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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有害生物对于森林资源的影响并不亚于森林火灾,一直被业内称之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不仅会给自然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还会给整体生态系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并且林业有害生物并不单
单是指在森林内部所出现的病虫害问题,同时也将影响森林生态环境的植物和动物,将其纳入到具体的
防治范围中,虽然可以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有害生物的防治难度。相关部门
应当重视分析林业有害生物出现的主要原因,结合当地林业发展情况选择合理的手段进行有害生物控
制,以此来推进林业绿化进程。
[关键词] 林业绿化；有害生物；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Q948.1 文献标识码：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Harmful Pests in Forestry Greening
AijunWang
Beijing Yanqing District Garden Landscaping Bureau
[Abstract] Harmful pests have no less impact on forest resources than forest fires, which have been called
non-smoking forest fires in the industry, it will not only bring certain impac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ut
also adverse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ecosystem. And harmful pests not only refer to the diseases
and pests in the forest, but also affect the the plants and animals of the forest ecological, incorporating it into the
specific scop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lthough it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t
also increases the control difficulty of pests to a certain extent.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harmful pests, and select reasonable means to control pest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forestry development situ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forestry g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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