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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放置方式的诱饵对红火蚁的诱集作用比较
黄俊，陆永跃，曾

玲，吴碧珠，高亿波，许益畴

(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以诱饵诱靠时间、工蚁诱集盘、工蚁逃逸率 3 个指标评价了竹签十火腿肠片、标本缸+火腿回片 2 种诱饵诱
靠技术的监测效果-结果表明:竹签+火阻肠片的方式在 25 min 内工虹诱集散达到最大，而标本瓶+火腿肠片的
方式仅需要 15 min ，工蚁诱集散在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趋于稳定 ;2 种语集方式在 30 min 内工蚁椅集散差异不显
著，工蚁逃逸率差异显著 J、诱饵诱集率、工蚁诱集散 2 个方面综、合考虑高、低密度诱饵盘下的 5 种投放方式，得出.
Hzt' 字形是诱饵的最适合投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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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ion Effect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etting
Forms of Bait for Solenopsis invicta
HUANG Jun , LU Yong-yue , ZENG Li ng , WU Bi-qiu , GAO Yi-bo , XU Yi-juan
(Red Imported Fire Ant Research Centre , South Chìna Agric_ Univ_ , Guangzhou 510642 , China)
Abstract : Two baiting forms were compared at the time consumption , number of workers captured , rate of
workers escaped _ The result indjcated that the number of workers captured in the "prod

+ sausage" bai-

ting fonn was reached the maximum in 25 min , while the number of workers captured was reached the
maximum in "specimen bottle

+ sausage" baiting form in 15 min_ The number of workers captured in

two baiting fonns in 30 min was not signjficant , but significant in the rate of workers escaped in two baiting fonns_ Five bait setting fonns compared integratedly with the captured rate of baits and number of
workers captured w巳re in high to low-density baits , and the best baiting fonn was obtained in the

"z"

font fon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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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蚁 Solenopsis in山ta Buren 是一种极为危险

准确的方法[叫，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较深入 [6-8]

的人僵生物 [1) ， 2004 年底已被发现人佳我国南方井

国内在红火蚁的诱饵诱集技术方面也开展了尝试性

在局部造成地区危害 L叫，随着红火蚁防控工作的开

的研究 [9-10)

展，制定一套科学规菌的调查监制技术可为红火虹

方式及诱饵数等研究，国内外还鲜见报道.丰试验以

的发生范围界定、发生程度和防治效果的评价提供

诱饵诱集时间、工蚁实诱数及边逸幸 3 个指标来比

可靠*-据.调查监测技术主要有问卷调查桂、目视

较这 2 种诱饵诱集方式的差异，并进一步设计了诱

桂、诱饵诱集法 3 种，其中诱饵诱集技术是一种较为

饵诱集的 5 种不同投放方式，探讨了一定面积的红

然而，一定监四面积内诱饵的最适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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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蚁去生区投放的语集瓶数量以及监测敦丰最高的

15 min ，为 26 1. 5 头，说明标本盹+火腿肠片的工蚁

投放方式等问题，为红火蚁发生区域、发生密度的确

召集速度要比竹签+火腿肠片快.当诱集时间为 5

定提供可靠依据.

mm 时， 2 种方式语集数量元显著差异说明了标本瓶

1

+火腿届片的方式不存在因诱饵香味发散问题而影

材料与方法

响工蚁对诱饵的发现速度;标本瓶+火腿肠片的方

试验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大工业区的绿化带，
该区域的红火蚁为多蚁后型.活动蚁巢密度为
4. 1 x 10- 个 1m • 试验过程中地面温度为 27.42

式 85 min 的诱集出现工蚁数急剧下降的趋势，这可
能是由于标本瓶内温度升高而引起.

2

34. 1 "C，主气温度为 59% -789毛.

表1

2 种诱饵诱集方式在不同时间内的工蚁诱集散 1)

Number of captured workers in dilTerent times of

Tab. 1

材料

1. 1

two bait attractivc forms

火腿肠，由广东y:1.汇温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t茸集数 number of captured worker芭/头
t ，毒草且LLntl.::IJn.!!l

30 mL透明塑料标本瓶;市售烧烤签.

/min

方法

1. 2
1.2. 1

诱某方式

采用 2 种语明诱集方法: (1)竹

竹签十火腿肠片

标本瓶+火腿肠片

prod + s且 usage

specimen bottle + sausage
22.4 :t 17.12b

5

4 1. 4 :t 47.64b

签+火脏届片，将 5 mm 厚度的火腿肠片穿于竹签

15

13 1. 1 :t 53.01a

26 1. 5

上，再将竹签插于地面，使火腿肠片紧贴地面; (2) 标

25

169.9 土 69.80

259.4 :t 119.64 a

本眼+火腿肠片，将 5 mm 厚度的火腿肠片放人

35

157.9 :t 44. 77 a

252.6 :t 80. 96 a

30 mL 的标本瓶中(靠近瓶口位置) ，再将标本瓶横放

45

15 1- 1 :t 63.48 a

257.3 :t 37. 30 a

于地面，服口贴近地面，

55

140.9 土 36.47

a

253.1 土 80.22

85

114.3 士 34.55

a

96.1 士 33.66

对试验地内红火蚁语集 5 、 15 、 25 、 35 、 45 、 55 和
85 min ， 6 次重复，诱饵回收后用肥皂水浸泡致死后

a

士 105.64

a

a
ab

1 )表中同列数字后小写字母相同者示经方差分析在 5% 水

清点工蚁数，比较 2 种诱饵诱集方式在不同时间内

平上差异不显著 (DMRT 法)

的话集敖果.

2.2

2 种谓饵谓集方式的工且总勤与选i皇军

诱饵在 30 min 后收回，整个操作过程在大口敞

由表 2 可以看出， 2 种诱饵诱集方式在 30 min 内

盆里进行，清点遗漏在盆里的工蚁数(即工蚁逃逸

所谓集的工蚁数分别为 175.9 和 220.6 头，差异不显

数) ，以及标本瓶中的工蚁散( øp 工蚁语集数) , 3 (J.:.

著;竹签+火腿肠片方式的工蚁逃逸数平均为 41

重复.工蚁总数是诱集散与逃逸敦的总和.

头，明显比标本瓶+火腿肠片方式逃逸的多，差异显

工蚁逃逸丰=工蚁逃逸数/工蚁总数 x 100%.

1. 2. 2

诱饵投放方式

设计了对角线、平行线、 "Z"

字型、~， vn 字型和 "W" 宇型共 5 种诱饵投放方式， 3

次重复.诱饵投放数量分为高、低峦度 2 种，高密度

为 0.25 个/m ，{Eli;密度为 0.09 个1m • 将结化带划分

2

2

2

为数个小区，每小区面积为 100 m ，小区边界用红旗

著，同时逃逸丰也差异显著.结合表 l 、 2 的结果， 2

种诱饵语集方式的工蚁逃逸敖虽然差异显著，但对
评价红火蚁发生程度上不产生影响.
表2

30 rnin 内 2 种诱饵 i罪集方式的工蚁实诱总数与逃蛊率l)

Tab. 2

Capturcd numbcr and cscaped rate of workcrs in
30 rnin of two bait a 1tractive forms

进行标示，将装有火腿肠薄片的 30 mL 塑料瓶置于

诱集方式

工蚁总数

边遣散

逃直率

cscaped number

escaped

of wo此ersl*

。，f workers!头

ratel%

175.9 :!:40.37 a

41. 0 :1: 4.12a

19.9:!:3.29 a

绿化带上，放置 0.5 h 取田，回收后直接清点标本瓶

bait attractive

内的工蚁数，计算诱集率:诱集丰=请到红火蚁的诱

forms

E

220.6 :1: 68.80 a

饵数/投放的总诱饵数 x 100%.

2
2.1

结果与分析
诱饵谓靠方式在不同时间内的工蚁萌集散

由表 l 可以看出，在 15 - 55 mi日时间段内， 2 种

captured

nurr也er

6.6 :1: 0.64b

3.20 :1:1. 01 b

1) 1 :什签+火腿肠片 prod + sausage , 11 :标本瓶+火腿肠
片 specimen botÙe + sausage ;同列数字后小写字母相同者示在

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DMRT 法)

诱饵诱集方式之间的工蚁诱集散均无显著差异.竹

2.3

不同诱饵投放方式对红火蚁 i秀靠的影响

签+火腿肠片的方法在 25 min 的工蚁诱集数达到最

2.3.1

大，为 169.9 头，而标本瓶+火腿肠片的方法只需要

可以看出，高密度诱饵数下， 5 种投放方式诱饵贵集

高密度诱饵数下 5 种技社方式的比较

由 3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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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不同放置方式的话饵对红火蚁的话辈作用比较
n

25

率都较高， UZ" 字形 >"W" 、 "v 字形〉平行结〉对

腿肠片的方式在 15 mÍn 时工虹诱集散达到最大，平

角钱方式，其中 "Z" 宇形方式达到了 100% ;工蚁诱

均为 261.5 头 ;2 种诱集方式在 30 min 内诱集的工

集数量方面， '~zn 字形> "W 字形 > "V" 字形〉平行

蚁数差异不显著，而两者的逃逸丰差异显著，分别为

统〉对角钱方式， "zn 字形、 "W 字形、 i4 V~' 字形方式

4 1. 0 和 6.6 头.标本瓶+火腿肠片方式的回收操作

U

tt

与平行镜、对角线方式差异显著;无论是在诱饵语集
丰还是工蚁诱集数方面，平行线、对角线方式都不理
想， I"'Z" 字形在 5 种投放方式中效果最佳，
表3

Tab. 3

Comparìson of five bait setting forms on highdensity baits

投放方式

诱饵诱集率

工蚁语集散

bait setling

captured rate

number of

fonns

of bai t/%

workersl头

93.33 :t 6. 91 a
平行线 paralJel
94. 67 :1: 6. 91 a
"Zu 字形.. Z" font fonn
100.00 :t 0 ∞ a
UV" 字市 'Y" font fonn
96.00 :1: 4. 53a
"W" 字形 "W" fontfonn 96.00 :l: 7.84a

性，在工蚁召集、工蚁递脑通度上都比竹签+火腿肠
片的方式快.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规范 2 种诱

高密度诱饵数下 5 种投放方式的比较 LJ

对角钱 diagonal

简易，J11逸的工蚁数较少，阵低了人员被町咬的可能

饵诱集方式的监剧时间，以达到最佳的监视1 效果.从

诱饵诱集率和工蚁诱集散两方面结合考虑高 3ß，;;密
度诱饵数下的 5 种投放方式，得出{，('Z" 字形是诱饵的
最适投放方式.

96.8 :1: 18.78 口
105. 6 土 9.50bc
14 1. 3 :t 7. 36a
119.6 :1: 2. 67abc
140.6 :t 7.89ab

1 )求中间列数字后小写字母相同者示经方差分析在 5%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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