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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 2021年秋季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工作方案

第一部分 松材线虫病概况

1 松材线虫病简介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树萎蔫病，是由松材线虫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Nickle）寄生在松树体内所引

起，是松树的一种毁灭性流行病，也是世界上最具危险性的

森林病害。

1.1分布与危害

危害：松材线虫通过媒介昆虫补充营养的伤口进入木质

部，寄生在树脂道中。在大量繁殖的过程中，移动并逐渐遍

及全株，造成植株失水，树脂分泌急剧减少和停止，表现出

来的外部症状是针叶陆续变为黄褐色乃至红褐色，萎蔫，在

嫩枝上可见媒介昆虫啃食树皮的痕迹。后期表现为针叶黄褐

色至红褐色，整株死亡。在北票地区林间松材线虫病的初发

病时间一般在5～6月，7～8月份是松材线虫病的发病高峰。

寄主植物感染该病40天后，即可能死亡，而从发病到整

片松林毁灭，只需3～5年的时间。松材线虫外形极小，肉眼

无法辨别，主要危害松树和其他针叶树。该病危害的毁灭性

在于：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传播快，且常常猝不及

防；一旦发生，治理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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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截止目前,我国已有1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松材线虫疫情。

1.2 寄主

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黑松、马尾松、黄松、赤松、海岸

松和黄山松等松属植物，还能危害华山松、油松、红松和樟

子松、落叶松等。

1.3主要形态特征

形态特征：成虫唇区高，和身体连接处有缢缩。口针基

部有小的膨大。食道腺模糊、纤细，其长度相当于宽的3－4

倍，于背面覆盖肠。排泄孔位于食道和肠交界处的对面。半

月体明显，位于排泄孔后相当于2／3体宽的距离处。雌虫阴

门宽，上阴唇长，向下覆盖。神经环位于中食道球后。卵巢

前伸，卵母细胞通常单行排列。后阴子宫囊长，延长至阴肛

距的3/4处。尾近圆柱形，尾端椭圆或尾尖突，尾尖突长1μm

左右，不超过2μm。雄虫交合刺大，呈弓形，成对，不联合，

有1个很尖的明显的喙；交合刺末端有1个凸出间突。尾弯成

弓形，末端尖，侧面观如爪状，端部包1个短的卵形交合伞。

有2 对尾乳突，前1对恰在肛门前，肛门后1对位于交合伞的

起点。

如下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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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 传播媒介

目前在我国松材线虫病的主要传媒为松褐天牛

（Monochamus alternatus Hope），又称松墨天牛、松天牛。

松材线虫通过松褐天牛补充营养的伤口进入木质部，寄生在

树脂道中形成危害。

2.1分布与危害

危害：主要以幼虫危害长势弱的树木或新伐倒木的韧皮

部及木质部，成虫啃食嫩皮补充营养，破坏、切断输导组织，

严重影响树木生长、致死。成虫是松材线虫的主要传播媒介。

分布：在我国分布广泛，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且香港

和台湾地区也有记录，并广泛分布于日本、朝鲜半岛和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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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寄主

寄主为松属、雪松属、冷杉属、云杉属、落叶松属植物。

2.3主要形态特征

成虫体呈黄色至赤褐色，触角栗色，雄虫触角超过体长

1倍多，雌虫触角约超出1/3。前胸背板有2条相当阔的橙黄色

纵纹，与3条黑色绒纹相间，小盾片密被橙黄色绒毛。每一

鞘翅具5条纵纹。见下图：

松褐天牛成虫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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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图 2-3

3 我市松材线虫病入侵风险

3.1有寄主分布

北票市分布有大量油松，为感病寄主。

3.2有传播媒介分布

北票市已分布有松幽天牛、双带长角天牛、灰长角天牛、

褐幽天牛等是松材线虫的潜在传播媒介。

3.3交通运输极具传播条件

尽管目前北票没有松材线虫分布，但其随疫区松科植

物、松材线虫疫木及其包装材料、电缆盘等由海运和陆运以

及航运入侵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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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树的识别

4.1病树外观识别

1.针叶陆续变为黄绿、黄褐、红褐色，整株迅速萎蔫、

枯死，或部分枝条萎蔫、枯死；

2.树干部多数有媒介昆虫产卵刻槽、侵入孔；

3.树脂分泌减少或停止，树体失水、材质干枯。

4.2根据病害流行特点判别

松材线虫病死木发生位置的变动与其它原因死亡的枯

死木发生位置的变动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松材线虫病枯死

木，以上一年发生的位置为中心，随机向外扩散百十米或更

远。而拟松材线虫病枯死木或其它原因死亡的枯死木发生位

置一般不会发生上述明显的变化，而基本停留在原来的位

置。

松材线虫病枯死木在新扩散区的林间首先呈随机分布，

经 1～2 年后发展为以定居点为中心的聚集分布，继续扩散

1～2年后，演变为核心分布。

4.3注意区别不同原因致死的病树

1.松材线虫病：病树针叶初期失绿变黄，后逐渐变橘红

色，后期全株成红褐色，针叶不萎缩，不脱落；树干部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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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介昆虫产卵刻槽、侵入孔；树脂分泌减少或停止，树体

失水、材质干枯；木材发生蓝变。在新发病点，往往是树冠

浓密，树势健康的植株首先发病。

2.雷电击死：死树早期针叶为鲜橘红色，树干基部周围

杂草灌木整齐枯死，有火烧痕迹。后期针叶变暗褐色，基部

杂草枯死年内不能再生。

4.松梢枯病：死树针叶全株暗褐色，后期部分脱落后变

灰褐色，大部分枝桠块状肿大，流脂症状明显。

5.其它原因致死：如松突圆蚧。

第二部分 监测普查

1 监测范围

由于近年松材线虫传播的速度较快，目前辽宁省已经有

7个市 22个县（市、区）成为疫区，因此现将全市监测范围

划定为全市的松林。

1.1 重点防控区

大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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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重点

2.1重点防控区要求

对交通沿线、风景区、水库库区、木材制品生产和使用

企业（木材加工厂点、木材市场、建筑工地、仓库、驻军营

房、电视机及配件厂、纺织机械厂、城镇周围、通讯站、电

站、电视塔、光缆及电缆架设区）等人为活动频繁地区附近

的松林，特别是与疫区毗邻地带、曾有从疫情分布的国家或

地区调入松材及制品（如电缆盘、垫木、设备包装物及铺垫

材料）携带线虫和天牛情况要求全面监测，并进行定期巡查

监测。

对辖区内的大面积松林、风景名胜和水库库区等周围地

区，以及主要的货运通道的重点木材检查站等进行常年定点

监测，要求监测率达到 100％，并尽快采用先进的监测技术。

2.2一般防控区要求

对交通干线、风景区、木材制品生产和使用企业（木材

加工厂点、木材市场、建筑工地、仓库、驻军营房、电视机

及配件厂、纺织机械厂、城镇、通讯站、电站、电视塔、光

缆及电缆架设区）等人为活动频繁地区附近的松林，特别是

与疫区毗邻地带、曾有从疫情分布的国家或地区调入松材及

制品（如电缆盘、垫木、设备包装物及铺垫材料）携带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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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媒介昆虫情况进行监测。

3 普查时间及内容

3.1时间

每年 2次普查，一般于 3-6月份进行春季普查，8-10月

份进行秋季普查。

3.2内容

调查本辖区内所有松树是否出现松树枯死、松针变色等

异常情况。如有疫情，应绘制疫情分布示意图、疫情分布详

图。填写附表 1－4。

1、疫情分布示意图: 以有疫情发生的乡（镇、林场）为

单位，在行政区划图上绘制疫情分布示意图，标明疫情发生

区、疫情发生点的位置。以红色“▲”表示疫情发生区位置，

以红色“●”表示疫情发生点位置。

2、疫情分布详图：以有新疫情发生的乡镇为单位，在

森林资源分布图或林相图上绘制疫情分布详图，标明疫情发

生点的松林面积、发病面积、危害程度。图例为：以红色“●”

表示疫情发生点，以红色“——”表示疫情发生点涉及的松林

面积，以黄色“——”表示疫情发生区涉及的松林面积，以蓝

色“——”表示发病小班的范围，以“+、++、+++”分别表示轻、

中、重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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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计标准

4.1发生面积

以小班为单位进行统计（孤立松林以实际面积统计，混

交林按混交比例折合成纯松林面积，并注明发生范围）。

4.2罹病株率（%）

罹病株率＝罹病株数/松树总株数×100

4.3松木及制品带疫率（%）

带疫率＝罹病数/松木及制品总数×100

4.4危害程度

（1）纯林以病株率为指标：

轻微：病株率低于０.1％；

中等：病株率 0.1～1%；

严重：病株率高于 1％。

（2）混交林用发病范围涉及的小班面积、松林比例、

病死树数量几个指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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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查方法

5.1 踏查

根据松林分布状况，设计可观察全部林分的踏查路线。

采取目测或者使用望远镜等方法观测，沿踏查路线调查有无

枯死松树，或者出现针叶褪色、黄化、枯萎以及呈红褐色等

松针变色症状的松树。一旦发现松树枯死、松针变色等异常

情况，应当立即按照本方案中有关要求进行取样鉴定，确认

是否感染松材线虫病。一旦确认感染松材线虫病，应当立即

进行详查。

5.2无人机调查

采取无人机对大面积松林进行监测调查，一旦发现松树

枯死、松针变色等异常情况，根据航拍图像的卫星定位信息，

开展人工地面调查和取样鉴定，确认是否感染松材线虫病。

一旦确认感染松材线虫病，应当立即进行详查。

5.3详查

根据踏查结果，进行详细调查。发现有松树枯死的地方，

应以林业小班为单位做进一步详查，要求查明分布地点、枯

死株数、蓄积、立地环境条件、媒介天牛分布危害情况、在

图上标出小班所在位置，同时采好枯死木样品带回室内检

验，并将结果填入附表１、2、3。对可疑发病林分抽取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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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样品，进行分离鉴定，确定是否发生疫情。发现可疑

情况，首先由森防站做初步鉴定，如为疑似松材线虫病将样

品两日内先后送至朝阳市森防站、省林草防治检疫工作站再

做鉴定。

5.4定点监测

在发生区边缘地带、交通沿线、风景区、城镇周围等易

感林分设置 3～5 个固定监测点，风景生态林和重要经济林

区每村（或林场）设置 1个，其他地区每乡（镇或林场）设

置 1～3个固定监测点，由专人定期调查。

5.5辅助监测方法

5.5.1 打孔流胶诊断监测

①用锤子或打孔器等（直径 10～15mm），在松材线虫发

生区或其边缘选择外观正常、针叶无明显变色的松树主干上

打一可见木质部的孔，位置和方向不限。

②在秋季打孔后 24h观察，在冬季打孔后 48～72h进行

观察。

③观察打孔后松树流出松脂情况，初步辨别健康树和疑

似罹病病树。对疑似罹病病树进行取样镜检。



13

5.5.2 诱捕器监测法

适用于松材线虫病非发生区林分的监测，严禁在疫情非

发生区和发生区的交界区域使用。在媒介昆虫羽化期，每个

固定监测点设置一个诱捕器。放置点设在山顶、林道旁空气

流通处。将诱捕器固定安置于 2株松树间，下端应离地面 1．5

米左右，防止脱落。将诱芯放入诱捕器中，每隔 15 日更换

一次诱芯，每隔 3～5日(羽化后期可 5～7日)检查诱捕媒介

昆虫情况，收集诱捕的媒介昆虫进行分离、镜检，检查是否

携带松材线虫。诱捕器示意图如下：

图 5-1诱捕器示意图

6 抽样方法

6.1抽样对象的选取

（1）对发现的枯死、濒死松树首先排除其它死亡原因

（人畜破坏、森林火灾、冻害、水渍、其它病虫危害）。

（2）查看是否具有松材线虫病症状。

（3）抽取尚未完全枯死或刚枯死不久的优势木（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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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黄绿或黄褐色，尚未完全枯萎，树皮尚未脱落，材质尚未

腐朽）。

（4）抽样时可考虑以下因素：

①7～8月份罹病木陆续表现出感病的外部症状，9～10

月份为发病高峰期（出现典型病死树最多），从出现初期症

状至整株死亡约２周；

②林分中一般是优势木先发病；

③一些松树表现潜伏侵染现象（这种现象在混交林中表

现的尤其明显；

潜伏侵染：指松材线虫潜入一些松树后，由于寄主抗病

能力较强或环境条件不利于病害发生，病害处于停止发展或

停止状态，较长时间不表现外部症状，或仅部分枝条表现感

病外部症状。

④死树的针叶在小枝上下垂倒挂，当年不脱落。受害后

的松树不会发新芽长新枝；

⑤不应将树干部有无媒介昆虫为害作为判定的必要条

件，对不同时期出现的病死树应区别对待。

6.2 抽样数量

以小班为单位，表现症状的松树在 10株以下全部取样；

总数 10 株以上的先抽取 10 株进行取样检测；（如果已鉴定

是，就不需要继续取样）；如没有检测到松材线虫，应当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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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取样检测，直至全部取样检测为止。

7 取样方法

7.1取样部位

（1）在树干下部，即胸高部位（整株枯死的）；树干中

部（上、下部之间）、树干上部（主干与主侧枝交界处）三

个部位（如果胸高部位木质部材质新鲜、有松脂，或没有松

材线虫病发生记录的可疑点）。

（2）树干上部和死亡的树枝上（仅部分枝条表现症状

的）。

（3）在蛹室周围取样（媒介昆虫化蛹期）。

7.2取样方式

（1）已发生地区的可疑罹病株：砍取或钻取木片 200g；

（2）没有发生记录的地区：分别截取 2cm 厚的圆盘，

再劈取 1～2cm 长的细条 200g。（取样时要剥净树皮和去除

外围木质部；从木质部至髓心均匀钻取或劈取）。

（3）对初次发现松材线虫的可疑发生点或从外观上、

病害流行学上判断为松材线虫，但室内分离不到松材线虫的

可疑病树，需要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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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样品标记

记录样品号、采集地点、树种、树龄、取样时间和取样

人等。

7.4样品保存

（1）木片或木条样品：装入塑料袋内，放入 4℃冰箱（扎

紧袋口，在袋上扎几个小孔） 。

（2）木段、圆盘样品：直接裹上几层湿纱布后放入 4℃

冰箱。

注意：若保存时间较长，样品需经常喷水保湿。

8 样品检测

样品分离检测技术按照《松材线虫病检疫技术规程》

（GB/T 23476－2009）的规定进行。

9 健全档案信息管理

加强档案建设，保存好方案、图纸、票据、影像资料等。

规范化建立起年度松材线虫病普查工作档案专卷，由专人负

责收集和管理。确保每个环节可查可检，为普查工作提供档

案保障。

10 附表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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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松材线虫病疫情调查表

附表 2 媒介昆虫标准地调查表

附表 3 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调查汇总表

附表 4 县（市、区）松材线虫病普查情况统计表

11 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今年秋季松材线虫病监测调查工作的开

展，维护我是生态安全，及时控制和除治松材线虫病危害，

北票市林草局成立 2021 年秋季松材线虫病监测调查领导小

组，全面组织和指挥监测调查工作开展。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李瑞鑫 北票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副组长：刘 亭 北票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成 员：刘 岩 北票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

刘秀英 北票市林业和草原局财务股股长

常玉峰 北票市林业和草原局林政股股长

冉亚丽 北票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

阎 石 北票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副站长

蔺剑民 北票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工程师

王一陶 北票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工程师

王 鹏 北票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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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1年 9月 8日

附表-1

松材线虫病疫情调查表

乡（镇、林场）名称： 村名称：

林班号： 小班号： 地点描述：

林班面积（亩）： 主要树种： 林木组成：

每亩株数： 树龄（年）： 胸径（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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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m)： 蓄积量(m3) ：

坡向（阴、阳、平）： 郁闭度（0-1.0）： 植被种类：

调查株数： 感病株数： 感病率（％）：

感病树木投影面积（亩）：

枯死株数： 枯死率（％）： 枯死面积（亩）：

枯死原因初步分析：

采集样本号：

送检结果：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附表-2

天牛标准地调查表

乡镇名称： 村名称：

林班号： 小班号： 地点描述：

林班面积（亩）： 主要树种： 林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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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株数： 树龄（年）： 胸径（cm）：

树高(m)： 蓄积量(m3) ：

坡向（阴、阳、平）： 郁闭度（0-1.0）： 植被种类：

调查株数： 被害株数： 虫株率（％）： 虫口密度：

标准虫株剖析： 幼虫数（条）： 蛹（个）： 成虫（只）：

危害部位：

采集样本号：

送检结果：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危害部位：按天牛危害松木的部位统计，分为上、中、下部。

标准地设置要求：每块标准地面积不少于 0.25hm2，重点乡镇标准地数量 3-5块，

一般乡镇标准地数量 1-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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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调查汇总表

单位： 汇总级别（县、乡、村）： 汇总日期：

调查地点
林分面积

(亩)
调查面积

(亩)

病死树数量（株） 天牛危害情况
取样

株树

取样部位 有无线虫 松材线虫病
感病面积
（亩）

病死株数

（株）

枯死和濒死

松树（株）
天牛种类 发生面积（亩）危害程度 上 中 下

松材

线虫

其它

线虫
无

合计

填表人： 审核人：

注：1、天牛有虫株率 5%以下为轻，5%-10%为中，10%以上为重。

2、“有无线虫”的“其他线虫”项，填写拟松材线虫和其他。

3、“松材线虫病感病面积”项，在调查确认松材线虫病后按小班面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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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县（区）松材线虫病普查情况统计表

单位： 统计日期：

疫情发生乡镇

名称

松林面积

（万亩）

发生面积

（万亩）

病死树数量（株） 发生小班数量

（个）

疫情发生点

病死松树（株） 枯死和濒死松树（株） 村（屯）名称 小地名 小班号

合 计

填表人： 审核人：

注：1、发生面积按小班统计；

2、若为当年新发生，请在县、乡名称后用※注明；

3、死亡松树统计范围疫情发生小班内的病死松树、枯死松树、濒死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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