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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流胶病的病原及防治
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实验站及合作推广服务中心

樱桃流胶病（1）

寄主：核果类，樱桃、桃子、李子、杏子等

描述：粘性的、褐色物质从细枝、分枝或树干上的黑点渗出。粘性物质会顺着树

皮流下来，有时也会淤积。流胶病通常

与其他伤害有关，如冬季损害、冰雹、

机械伤害、昆虫或疾病损害，都可造成

流胶。由于过量的氮而被迫快速生长的

树木，也可能会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发

展成流胶病。桃子果实也可以表现出流

胶病，最常见的是与昆虫伤害有关。

树胶病是描述树液大量渗出的总

称。核果树对损伤很敏感，春天会分泌

一种胶质状的树胶。胶水的产生是由于

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蛀虫、疾病或伤

害。它也可以是对不良生长条件的一种

反应，比如压实的土壤。如果渗出的胶

液是透明的，那么问题就是非生物的。

如果胶泥呈乳白色或深色，可能是由昆

虫或疾病引起的。

推荐防治

尽可能修剪掉有渗出液的部位。如果渗出胶是透明的，就不需要特别的关注。

如果软泥是深色的，就应该诊断并治疗。

• 通过控制疾病和害虫来预防伤害。

• 通过在干燥的天气里浇水和适度施肥，来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

• 通过刷白或包裹树干，防止机械损伤和减少冬季受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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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流胶病（2）

病因：

(1)机械伤害、(2)冬季冻伤、(3)化学伤害、(4)虫害、(5)真菌疾病或(6)

生长条件不当，都可引发流胶病。流胶通常发生在褐腐病，或针孔病(桃树，杏

树)，树枝感染之后。葡萄座腔菌属

（Botryospheria spp）和木材腐烂真菌也

会导致流胶病(以及其他症状)，产量下降

12%至 22%。由紫丁香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syringae）引起的细菌性

溃疡病，也会对甜樱桃和其他一些核果树

产生严重的流胶现象。然而，流胶也可能

是自发的，尤其是那些由于浇水或施氮过

多，或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而被迫生长的

树木。甜樱桃树在潮湿或其他不利的地方

特别容易患流胶病。乙烯利处理甜樱桃树，

进行疏果或刺激开花，可以发展成明确的

流胶病。

症状

树胶可从芽、细枝、树枝或树干中渗

出。胶池或大量的树沉积胶集中于树杈、

较大的树枝或树干的树皮下，树胶最终会

穿透表皮，顺着树皮流下来。

栽培控制

• 控制昆虫和真菌疾病。

• 在大型溃疡病中，切除所有的坏死组织，直到一个良好的表面暴露出来。

• 用可靠的消毒剂治疗伤口。

• 遵循能够产生坚固、结实、适度生长的栽培实践，而不是强迫软木生长。

• 尽可能防止树干损伤。

• 粉刷或包裹树干可以防止冬天的伤害。

注意其中三个节点周围琥珀色的粘

稠团。中心的斑点来自树皮下的一

个凹陷的腐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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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这根树枝渗出的透明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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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樱桃流胶病（3）

概述

流胶病是一种非特异性的防御性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树脂性粘胶渗出，并沉

积在树皮上。流胶非常粘稠，主要由多糖组成(Boothby 1983)。这种反应在植物

中广泛存在，在蔷薇科(如李属)中也很普遍。流胶病发生在细胞水平，似乎是由

激素调节的。事实上，乙烯和茉莉酸都会影响李树的流胶病(Saniewski 等人，

2006 年)。这一群组包含许多重要的果树，如桃子、樱桃、杏子和李子。然而，

黑樱桃(Prunus serotina)是该属唯一用于商业木材的成员，是其中最具市场价

值的硬木品种。优质的家具和镶板都需要木材。

不幸的是，虫害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广泛的流胶病使许多黑樱桃树无法达到贴

面质量，并使它们的价值降低了 90% (Cassens 2004)。即使是工厂级的 1级和 2

级原木，当大面积树胶斑明显时，也可以降低一级(Rast 等人，1973 年)。

黑樱桃的商业种植遍及其整个植物学范围。然而，该行业的很大一部分集中

在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阿勒格尼高原上，而流胶病的严重程

度因地区和位置而异。昆虫的攻击，无论是直接取食或偶然的损害，如产卵，往

往导致伤口部位流胶。真菌感染是黑樱桃流胶病的另一个原因，但细菌和病毒的

引发，已在其他李属的物种发现。非生物因素，如水分胁迫、场地条件和物理损

伤也会导致流胶病。本文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在黑樱桃上流胶病一些更常见的原

因， 思考了减少其发生和频率的方法。

昆虫引起黑樱桃流胶病

昆虫是黑樱桃树胶病最有根据的原因之一，由于难以控制它们的数量，它们

的破坏性只会加剧。事实上，这些昆虫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树皮下，在树皮下它

们的身体受到保护，不受杀虫剂的伤害。

 桃皮甲虫（peach bark beetle）

皮甲虫，桃皮甲虫，广泛分布在美国东部，发生在整个黑樱桃的本地范围。

这种甲虫优先攻击逆境协迫大或衰弱的黑樱桃树，但在高种群密度下，它也能在

健康的树木上定居。果园里的树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成虫为浅棕色至近黑色，大

小在 1.5-2.2 毫米之间，稀疏地覆盖着长而细的毛(图 1)。成虫在早春出现，雌

性通过钻穿外层树皮进入韧皮部来殖民寄主。这些最初的攻击会在树皮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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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洞，并在树底周围积累红色的灰尘。雄性很快跟随其后，在成虫建造的长廊里

进行交配。在交配后，雌性会在木纹的水平方向上建造一个产卵廊，并沿着它的

长度产卵 80 到 100 个蛋。这些坑道通常有 2到 7厘米长。卵孵化后，幼虫开始

以木质部和韧皮部为食，木质部和韧皮部平行于木纹，与卵槽成直角。

树木对这些攻击并不是毫无

抵抗力的，它们会分泌大量的树胶

来“赶走”先驱甲虫(图 2)。树胶

的产生是由于成虫的入侵，而不是

幼虫的捕食，大多数树胶点都是甲

虫攻击失败的结果。Rexrode(1981)

讨论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

被桃皮甲虫侵染的木材被放置在

一个黑樱桃种植园附近。从受感染

的材料中生长出来的甲虫试图在附近的健康树木上定居，而这些受攻击的黑樱桃

树的树胶含量如此丰富，以至于流到了地面。据估计，在 6.5 平方厘米的树皮中，

三到四次的攻击就足以在木材中形成一圈树胶斑。在较小的程度上，其他树皮甲

虫，如桦树皮甲虫(Dryocoetes betulae)和针孔虫(Scolytus rugulosus)也会导

致黑樱桃的流胶病。

 桃树蛀虫

小桃树蛀虫(Synanthedon pictipes)和大桃树蛀虫(S. exitiosa)的幼虫也

会造成黑樱桃的流胶病。这些透翅蛾表面上很像黄蜂，身体呈蓝黑色。雌性 S.

pictipes 在树干和树枝上部已有的伤口(如物理损伤或溃烂处)产卵(图 3)，而雌

S. exitiosa 则产卵在树干附近(图 4) 地面。幼虫钻入树木后，以韧皮部为食，

导致伤口处积聚大量灰尘状碎屑和树胶。幼虫可以长到 25 毫米长。发育中的幼

虫春季在树上越冬化蛹，5-6 月成虫出现。成虫孵化后不久就会进行交配，雌虫

能产下多达 400 枚卵。

小蛀虫和大蛀虫可通过栽培和化学方法加以防治。例如，在虫害轻微的小型

植物中，可以用机械方法杀死幼虫。在春天，大约在花蕾裂开的时候，人们可以

成年桃皮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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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刀或铁丝插入它们挖出的洞里，来粉碎它们。这也可以在深秋完成，有效地杀

死越冬前的幼虫。另一种有希望的生物

控制方法是使用信号化学物质来破坏

交配。桃树蛀虫性信息素的商业诱饵可

以用来迷惑雄蛾，使它们无法找到配偶。

由于这种混乱的结果，交配被阻止，雌

性只能躺在没有受精的卵上。这一策略

已被证明在种植超过 2公顷的作物时是

相当有效的。杀虫剂在预防螟虫危害方

面可能效果较差，必须在新虫卵孵化之

前施用。

 形成层矿蝇

另一种引起黑樱桃流胶病的昆虫是形成层矿蝇（Phytobia pruni ），

(Rexrode and Baumgras 1980)。从 5月到 6月，雌性在树冠的小树枝的皮孔中

产卵。卵孵化后，幼虫向下钻过形成层，直到到达地面，在那里它们离开树并在

地面化蛹。矿蝇通过形成层会导致沿攻击路径的流胶病，顺便为真菌病原体创造

了一条感染途径(Hepting 1971)。

此外，蝉有时也会引起黑樱桃的

流胶病。Karban(1983)报道，宾夕法

尼亚州的黑樱桃树对蝉的周期性产卵

反应是在伤口上涂胶，降低了卵的孵

化成功率(图 5)。这些攻击主要发生在

树枝上，并不影响木材质量，但可能

会削弱树木，增加它们对其他昆虫或

病原体攻击的易感性。

管理引起流胶病的昆虫

 栽培防治

预防是最有效的手段，以管理黑樱桃蛀木害虫，包括桃树皮甲。P. liminaris

和其他木蛀虫的种群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栽培措施来管理的。具体建议如下：

由桃皮甲虫引起的胶斑。

由小桃树蛀虫引起的粘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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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对树根和树干的伤害，保护树木免受阳光和其他非生物因素的伤害。

• 在干旱和干燥的夏季灌溉。灌溉树木周围(外层树冠的区域)，避免频繁的浅

水浇灌树干周围。

• 瘦削的支架可以增加活力和抵抗攻击的能力。

• 在木蛀虫出现并占领附近的树木之前，迅速清除和摧毁腐烂的、垂死的或已

死的树木或树枝。

• 清除新砍伐的木材，因为这些木材为一些蛀木虫提供了丰富的繁殖来源。

• 修剪的时机也很重要，在成年昆虫飞行的时候不要造成新的修剪伤口。

 化学控制

正确的监测对于正确的农药施用时间至关重要。几乎没有杀虫剂能杀死在树

皮下挖洞的幼虫。化学疗法通常应用于健康的树木，并针对已经殖民的昆虫，因

为它们咀嚼树皮产卵。内吸性杀虫剂

很少能有效地拯救严重受感染的树

木。当危害明显的时候，昆虫通常已

经完成了它们的发育和分散。土地所

有者被鼓励咨询他们当地的自然资

源部门或大学推广人员，以确认可疑

害虫的身份，和当前的管理策略和化

学控制措施。

真菌感染对流胶病的影响

黑樱桃流胶病的一种常见的真菌病原体是，由墨氏针孢菌（Apiosporina

morbosa ）引起的黑结(Hepting 1971)。黑色结通常在小枝、树枝和果枝发现。

感染开始时，年轻组织呈浅棕色肿胀，随后破裂并变黑(图 6)。随着时间推移，

生长扩大并最终包围受影响的树枝。第二年，除边缘外真菌死亡，黑结常被次生

真菌侵袭，颜色可改变为白色或粉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疾病可能会蔓延，

严重损害树木的活力，并增加昆虫攻击的可能性。另一种引起溃疡病的真菌，核

果壳囊孢菌(Cytospora leucostoma)，也在黑樱桃上常见。受感染树木的新芽

和叶子通常黄色或枯萎，树皮上可能会出现凹陷的病变。随着这些军团的扩大，

流胶会从伤口和周围的树皮中渗出。已知至少有九种真菌会导致黑樱桃的树干和

周期性蝉引起的产卵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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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部腐烂。真菌性流胶病在其他李属植物如桃树中已得到更彻底的研究。例如，

真菌 Botryosphaeria dothidea 对美国的桃树种植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Beckman et al. 2003)，受感染的树可以产生大量的树胶。细菌或病毒还不知

道会不会导致黑樱桃的流胶病，尽管其

他李树(如桃)可能会受到影响。

真菌感染的管理。

在控制树木真菌感染方面，非化学

方法比杀菌剂更有效，而化学处理对影

响黑樱桃的最常见真菌病原体(如黑结)

是相当无效的。受影响的部分树木应在

冬末或早春修剪和销毁。建议在多瘤组

织下方约 15-20 厘米处进行切口。此外，

严重感染的树木应该被清除。

促成流胶病的非生物因素

非生物因素也可能引起流胶病。生长在暴露区域(如山脊或山顶)的树木更容

易受到风、雪和冰的伤害，通常比那些被遮挡的树木有更多的流胶。流胶病在潮

湿年份比干燥年份更为严重，这表明丰富的水可能是大量流胶形成的必要条件

(Boothby 1983)。流胶也普遍存在于那些因浇水或施氮过多而被迫生长的树木中。

修剪和割伤也会引起黑樱桃的流胶病。

这些类型的伤害在种植环境中相当常见，并作为昆虫和真菌病原体的定植地

点。

结论

胶斑显著降低了黑樱桃木的木材和单板的质量。尽管流胶可由昆虫、真菌感

染和非生物因素产生的伤口导致，但桃皮甲虫失败的攻击似乎是黑樱桃锯材上出

现流胶斑点的主要原因。Rexrode 和 Smith(1990)研究了帕森斯附近 95 棵黑樱桃

树的流胶斑，西弗吉尼亚州, 发现 90%的树胶斑是由桃皮甲虫引起的，50%以上

的树胶斑发生在树干的最低 5 m 处。此外，由甲虫引起的树胶斑点随着树的高度

而减少。相反，由形成层潜蝇造成的树胶斑，只有不到 5%发生在树木的原木质

量区。小桃树蛀虫和大桃树蛀虫造成的破坏发生在 42%的采样树上，但只占总记

由黑结真菌引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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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 2%不到。最后，与机械创伤有关的流胶斑占总数的 2%。这些发现对商业种

植黑樱桃的收获有一定的意义。树皮甲虫经常出没于被砍倒的树顶。它们可能在

这些材料中完成一代，然后试图殖民剩下的作物树。这些攻击会在木材中造成树

胶斑，在大量采伐的地区，残余树木经常受到影响。因此，黑樱桃的质量可以通

过减少甲虫繁殖栖息地，从而减少其数量的栽培措施得到显著改善。

壳囊孢霉菌或多年生溃疡病（4）

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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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杏，阔叶树，樱桃，桃

描述：

溃疡病或多年生溃疡病是犹他州果树和遮荫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这种溃疡

病是由一种叫做壳囊孢霉菌（Cytospora）真菌引起的。有几种壳囊孢霉菌可以

攻击许多不同的宿主，但它们的症状和控制基本上是相同的。核果比仁果更容易

遭受多年生溃疡病。

生物学

壳囊孢霉菌被认为是一种虚弱的寄生物，只入侵虚弱或协迫的树木。它通过

机械造成的树皮损伤、晒伤、霜冻、修剪伤口、折断的树枝、机械震动和昆虫伤

害进入。溃疡病在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里缓慢扩张，最终可能会缠绕树枝，导致

树枝死亡。分生孢子器是否

存在，可以通过用刀在明显

凸起的地方切树皮证实。在

花楸、樱桃和桦树，分生孢

子器是相当常见和明显的。

孢子被雨或风带到易感的地

方，并引起新的感染。壳囊

孢霉菌感染的最佳条件发生

在春季，白天温度为 15 至 26

摄氏度。在温暖的天气里，

真菌继续生长并产生孢子。

症状

树干或树枝上凹陷的溃烂，颜色从棕色到灰色不等。

小丘疹状突起，嵌有黑色的真菌结构(分生孢子器)。

从梨蚜中挤出的棕色到橙色的孢子团块。

管理措施

预防感染是控制胞孢子菌的最好方法。目前还没有一种杀菌剂能有效地控制

这种病菌在树上的生长。没有一种单一的控制方法可用于预防这种疾病;因此，

有必要使用以下几种方法来保持植物的健康。

壳囊孢霉菌引起的分生孢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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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树体活力。在干旱的夏季，树木应该充分浇水，以防止干旱压力。在春

天施肥以保持树木旺盛。避免在夏末施用氮肥，因为它在秋季促进生长，而

在冬季之前不会变硬。患有铁褪绿病的树木特别容易受到病原菌感染。桦树

的根很浅，在朝南或朝西的山坡上，由于土壤温度高和干旱，桦树的根会受

到损坏或死亡。经常灌溉，保持土壤凉爽湿润。

 剪去和毁坏枯死或患病的细枝和树枝。不要留下残桩或窄裤裆。定期修剪，

这样就不需要大量修剪了。修剪伤口容易感染，所以在早春修剪，而不是在

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用 1%福兰或 3-10%环烷酸铜油漆处理修剪口直径大于 1

英寸的剪枝。柏油修剪漆无效。果园修

剪后立即喷洒苯甲酰可减少新的感染。

苯甲酰已不再注册用于观赏树木。

 在薄树皮的树干上涂上白色乳胶漆，防

止晒伤。新栽树木的树干应用粗麻布或

白色的布包装，以防止晒伤。这些技术

也将减少冬季在树干上损害发生。

 控制蛀虫和其他破坏木材的昆虫。

 避免割草机、草坪修剪机、梯子、振动

筛或其他设备对树木造成机械伤害。

 木桩是该病害的重要接种源。为了防止

感染附近的树木，毁坏任何看起来有分

生孢子的木材。
壳囊孢霉菌引起的分生孢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