　昆虫发育的最后阶段。性成熟，进行交配和产卵，
但有些成虫在交配和交卵之前须进行补充营养。

卵　昆虫个体发育的第一个阶段。

幼虫 昆虫发育的第二个阶段。即从卵孵化至幼虫化蛹的过
程。

蛹　完全变态昆虫发育的第三个阶段。是昆虫从幼虫过渡
到成虫之间的阶段。幼虫老熟后身体缩短，不食不动，外
表逐渐加厚，进行化蛹。蛹发育成熟，即羽化为成虫。



4、几个专业术语

趋性　 昆虫对外界物理或者化学因素的反应。夜间蛾子扑
灯是昆虫趋光性的表现，但有些昆虫日间躲藏暗处不活动
，夜间上树采食，遇光即停止取食，表现出明显的负趋光
性，即避光性，如柳毒蛾幼虫。同样，某些昆虫对某些化
学物质也有明显的趋性，称为趋化性，如地老虎成虫对糖
醋液有趋性。另外，昆虫对温度的趋性称为趋温性。

世代　 昆虫的生活周期，从卵发育开始，经过幼虫、蛹到
成虫性成熟后产生后代的个体发育史，称为一个世代，即
一代。换句话说,世代就是昆虫个体发育的全过程。一年发
生一代的称为年生一代，一年发生多代的称年生多代。两
世代中某些发育阶段相互重迭的现象称为世代重迭。



昆虫生活史 　是指昆虫个体发育的全过程，又
称为生活周期。昆虫在一年中的个体发育过程,
称为年生活史或生活年史。年生活史是指昆虫从
越冬虫态(卵、幼虫、蛹或成虫)越冬后复苏起，
至翌年越冬复苏前的全过程。不同昆虫，生活史
也不相同。同种昆虫在不同地方或不同季节生活
史也不完全相同。



补充营养　某些昆虫在成虫性成熟过程中需要取食一
定的食物，这种特性称为昆虫的补充营养。如地老虎
成虫喜食糖醋液进行补充营养，没有补充营养时只产
卵数十个，补充营养后产卵数量可达千粒。

食性　昆虫取食的性质。根据昆虫取食种类的多少，
可以分为单食性、寡食性和多食性。根据昆虫取食的
对象可以分为植食性（取食植物）、腐食性（取食腐
烂物）、捕食性（捕食其他动物）和寄生性（寄生于
其他动物）。



天敌　昆虫的生物性自然敌害，包括三种类
型：

一是寄生于昆虫体上的真菌、细菌、病毒、
线虫和原生动物等。

二是寄生性或捕食性的昆虫，如寄生蜂、寄
生蝇、瓢虫、肉食性螨、步行甲、花蝽和猎
蝽等。

三是食虫鸟兽，如大山雀、啄木鸟、黄鹏和
穿山甲等。



u按照对人类的用途划分，昆虫分为

u——有益昆虫，如蜜蜂、赤眼蜂等

u——有害昆虫，松毛虫、小蠹虫等



如何判断林木虫害

虫害症状：由昆虫危害的林木

——其叶片上有明显的缺损

——枝干有坑道、蛀孔或蛀屑等，往往可以
在被害部位找到害虫，

——蚜虫、介壳虫、螨类等刺吸性害虫造成
的褪色、卷叶，可以借助手持放大镜在树上
找到虫体。



松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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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龟子



（三）林木鼠害

指林木的根部、干部、枝条或种实遭
受老鼠的啃咬，影响林木正常生长甚
至死亡的现象。根据老鼠对林木的危
害部位，将其分为地上鼠（如赤腹松
鼠、黑线姬鼠、鼯鼠）和地下鼠（如
家鼠）。



鼯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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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或可能使本地经济、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受到伤害（尤其是对特定
的森林生态系统造成较大危害），
或危及人类生产与身体健康的植物
种类。如紫茎泽兰、薇甘菊、菟丝
子、飞机草、狼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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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



u及时发现灾害，有效缩短灾害防控反
应时间，最大程度降低林业有害生物
灾害损失，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u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的目的



林业有害生物种类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损失

“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2016年至2018年，全省发生面积2046.3万亩，
年均发生 682.1万亩；

据评估，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功能价值
损失达40亿元以上。

有“松树癌症”之称的松材线虫病，一旦感
染，最快的40天左右即会枯死，如不及时防
控，3-5年可造成大面积毁林的灾难性后果。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的方法

远距离观察（树叶的颜色与正常的有无区别），近距离观察
（叶、枝、干上有无病原物，或虫体、虫孔）。





地上部分观察

干基部位有无虫体、排泄物、病原物等



地下部分观察

刨开根部观察，有无啃食、糟腐现象



三、护林员的相关职责任务



三、护林员的相关职责任务

（一）法律规定：

《森林法》（送审稿）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护林
员可以由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委托）聘用。护林
员的主要职责是巡护森林。护林员发现火情、林业有
害生物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应当及时处理并向
当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



（二）法规规定。《病虫害防治条例》第三
十条第十四条规定：发现严重森林病虫害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
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隐瞒或者虚
报森林病虫害情况，造成森林病虫害蔓延成
灾的，责令限期除治、赔偿损失，可以并处
一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三）制度规定。《迪庆藏族自治州建档立卡
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护林员职责中规定：“发现森
林病虫害发生以及可疑病死木、枯死木现象要
及时报告。”



第二十二条规定，如果平时考核中存在“
管护责任区发生森林病虫害不报告的”， 
到年底时“扣发当月绩效劳务费，并不得
参加年终评优。（并根据管护合同考核）
”



归纳起来，护林员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
就是做三件事（三个及时）：一是及时发现；
三是及时报告；二是及时处理。



（四）发现异常现象及时报告

1、报告的内容

1、向谁报告？向村林业主管、村委会主任、林
业站（天保所）负责人……
2、什么时间？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候谁第一次
发现的。

3、什么地点？是哪个村委会哪个村民小组哪片
山（哪块地）…….



发现异常现象及时报告

1、报告的内容

4、发现什么？树木死亡、枯黄、变黑、叶子
掉落……
5、什么树木？是华山松、高山松、松树、栎
树、核桃、板栗……
6、什么症状？是什么害虫、病害症状什么样
、为害的其他情况……
7、多大面积？估计大概面积有多少亩。



2、采送样品

1、受危害枝叶（要带虫或带病的叶片、松
针的树枝）

2、受害木段（有病斑、虫蛀）

3、害虫（成虫、幼虫、蛹、卵等能采全的
尽量采集全）



3、配合调查

当林业部门派人来作专项调查核实，开展灾
害防治工作时，护林员要积极配合做好工作
。如配合灾害调查、取样鉴定、面积测量、
灾害防治、成效调查、灾后恢复等。



监测工作的重点之重点：

松材线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