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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腹小蜂对荔枝蟠象自然种群的控制作用
洗继东，梁广文，陈驹坚，黄小鸪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应用作用因子生命表方法和种群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υIIPC
引) ，评价了在有机荔枝园区中荔枝蜡象卵寄生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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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腹小蜂的寄生率分别为 8
臼
2.579毛和 9. 23% ，荔枝蟠象种群趋势指数分别为 0.97 和 1 1. 55 ，处理区的干扰作用
控制指数为 0.084 ，即平腹小蜂对荔枝蜡象的控制效果达 9 1. 6% .可见，在有机荔枝园中，单独释放平腹小蜂完全
可达到控制荔枝蟠象种群数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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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icacy of Anastatus japonicus on the Natural
Population of Tessαratoma papillosa
XIAN Ji-dong , UANG Guang-wen , CHEN Ju-jian , HUANG

Xiao 斗lU

(Lab ofI nsect Ecology ,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42 ,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observation in the

laboratorγand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 the field , the life

table and interference index of population control (IIPC)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Anωtαtωjα:ponicus

rate of A.

jα:ponicus

on the natural population of

Tessαratomαpαpillos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arasite

in treatment and CK were 82.57% and 9. 23% , respectively. The index of popula-

o. 97 and 11. 55 , respectively. It was showed that
was o. 084 in treatmen t. i. e. 由e parasite of A. japoni-

tion development trend (I) of T. pαpillosa Dn町 were
the interference index of population control( IIPC)

cus could reduce the population of next generation of T. pαpillosαby 9 1. 6%. In the organic litchi orchard ,

controlling the population of T.

pαpillosαeffectively

by releasing A.

jαponicus

separately was sugges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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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蜡象 TessαratomαpαpillosαDn町是荔枝、龙

小蜂科 Evpel口lÎdae ，是荔枝蜡象卵期的重要天敌，荔

眼上常见的重要害虫，该虫以成虫和若虫吸食荔枝、

枝蜡象卵发育到任何时期平腹小蜂均能寄生，且该

龙眼的幼果果柄、花穗，导致落花、落果，受害的龙

蜂的寿命和产卵期较长，在野外对不良环境的抵抗

眼、荔枝枝条发育缓慢，花果容易脱落，常年减产

力较强，利用平腹小蜂控制荔枝蜡象是一种经济、有

20% -30% ，在危害严重的地区，其产量只有正常年

效的防治手段[叫回有机荔枝的生产中是不允许使用

份的 20% -30% ，荔枝蜡象还是龙眼鬼帚病的传毒

任何化学农药的，平腹小蜂在有机生产园区中应用

虫媒 [1]

因此，在荔枝生产中荔枝蜡象的防治显得

不会受到化学杀虫剂的伤害 [6] 比在常规园区使用

尤为重要.平腹小蜂 Anωtαω japonic山属膜翅目、旋

更能发挥其控制作用.本文以阳春市春湾镇春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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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果园(有机荔枝生产果园)为试验基地，采用生命

生但已孵化出荔枝蜡象若虫的卵壳.除上述 4 种卵

表的方法评价了有机荔枝园区中利用平腹小蜂防治

粒外，其余卵粒还有被寄生的可能，均不采摘.各处

荔枝蜡象的作用效果，旨在为有机荔枝生产的核心

理区的卵块分别装袋并注明，培养到寄生蜂羽化或

技术提供依据.

荔枝蜡象若虫孵化后分别计算寄生率.

1

(2) 若虫残存数量调查:于 5 月上旬进行.在各

材料与方法

处理区按取样方法调查荔枝树上荔枝蜡象的若虫
数，并记录.

材料

1. 1

1. 1. 1

供试峰种

以作蚕卵饲养的平腹小蜂 Anω

tαtus }α:pomc山，由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提供.
试验基地基本情况

1. 1. 2

(3) 荔枝蜡象种群数量的系统调查:于 3 月上旬
至 5 月上旬，每隔 4 d 调查对照区和放蜂区中荔枝蜡

试验在广东省阳春市

象的卵、若虫以及成虫的数量，并将各虫态抽样至室

春湾镇春江生态果园进行.该果园中栽种有荔枝、龙

内进行饲养观察，以估计各虫期的存活率.

眼，树龄为 12 年，种植面积 15 hm . 该果园自 2002

1. 2.3

年起至今采用有机耕作方式进行荔枝、龙眼的生产

对平腹小蜂的控制作用进行评价.干扰作用控制指

管理，并获得了香港有机认证中心的认证(认证编

数表示其中 1 个或多个作用因子受干扰后对种群密

号:

度及其增长趋势的影响.

2

HKOIC 006) .园区自 2002 年至今停止使用化学

杀虫剂.

C

方法

1. 2

分析方法

用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I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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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kJ, S a{ Ck)

于 2007 年 2 月

其中: SCki 和 Srπ 分别为对照和处理区各因子依

底气温回升时观察监测荔枝蜡象 Tessaratomαpα'P illo -

次计算的存活率。= 1 , 2 ,… , k) ; Sa{ 町、 Sa{Ck) 分别为

m 越冬成虫的出现;于 2 月底到 3 月初，解剖雌成

处理区和对照区的成虫逐日存活率 ;F 为设定的标

虫，观察该虫腹部卵粒的发育情况，以此来预测荔枝

准产卵量 ;P F 为达到标准卵量的概率 ;P~ 为雌性比

蜡象成虫产卵始期;于 3 月中旬，采用 5 点取样法，

率.如果其中一个作用因子受到干扰，其 IIPC 将为

观察记录荔枝园中成虫的数量，共调查 100 株，以此

干扰后的存活率与未受干扰的存活率的比值.如果

估计荔枝蜡象成虫虫口密度.于 3 月中旬至 4 月中

多个作用因子受到干扰，其为这些作用因子的控制

旬，隔天调查，在荔枝园中观察记录荔枝蜡象的卵

指数的乘积. IIPC 的大小反映了作用因子对目标害

块，每次记录过的卵块均用红线挂线标记，以确定荔

虫控制作用的大小.

1. 2.1

荔枝椿象的发生规律调查

枝蜡象成虫产卵盛期.

1. 2. 2

平腹小蜂的人工释放及试验效果调查

在

放蜂区中，于 2007 年 3 月上旬越冬成虫出现开始调

2
2.1

结果与分析
荔枝蜡象的发生规律

查荔枝园的虫情，通过观察和解剖荔枝蜡象成虫，并

调查结果表明，在广东省阳春市，荔枝蜡象一年

结合当地气象资料确定于 3 月 15 日进行第 1 次放

发生 1 代，以成虫越冬，越冬成虫在 2 月底日均温 16

蜂、3 月 25 日第 2 次放蜂、4 月 14 日第 3 次放蜂.放

℃左右开始活动，交尾、产卵的始期在 3 月上旬，盛

蜂时每 2 -3 株树挂 1 张卵卡，每张卵卡约 1 000 粒

期在 3 月下旬到 4 月下旬.在供试的荔枝园中，平均

卵，有效蜂量为 600 -700 头，间隔期为 10 d. 在荔枝

每株荔技有越冬成虫约 20 头成虫有迁移习性.在

园区中划出 26 株荔枝树(面积约为 667 旷)不放蜂，

成虫产卵盛期，每树有卵块 10 块左右，卵自产后 8-

作为对照区.以下调查分别在对照区与放蜂区进行.

15 d 内孵化，若虫大量出现在 4 月上、中旬.

(1)寄生率的调查:采用对角线 5 点取样法进行
调查.每点选取植株 3 - 5 株，共调查 100 株以上.

2.2

寄生蜂对荔枝蜡象卵的寄生率

在调查中，荔枝蜡象的卵块中如果卵呈灰褐色，

调查时采摘一定数量的卵块，每区每次调查荔枝蜡

表明卵已被寄生，如果卵呈现红色，则为即将孵化的

象卵块 50 个以上.在第 1 次放蜂后 15 d 进行调查，

卵，寄生蜂巳羽化出去的荔枝蜡象之卵壳上呈圆形

以后每隔 10 d 调查 1 次，共调查 3 次.方法是在调

小孔，如果仅为一小孔者为平腹小蜂寄生，如果卵壳

查植株上仔细检查叶片上的卵块，将下列 4 种卵块

有多个圆形小孔，即为卵跳小蜂寄生.卵壳呈断裂状

摘下:灰褐色的卵块(已被寄生) ;变红色的卵块(即

的，即为正常卵孵化的荔枝蜡象.根据上述情况，将

将孵化幼虫) ;被寄生后己羽化出蜂的卵壳;未被寄

观察记录的结果整理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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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机荔枝园区中荔枝蟠象卵的寄生率

Tb e parasite rate of Anastatus japonicus on egg of Tessaraloma papillosa in the organic litchi orchard

Tab. 1

平腹小蜂
调查日期

处理区

调查卵数

research date treatment no. of

04 -10
04 -20

卵跳小蜂

Anastatω japonicu

寄生卵

eggl粒

parasite
03 -30

49

eggl粒

parasite

总寄生率

Ooencyrtus corbrtti

寄生率

寄生卵

寄生率

total parasite rate/ ,*

rate/% parasite eggl粒 parasite rate/%

放蜂区

896

743

82.90

86

9.60

92.50

对照区

811

70

8.63

82

10.11

18.74

放蜂区

715

582

8 1. 40

73

10.20

9 1. 60

对照区

744

69

9.27

75

10.08

19.35

放蜂区

771

643

83.40

76

9.85

93.25

对照区

756

74

9.79

81

10.70

20.50

根据表 l 的数据计算出放蜂区中平腹小蜂和卵

为 10.07 头.可见，利用人工释放平腹小蜂可有效地

跳小蜂的平均寄生率为 82.579毛和 9.88% ，而对照区

控制荔枝蜡象的为害.

的寄生率分别为 9.23% 和 10.30% .可见，在有机荔

2.3

平腹小蜂对荔枝蜡象自然种群的控制作用

枝园中自然存在荔枝蜡象卵寄生蜂一一卵跳小蜂

应用害虫种群系统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组建了

。oer叼宁t山 corb巾，其寄生率在放蜂区和对照区中分

有机荔枝园区中荔枝蜡象自然种群生命表，并以在

别是 9.889毛和 10.3% ，寄生率在 2 个处理区中差异

此基础上提出的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IIPC) 评价了人

不明显，该蜂的寄生率较低，不能完全控制荔枝蜡象

工释放平腹小蜂对荔枝蜡象的控制效果.根据系统

的为害.在放蜂区中平腹小蜂 Anastαtus }<α'P omcα 的

调查的数据整理，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见，在放蜂

寄生率为 82.5% ，而对照区仅为 9. 239毛，放蜂区的寄

区荔枝蜡象的种群趋势指数为 0.97 ，即下一代荔枝

生率远远高于对照区.平腹小蜂与卵跳小蜂的总寄

蜡象的数量将为这一代的 0.97 倍，而对照区荔枝蜡

生率可达 92.459毛，可见，人工释放平腹小蜂在田间

象的种群趋势指数是 1 1. 55 ，人工释放平腹小蜂对荔

对荔枝蜡象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枝蜡象种群的 IIPC 为: O. 97/1 1. 55 = O. 084 ，即荔枝

在释放 3 次平腹小蜂之后， 5 月 1 日调查到残存

蜡象的控制效果可达 9 1. 6% ，在放蜂区中荔枝蜡象

的若虫数在放蜂区平均每株树有1.叩头，而对照区

的种群趋势指数为 0.97 低于 1 ，即放蜂可以有效地

为平均每树有 16.3 头 ;5 月 14 日再次调查，在放蜂

控制荔枝蜡象的种群数量.

区荔枝蜡象残存的若虫数平均每株 O. 76 头，对照区
表2

Tab.2

寄生蜂作用下的荔枝蟠象自然种群生命表

Tb e life table for the effect of Anastalus japonicus on the natural population of Tessaraloma papillosa Drury
存活率 (Sι)

survival rate

虫期 stage

作用因子 acting

对照区 control

处理区 treatment

gß

寄生

0.805

0.075

egg

低龄若虫 small

高龄若虫 large

larvae
larv ae

成虫 adult

factors

自然死亡

0.910

0.923

其他

0.564

0.518

自然死亡

0.973

0.927

其他

0.631

0.617

雌虫比率

标准卵量
达标卵量概率

种群趋势指数

the trend index of population
干扰作用控制指数

interference index of population control

0.49

0.49
182

182
0.53

0.53

11.55

0.97

1. 000

。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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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探讨[1] .福建农业大学学报， 1997 ， 26(4)

讨论与结论

:441-

445

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蜡象，是十分有效的生

[2J

蒲垫龙.害虫生物防治的原理和方法 [MJ

[3J

蒲萤龙.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蜡象 [MJ //蒲垫龙.蒲

出版社， 1978.

物防治手段，经过放蜂试验，再次验证了放蜂区寄生
率高，基本无荔枝蜡象幼虫为害，而对照区寄生率

垫龙选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135-169.

低，荔枝蜡象卵块多数孵化，幼虫在花穗、幼果上危
害极为严重.本研究结果表明，人工释放平腹小蜂可

[4J

362-375.
[5J

人工释放平腹小蜂的手段控制荔技蜡象的为害.
试验基地春江生态果园经过 5 年的有机耕作，

[6J

[7J

庞雄飞，梁广文.害虫种群系统控制 [MJ. 广州:广东科

[8J

刘雨芳，古德祥.荔蜡卵平腹小蜂对寄主的搜索行为

技出版社， 1995 :22 蜘 24.

[1].中国生物防治， 2000 ， 16 (1) :1-4.

制在为害水平以下.有机耕作对利用生物防治手段
控制害虫将更为有利.而如何充分发挥田间自然天

敌的作用，与人工放蜂相辅相承，以减少人工放蜂的

次数和放蜂量，降低生产成本，将有待进一步研究.

洗继东，陈伟琪，吴振其.有机荔枝园区生物多样性初
步研究[1].广东农业科学， 2006(3) :87-89.

敌[叶，在此基础上，人工增放平腹小蜂与田间多种天
敌的相互作用即可以把荔枝蜡象自然种群的数量控

刘建峰，刘志诚，王春夏，等.大量繁殖平腹小蜂防治荔
枝蟠峨的研究[1].昆虫天敌， 1995 ， 17(4) :177-179.

园区内完全禁用化学杀虫剂，对害虫的自然天敌有

很好的保护作用，也存在着许多种类的捕食性天

黄明度，麦秀慧，吴伟南.荔蟠卵寄生蜂一-平腹小蜂
的生物学及其应用研究[J].昆虫学报， 1974 , 17 (4) :

有效控制荔枝蜡象的为害，这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应
用结果是一致的 [1 ， 5 ， 8 叫.在有机荔枝生产中，可采用

北京:科学

[9J

何金祥，郭伦发，唐峰，等，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蟠象试验
研究[1].广西植物， 2001 ， 2 1( 2) :163-165.

[ lO J 韩诗畴，刘文惠，刘巧贤.香港地区释放荔蜡卵平腹小
蜂防治荔蜡 [JJ. 中国生物防治， 1999 ， 15(2) :54-56.

[责任编辑周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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