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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的空中喷雾器旨在保护树木免受入侵物种的侵害 

 

2022 年 3 月 30 日 

 

Mississauga 市今年春天正在进行空中喷洒。喷雾将针对受影响城市地区的 Lymantria dispar dispar (LDD)，

以前被称为 “gypsy moth”。喷洒的时间取决于天气条件、LDD 毛毛虫的出现和树上叶子的发育。 

主要喷雾的日期和时间 

喷雾目前将发生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和 6 月 12 日之间，将在早上 5 点到 7：30 之间进行。喷雾区域包括

私人和公共土地的区 1、2、3、5、6、7、8、9、10 和 11，总喷洒面积约 2100 公顷（5189 英亩）。今

年实施喷雾剂的成本估计为 300 万美元。 

 

公共信息会议 

一个虚拟的公众会议定于 4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6 点举行，以解决居民的问题或担忧。请在

mississauga.ca/2022spray 在线报名参加。 

LDD 毛毛虫是一种入侵物种，有独特的红蓝点，上面覆盖着细小的细毛。它们已存在了数十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数量显著增长，导致 Mississauga 和整个 Ontario 省的数量数量打破了纪录。虽

然我们的树木在面对冰暴、破坏性风、疾病和其他入侵物种入侵等极端天气事件时表现出了它们

的韧性——在我们开始看到对它们健康和生存的影响之前，它们所能处理的事情就这么多了，”公

园、森林与环境部的 Acting Director Stefan Szczepanski 说。“这是该市第四次进行空中喷洒，最近

一次是在 2018 年。和往年一样，我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计划来处理预计会有严重叶片流失的地区。

空中喷雾计划将帮助我们保护成千上万的硬木树，如枫树、橡树、榆树、灰树、杨树、柳树和桦

树。” 

 

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市已经能够通过其他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措施来控制长毛毛虫的数量，

如树木包扎、树木注射、地面喷洒和刮虫。然而，在该市的某些地区，这些方法并不能单独解决当前疫情

爆发的规模。 

 

随着 LDD 毛毛虫的生长，它们以落叶的树叶为食，使树木越来越弱，更容易受到病疾和极端天气的影响。

如果不加以治疗，LDD 可能会蔓延到整个 Mississauga 的其他地区，并威胁到更多的原生森林、林地和

公园。 

 

Szczepanski 补充说：“树冠覆盖面是 Mississauga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清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释放

氧气，为社区和环境提供了无数的好处。”保存、保护和种植树冠仍然是市政府的一个重点任务。” 

  

居民需要知道什么 

空中喷雾剂将使用一种生物杀虫剂，Foray 48B，含有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bspecies kurstaki (Btk) 活

性组分。喷雾会产生小到足以粘在树的叶子上的细水滴。Btk 是一种在土壤中发现的自然产生的细菌，已

被 Health Canada 机构 the 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 批准，用于城市地区的空中使用。Btk 是

一种有效的农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了 30 多年，成功控制 LDD 数量。 

 

http://mississauga.ca/2022spray


 

 
 

News Release 
 

 

mississauga.ca facebook.com/citymississauga twitter.com/citymississauga   

 
 

根据 Health Canada，Btk 治疗被认为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低风险治疗。Btk 只在 LDD 生命周期的毛虫

阶段有毒，不影响成蛾或蝴蝶。 

卫生副医疗官 Dr. Nicholas Brandon 说：“与 City of Mississauga 之前实施的空中喷雾计划一样，Peel 

Public Health 致力于通过解决居民提出的任何健康担心或问题来支持空中喷雾计划。”“在城市的空中喷

雾中使用 48B 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影响。虽然不需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但在喷雾持续 30 分钟过程中

液滴沉降时，居民应呆在室内，关闭供暖/空调风扇。喷洒后，居民应清洗泳池盖、烧烤、游戏设备、草坪

家具和手。” 

 

市政府一直在与区域合作伙伴（Peel Public Health 和 Peel Regional Police）和省级机构（交通部、自然

资源和林业部、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合作，最终确定喷洒细节。 

喷雾操作 

喷雾将在几天内进行，并完成两次喷雾应用。两架直升机将在树梢上方 15 到 30 米的地方完成喷洒。喷洒

取决于天气，只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提前 48 小时选择特定的喷雾日期，如果天气条件变化，

可以取消。市府将在每次治疗前 48 小时向公众发布通讯信息，并通过 311 和 mississauga.ca/2022spray

在线提供最新信息。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喷雾可以提前 12 小时取消。 

该市选择了空中喷雾处理，作为控制 LDD 数量有效的方法。当均匀应用在受影响的树木顶部时，空中处

理是有效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基于之前的喷雾剂的成功，”空中喷雾剂项目负责人 Paul Tripodo 说。“这

种喷雾将在城市 LDD 数量密集的地区进行，包括公园、森林和林地。喷雾剂还将覆盖私人地产，包括目

标区的居社区。” 

 

在何处获取更新和信息 

• 在 4 月 20 日注册参加一个虚拟信息会议，以了解更多关于空中喷雾的信息。市政府工作人员将回

答居民的问题和疑虑。 

• 访问 mississauga.ca/2022spray 

• 订阅 Invasive Species & Tree Pest Management（入侵物种与树害虫控制）新闻警报电邮以接

收最新消息 

• 致电 311 (或在城市范围外拨打 905-615-4311) 

• 如需了解与喷雾剂有关的健康信息，请致电 Peel Public Health ，电话是 905-799-7700 

•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 @citymississauga and @saugaparksrec 

 

法规 

2 月 16 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规 (BL0029-2022)，宣布在 Mississauga 发现 Lymantria dispar dispar 

(LDD) 虫害。该法规授权 Parks, Forestry & Environment（公园、林业和环境部）实施 Btk 空中喷雾

计划，在社区服务专员确定的处理区域内控制 LDD。 

如何防止您地产上的 LDD 毛毛虫 

居民可以通过其他措施保护自己的树木，比如在 4 月底前清除卵块。卵块可以在树上、窗台上、大草坪下、

庭院家具上、栅栏上或邮箱下找到。观看关于如何去除 LDD 卵块的视频。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consumer-product-safety/reports-publications/pesticides-pest-management/fact-sheets-other-resources/bacillus-thuringiensis-subspecies-kurstaki.html
http://mississauga.ca/2022spray
http://mississauga.ca/2022spray
http://mississauga.ca/2022spr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zLL3SQmv2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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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空中喷雾计划是市政府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入侵物种管理及哈和实施策略） 的一部分，旨在应对入侵物种的威胁。该计划和战略提供了一种分阶段

的、全市范围的方法来管理入侵物种，如 LDD、绿灰螟、蒜芥、野生防风草、狗勒死藤蔓和巨型猪草。 

 

在此处了解更多关于空中喷雾的信息： mississauga.ca/2022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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