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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室内药效测定和室外防治试验、营林措施调查及综合防治试验。提出了榆林风沙
区樟子松幼龄林病害的防治措施。感病较轻者用５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ＷＰ）４００倍液或
７０％甲基托布津复合可湿性粉剂（ＷＰ）４００倍液防治２次；感病较重者在进行卫生伐的基础
上，再用化学农药防治２次。造林时，宜营造混交林，密度应在２

ｍ×３

ｍ以上，造林地不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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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是欧洲

势，若继续发展下去，对现有林分及以后营造的樟子

赤松的一个地理变种，天然分布区主要在我国的大

松林都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为了确定有效的技术措

兴安岭和呼伦贝尔。上世纪６０年代陕西省治沙研

施进行综合防治，为生产提供理论依据，解决北方沙

究所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红花尔基沙地引种培育

区发展樟子松的后顾之忧。笔者在了解和掌握致病

樟子松并获得了成功。由于樟子松具有速生、喜光、

菌培养特性及其侵染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口１，进

耐寒、耐旱、耐贫瘠，能耐一４０～一５０℃的低温，根系

行了樟子松幼龄林枯死的防治措施研究。

发达，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能在沙土上生长等许多
优良特性，已成为毛乌素沙地榆林沙区治沙造林的
主要树种。４０多年来，榆林市在流动、半流动、固定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室内药效测定【５１

沙丘上成功地营造了１．３３余万ｈｍ２的樟子松固沙

选用５％菌毒清水剂、７０％甲基托布津复合可

林，固定了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减轻了风沙危害。自

湿性粉剂（ＷＰ）、２５％多菌灵复合可湿性粉剂

１９９５年起，受到球毛壳菌（Ｃｈａｅｔｏｍｉｕｍ

ｇｌｏｂｏｓｕｍ

（ＷＰ）、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ＷＰ）、５０％代森锰

Ｋｕｎｚｅ）的侵染，一些幼龄林出现枯死现象¨ｏ Ｊ。尤

锌可湿性粉剂（ＷＰ），五种杀菌剂进行室内药效测

其是１０～１５ ａ生樟子松幼龄林枯死比较严重，被害

定。

率达１０．７％，死亡率达６．６％，且有逐年加重的趋

１．１．１

药剂对茵落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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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杀菌剂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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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倍、１ ５００倍（其中菌毒清５０倍）含量的ＰＤＡ平

防治试验。小区和对照在林内随机分布。每小区

板培养基，将培养３ ｄ的病原菌菌落边缘用书＝５

２０株，每种药剂及对照３个重复，每年设小区１２

ｍｍ的灭过菌的打孔器切取５ ｍｍ直径的圆形菌块，

个，两年共设小区２４个，同时两年所设小区互不重

置于其中央，在２５℃的恒温条件下培养３ ｄ，并同时

复，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每年４月上旬、７月中旬２次进行

设置重复４个，测量病原菌菌落的直径。

全株喷雾。，每年３月下旬进行防前感病指数调查，９

１．１．２药剂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在培养皿中放一

月底进行防后感病指数调查，同时与１．２．１药剂选

张滤纸，在滤纸上打两个孑Ｌ，上面放一载玻片，灭菌。

择小区试验，即每年４次防治作比较。选择适宜的

在载玻片上加入两滴用８００倍、ｌ ５００倍（其中菌毒

施药时间和次数。

清５０倍）含量的杀菌剂配成在低倍镜下每视野３０

１．２．３

内吸性杀茵剂注干Ｌ４

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４

～４０个孢子的悬浮液，位置在滤纸的孔上，培养皿

月上旬、７月中旬，利用２５％多菌灵复合可湿性粉

中加适量的无菌水，湿润滤纸并除去载玻片下滤纸

剂、５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和７０％甲基托布津复

空隙处的气泡。置２５。Ｃ的恒温箱内培养，每处理重

合可湿性粉剂１：２（药：水）混合液，每年２次注

复３次，２４ ｈ后镜检萌发率，同时用清水做对照。

干。每种药剂２０株，每次每株３ ｇ原药。另设对

１．２室外化学防治试验

照，除不加药外，其它处理相同，用木工钻在松树胸

１．２．１

药剂选择小区试验应用５％菌毒清水剂

高以下南北两侧各向下斜钻１个深度为２—４ ｃｍ的

５０倍液、２５％多菌灵复合可湿性粉剂２００倍液、

ｄｑＬ，将药液注入，然后封口以减少药液外流。

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５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１．３营林措施试验

和７０％甲基托布津复合可湿性粉剂４００倍液在陕

每年４月上、中旬在榆林红石峡林区随机选设

西省治沙研究所红石峡樟子松人工林内进行林内药

标准地，每标准地试验面积０．０７ ｈｍ２，试验及对照３

剂选择防治试验，小区和对照在林内随机分布，每小

个重复，试验地伐除枯死株，修除剩下树木的死枝，

万方数据
区２０株，每种药剂及对照３个重复，每年设小区１８

对照区不采取任何措施。

个，两年共设小区３６个，同时两年所设小区互不重

１．４综合防治试验

复，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３月底、５月中旬、６月底、８

２００３年在红石峡樟子松人工林内，选设感病严

月下旬每年４次进行全株喷雾。每年３月下旬防治

重的林分作为试验标准地及对照，每标准地０．０７

前根据（表１）病级划分标准进行防前感病指数调

ｈｍ２，于４月上旬、７月中旬２次首先清除枯死株、死

查，９月底进行防后感病指数调查，计算防治效果。

枝，然后喷５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和７０％甲基托

感病指数＝｝Ｘ

布津复合可湿性粉剂４００倍液及对照３个重复。

∑戈ｉＹｉ

１００％

了，芸“戈ｆ

其中ｚｉ为对应病级数量；Ｙｉ为对应病级代表
值。

防治效果＝堑盟坚理萼雾鬈篓奏霪碧产
表１
’Ｆａｂｌｅ

ｌ

樟子松枯死病级划分标准
Ｓｔ∞ｄａｒｄ

Ｏｎ

在榆林市樟子松分布区内，周期性地随机在林
内选设临时标准地，调查造林密度、沙丘部位、林分

类型等对樟子松林感病情况的影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室内药效测定结果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病级代表值囊墓黧溯参考指标
Ｐ／ｎｕｓ

造林立地条件及造林密度等与病害关系

１．５

ｓｙｌｖｅｒ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２．１．１

药剂对茵落生长的抑制作用

试验结果表

明，各种药剂的２种不同浓度对菌落生长都有抑制
作用（表２）。从试验结果还可看出：多菌灵、甲基托
布津、代森锰锌在２种浓度下都能抑制菌落的扩大，
效果较好。
表２不同药剂对菌落生长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ｈｙｐｈａ

１．２．２施药时间及次数试验应用２５％多菌灵复
合可湿性粉剂２００倍液、５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和７０％甲基托布津复合可湿性粉剂各４００倍液，在

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红石峡樟子松人工林内进行喷雾

·菌毒清浓度为５０倍。
２．１．２

药剂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每种处理经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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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林内药剂选择小区试验，９月底调查结果如表５。对

次重复，２４ ｈ后镜检发现各种药剂及其各种浓度与

对照相比对病原菌孢子萌发都有抑制作用（表３），

每年防治２次和４次的防治效果进行方差分析，结

但多菌灵、甲基托布津、代森锰锌对孢子萌发的抑制

果为：２００２年，Ｆ＝Ｏ．０９７，２００３年，Ｆ＝Ｏ．００２，Ｒ。５＝

作用较强。

７．７１，Ｆ＜Ｆ０．仿所以防治４次与防治２次防治效果差

Ｔａｂｌｅ ３

表３不同药剂对孢子萌发的影响

异不显著。试验证明：４月上旬气温升高，新梢开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伸长，病原菌开始活动，死亡零星发生，４月中旬为

ｔｈｅ ｂｕ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ｏｒｅ

ＯＨ

死亡高峰期。７月中旬是感病、孢子扩散高峰期，同
时，７月份到了雨季，降雨频繁，雨量大，而且降雨直
接影响孢子的扩散和数量。因此抓住４月上旬死亡

开始发生和７月中旬雨季来临之际这两个时期进行
·菌毒清浓度为５０倍

防治，既可有效抑制该病的发生发展，降低死亡率，

室内药效测定结果表盟：多菌灵、甲基托布津、

又可以节省人力物力。

代森锰锌为防治该病的首选药剂。

２．２．３

２．２林内化学防治效果

治后，９月底进行调查，结果为：２００２年，多菌灵的防

基托布津和代森锰锌喷雾防治效果２００２年分别是

治效果为２１．５０％，代森锰锌为３３．７５％，甲基托布

４６．５６％和５０．３８％，２００３年分别是４７．６９％和４９．

津为２８．６７％；２００３年，多菌灵的防治效果为２４．

２３％，防治效果基本稳定，防治效果明显高于其它药

７２％，代森锰锌为３１．４５％，甲基托布津为２７．３２％。

剂，菌毒清的防治效果不理想（表４）。室内外试验

经过２年的试验，注干防治效果不理想。同时，注干

所选出的防治樟子松枯死病害的药剂效果基本一

防治费时费工，代价大，又注干时产生伤孔，待药剂

致，多菌灵林间防治效果略不及甲基托布津和代森

万方数据

有效期过后，经风吹雨淋，有利于害虫和其它病菌的

锰锌。所以甲基托布津和代森锰锌应为首选药剂。

侵入，生产上不宜应用。

表４不同药剂防治樟子松桔死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２．３营林措施

ａｇａｉｎｓｔ

药剂———２０—０２＿≠墅型望｝２００３防治效果／％

经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连续２年卫生伐＋修死枝，明

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ｒｓｔｒｉｓ ｖａｔ．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药剂

年

防前

防后

防前

显地改善了林内环境卫生，促进了树木的生长，９月

………”‘。

年

试

验地点在红石峡樟子松幼龄林内，每年４月、７月防

不同药剂的防治效果２ ａ的研究发现，甲

２．２．１

内吸性杀菌剂注干对防治效果的影响

底调查结果表明：感病指数２００２年下降了１７．０５，

防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３年下降了１５．６，防治效果达３９．３５％。降低了
林分的病情，清除了病原，大大减少了病原菌丝和孢
子的积累，不利于病原菌的侵染与传播。短时间内
对病害的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Ｈ１。
２．４综合防治
通过化学防治或卫生伐＋修死枝，对于感病较

轻的林分，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的增长，而对于中、
重程度枯死发病的林分，应采用以营林措施为主，辅
以杀菌剂的方法。

首先伐除枯死株，修剪病株死枝，使林分的病情
２．２．２施药时间及次数对防治效果的影响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结合

不同施药时间及次数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明显降低，清除侵染源，然后喷洒甲基托布津，防治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ｂｙ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效果达６０．３０％；喷洒代森锰锌，防治效果达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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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表６）。可以控制病情的增长，防治效果非常
林分密度过大，随着林龄的增大，林木所需要的

明显。生产上可以推广应用。

营养也在不断地增加，导致蒸腾量增大，地下水位下

表６综合防治试验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６

降，土壤含水量和养分下降，生长势减弱，同时密度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越大，株间距越小，枝权之间摩擦产生伤口多，通风

透光弱，有利于病菌传播与侵染。因此，适宜的密度
是维持林分群体结构稳定性，增强树势的重要因
子‘８｜。
３
２．５造林立地条件、造林方式等对病害的影响

经过在榆林市樟子松主要分布

立地条件

２．５．１

区的靖边县、榆阳区的红石峡、王则湾、石庄梁等幼

龄林内周期性地选设了５０块标准地进行调查，结果
表明：不同沙丘部位分布的樟子松林木感病、枯死情
况不同。如生长在红石峡丘阉地的樟子松死亡率高
达１４．３０％，而丘顶的死亡率最低，只有３．５０％；王

则湾的樟子松林感病、枯死最轻，但感病、枯死株主
要集中在沙丘副梁，副梁感病率为５．ｏｏ％，死亡率
为１．００％。总之，丘间地和副梁感病枯死最严重，
主要原因是丘间地地下水位高、湿度大、温度高、风

万方数据
速小，小环境适宜病害的发生危害；沙丘副梁风蚀沙
埋严重，树势衰弱，有利于病原菌的侵入。因此，选
择适宜的造林地，是预防樟子松幼龄林枯死的基
础。引，丘间地和沙丘副梁不宜营造樟子松。

２．５．２造林方式据调查，红石峡一块纯林感病率
高达１２．６０％，死亡率７．３０％，植被盖度非常大的樟
子松、踏郎、沙蒿、柠条等混交林感病率为７．６５％，

死亡率４。６０％，而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在榆阳区王则

对于感病较轻的樟子松人工林，可采用卫生伐
＋修死枝或化学药剂防治。内吸性杀菌剂一代森锰
锌和甲基托布津效果良好，为首选药剂。榆林风沙
区，一年中，４月上旬树木新梢开始伸长和７月中旬
雨季采用５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和７０％甲基托

布津复合可湿性粉剂各４００倍液喷雾防治２次即
可。卫生伐＋修死枝宜在４月上、中旬进行。对于
感病较重的林分，首先应进行卫生伐，伐除枯死株，

剪掉剩余树木的死枝，清除病原，然后喷洒甲基托布
津和代森锰锌，效果良好，生产上不失为一种有效的
防治措施。

榆林风沙区樟子松枯死是由弱寄生菌侵染而形
成的，在这个脆弱的生态环境中，应以营林技术措施
为本，增强树势，提高抗病性。因此，造林地不宜选

在丘间地和副梁，造林密度应大于２ｍ×３ｍ，营造混
交林，特别是与紫穗槐的行间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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