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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田间不同插竿方式对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产卵的影响。【方法】通过插竿位置、插竿间
距、插竿高度及竹竿形状 4 个因素研究不同的插竿方式对福寿螺产卵的诱集效率。【结果】稻田插竹竿能诱集福寿
螺在其上产卵，且在竹竿上收集到的福寿螺卵块数量呈现返青期>拔节期>抽穗期的变化趋势。在效果最明显的返
青期，距离田埂 1 m 的竹竿对螺卵诱集效率达到 50% 以上，显著高于其他位置竹竿及对照水稻茎秆上的卵块数
(P<0.05)；距离田埂 2 m 的竹竿次之，距离田埂 3 m 的竹竿和对照最少。间距 100 cm 的竹竿诱集螺卵效率为 41%，
间距 30 cm 的为 33%，显著高于间距 70 cm 及未插竹竿区域内水稻茎秆上的卵块数 (P<0.05)。顶端距离水面高度
30 cm 的竹竿与距离水面高度 50 cm 的竹竿诱集产卵效率分别为 43% 和 40%，显著高于高度 10 cm 及未插竹竿区
域内水稻茎秆上的卵块数 (P<0.05)。圆形竹条与扁竹竿在此时期收集得到的卵块数无显著差异。水稻移栽后，在
靠近田埂 1 m 处和顶端距离水面 30~50 cm 的高度扦插 1 圈间距为 100 cm 的竹竿，在福寿螺为害盛期，螺卵发生
密集的小范围区域内减小间距为 30 cm 沿田埂内周扦插 1 圈竹竿，均能达到较好的螺卵防除效果。【结论】实际生
产中在田间合理地扦插竹竿可有效减少福寿螺卵块，降低福寿螺繁殖率，减少螺害。本研究可为物理控螺提供一条
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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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different methods of inserting bamboo poles in paddy field on spawning of
Pomacea canaliculata.【Method】Effects of four factors including position, distance, height and shape of
inserting poles on trapping efficiency of P. canaliculata spawning were investigated.【Result】The bamboo
poles inserted in paddy field could lure P. canaliculata to spawn on them. The number of egg masses tended to
decrease successively from reviving stage, jointing stage to heading stage. At reviving stage with the best
trapping effect, more than 50% egg masses were found on the bamboo poles which were 1 m from the p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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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ge, and the numb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bamboo poles at other positions and rice
straws(control)(P<0.05). The bamboo poles at 3 m distance from the paddy ridge and rice straws had the least
numbers of egg masses, followed by the bamboo poles at 2 m distance from the paddy ridge. The trapping
efficiencies for bamboo pole layouts with 100 cm distance and 30 cm distance between poles were 41% and
3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or bamboo pole layout with 70 cm distance
between poles and the control (P<0.05). The trapping efficiencies for bamboo poles with the tops being 30 and
50 cm high above water surface were 43% and 4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or
bamboo poles with the tops being 10 cm high above water surface and the control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s of egg masses between circular-shaped and flat-shaped bamboo poles.
After transplanting the rice, high trapping efficiency of P. canaliculata spawning could be obtained by inserting
bamboo poles at 1 m distance from paddy ridge, with 100 cm distance between poles and the tops being 30–50 cm
high above water surface. Specially, at peak attack period of P. canaliculata, bamboo poles inserted at 30 cm
distance between poles could realize efficient trapping of egg masses.【Conclusion】Appropriately inserting
bamboo poles in paddy field can help reduce the egg mass of P. canaliculata, hence reduce the reproductive rate
of P. canaliculata and decrease the harm of P. canaliculata in practi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hysical
control approach of P. canaliculata.
Key words: Pomacea canaliculata; laying egg; mode of inserting the bamboo pole; trapping effect; physical control

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又名大瓶螺、苹果
螺，原产于南美洲，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食用经济动

供了丰富的食物，另一方面为其躲避不良环境提供
了场所，因此田埂边卵量通常要大于田中卵量[20]。
在对有害昆虫的防治研究中发现，特定的植物

物被迅速推广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1-2]。该螺食性广、
繁殖迅速、抗逆能力强，大量扩散到稻田后啃食水

对一些害虫产卵具有诱集作用[21]。一些植物浸提液

稻茎秆，成为危害水稻的恶性水生动物[3]。此外，福寿

和化学引诱剂含有能吸引害虫发生摄食或交配等

螺还是人畜共患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 Angiostrongylus

活动的物质 [22] 。此外，对于趋光性害虫，利用灯光、

cantonensis 的重要中间宿主之一，浙江温州和福建

色带等方式，能引诱其在诱集物上大量产卵[23]；在林

长乐等地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暴发均由食用福寿螺

场中适当放置诱木，能有效诱集天牛 Cerambycidae

引起 。2000 年，福寿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外来

在其上产卵，定期将诱木上的卵块去除，能降低天

入侵物种专家委员会列入世界 100 种恶性外来入

牛的繁殖率从而减少其对林木的危害[24]。有研究发

侵物种的黑名单[5]。目前国内外对福寿螺的防控研

现，福寿螺产卵的高峰期，在稻田中插一些竹片、木

究主要集中在化学、生物及农业防治等方面

，但

条等，也能引诱福寿螺在其上集中产卵，可每 2~3 d

容易产生生态问题：福寿螺对化学杀螺剂易产生抗

摘除 1 次卵块进行销毁 [25] 。本研究采用不同位置、

药性；杀螺剂对其他非目标生物及环境的不利影响；

间距、高度以及不同竹竿形状的插竿方式，研究竹

引入的天敌可能造成新的生态入侵灾害；机械农耕

竿吸引福寿螺产卵的分布情况，探索利用竹竿诱集

对土表的不良影响等

[9-11]

福寿螺产卵，并集中捕获卵块以减少福寿螺孵化繁

在 3 月中旬开始产卵

[12]

[4]

[6-8]

。我国大部分地区福寿螺

，卵块呈绯红色，易被发现，

为了避免天敌的捕食及水中酸性物质对胚囊发育

殖扩散的环境友好型技术。

的影响 [13] 等，雌螺在夜间爬出水面，将卵产于距水

1 材料与方法

面 10~50 cm 的支撑物上，卵块表面有一层胶膜覆

1.1

材料

盖，保证其胚胎正常发育 ；卵块产出 7~15 d 后，幼

2016 年 3—7 月在华南农业大学增城教学科研

螺破壳孵出掉落水中，在水中继续完成生长发育过

基地 (E113°29′~114°00′，N23°50′~23°37′) 稻田中进

程

行试验。种植水稻品种为‘黄华占’，单季种植。

[14]

[15-16]

因子

。有研究认为环境是决定卵块分布型的主要
。深水处或低洼积水处的水稻植株上卵

在试验区农田及周边的水渠与池塘采集福寿螺。供

块密度较高，在稻田中呈现出中间稀疏、四周稠密

试竹竿为长 60 cm、宽 3 cm 的竹片和长 60 cm、直

的特点

径 1 cm 的圆竹条，表面不作其他处理。

[13, 17-18]

[19]

。田埂周围杂草较多，一方面给福寿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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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前期处理

验各小区分别在距离田埂 1、2、3 m 处，插竹竿

本研究共有 4 个试验，同步在不同的小区进

24 根、16 根、8 根，形成外圈、中圈、内圈 3 个处理；

行。每个试验共 3 个重复小区，小区面积为 8 m×

水稻茎秆为对照 (CK)，如图 1所示。各处理中的插

8 m，各小区间有约 35 cm 高的水泥田埂。2016 年

竹竿的顶端距离水面 40 cm，间距 1 m。分别在

3 月 1 日整田后，在小区出入水口设置拦截网，灌水

4 月 7 日 (返青期)、5 月 1 日 (拔节期) 及 5 月 30 日

后投放密达杀螺剂，3 月 3 日再次投放杀螺剂 (以灭

(抽穗期) 各进行 1 次调查，测量水稻株高及茎秆高

杀和清除各小区福寿螺)，3 月 5—20 日排、灌水同

度，收集每根竹竿上以及水稻茎秆上的卵块 (不拔

时进行 (以排除杀螺剂)，21 日停止排水，灌水至水

出竹竿，只清除卵块) 并计数。

深 5~8 cm，移栽 20 日龄水稻，22—26 日排、灌水同

1.3.2

时进行 (以排净杀螺剂)，26 日停止排水，灌水至水

验各小区内，不同处理组间有 2 m 宽不插竹竿只种

深 5~8 cm。3 月 27 日各小区随机投放性成熟的福

植水稻的区域，不影响福寿螺自由活动，该区域呈

寿螺雌螺和雄螺各 30 只，并进行插竿。

“十”字，将小区划分成“田”字状，分隔出 A、B、

1.2

1.3
1.3.1

方法

不同插竹竿间距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本试

C、D 4 个区域，如图 2 所示，每个区域面积为 3 m×

不同插竹竿位置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本试

3 m。在区域 A 间隔 30 cm 均匀插竹竿 32 根；区域

田埂

水稻

竹竿

图1
Fig. 1

稻田中不同位置插竹竿试验小区设计示意图

An illustrated test plot with bamboo poles inserted at different positions in paddy field
A

B

C

D

图2
Fig. 2

http://xuebao.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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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plots in padd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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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间隔 70 cm 均匀插竹竿 16 根；区域 C 间隔 100 cm

为 7.00 块，对照处理为 1.00 块，外圈收集得到的卵

均匀插竹竿 8 根，为 3 个不同竹竿间距处理。D 区

块数与中圈、内圈、对照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 (P<

域内水稻茎秆为对照 (CK)。各处理中的插竹竿的

0.05)。到拔节期，3 个处理收集得到的福寿螺卵块

顶端距离水面 40 cm。调查方式、时期与观测指标

总数有所下降，其中外圈为 16.67 块，中圈为 8.00

同“1.3.1”。

块，内圈为 6.33 块，对照为 1.00 块，外圈与中圈、内

不同插竹竿高度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前期

圈、对照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 (P<0.05)。抽穗期时，

区域处理同“1.3.2”，在 A、B、C 区域中各插 8 根

3 个处理的竹竿收集得到的福寿螺卵块数进一步下

竹竿，竹竿顶端分别距离水面 10、30 和 50 cm；D 区

降，其中外圈收集 11.33 块，中圈与内圈均为 4.00

域中，水稻茎秆为对照 (CK)。各处理中的插竹竿间

块，对照有所增加，有 3.00 块，外圈与中圈、内圈、

距为 1 m。调查方式、时期与观测指标同“1.3.1”。

对照差异显著 (P<0.05)。以上结果表明，在稻田中

1.3.3

不同形状竹竿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前期区

不同位置插竹竿均能诱集福寿螺产卵。调查的 3 个

域处理同“1.3.2”，在 A、B 区域中，分别插宽

水稻生长时期，外圈竹竿收集福寿螺卵块数显著高

3 cm 扁竹片、直径 1 cm 圆竹条各 8 根为 2 个不同

于其他圈层及对照的卵块数量 (P<0.05)，占小区内

形状处理。区域 C 中水稻茎秆为对照 (CK)；区域

卵块数比例超过 50%；3 个处理竹竿上的福寿螺卵

D 不作使用。各处理中的竹竿顶端距离水面 40 cm，

块总数呈返青期>拔节期>抽穗期的变化趋势；水稻

间距 1 m。调查方式、时期与观测指标同“1.3.1”。

茎秆上的福寿螺卵块数随水稻生长也有所增加。

1.3.4

数据分析

1.4

试验中，不同处理所占区域面积不同，其中外

采用 SPSS 20.0、Excel 2007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

圈层为 28 m2，中圈层为 20 m2，内圈层为 16 m2。本

行整理和统计学分析，对不同位置、间距、离水面高

研究对各处理单位面积 (1 m2) 内卵块数量差异作了

度、不同形状的竹竿处理之间，不同时期之间的卵

比较，如图 3B 所示，在水稻返青期，外圈层区域单

块数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

位面积内竹竿所收集的福寿螺卵块数量为 1.37

Duncan’s 法。绘图使用软件 Origin 8.0。

块，中圈层区域单位面积内竹竿所收集的卵块数量
为 0.95 块，内圈层区域单位面积内竹竿收集的卵

2 结果与分析

块 0.44 块，外圈层与内圈层单位面积收集的卵块数

不同插竹竿位置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量差异显著 (P<0.05)，中圈层区域单位面积内所收

由图 3A 可见，在水稻返青期，外圈竹竿上收集

集的卵块数量与外圈、内圈差异均不显著。在拔节

福寿螺卵块总数为 38.33 块，中圈为 19.00 块，内圈

期及抽穗期，卵块数量减少，圈层之间差异不显著。

2.1

50

A

距离田埂 1 m (外圈)
距离田埂 3 m (内圈)

a

距离田埂 2 m (中圈)
对照

30

b
a

20

b

c

10

返青期

a

b

b b
c

0

福寿螺卵块数

福寿螺卵块数

40

c
拔节期
水稻生长期

1.8

B

距离田埂 1 m (外圈)
距离田埂 3 m (内圈)

a
1.4

距离田埂 2 m (中圈)

ab

1.0
b

0.6

a

a

a
a
a

b

抽穗期

a

0.2
返青期

拔节期
水稻生长期

抽穗期

各图中相同水稻生长期不同柱子上凡是有一个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P>0.05，Duncan’s 法)

图3
Fig. 3

在水稻不同生育期不同插竹竿位置 (A) 及其单位面积 (1 m2) 内 (B) 所收集的福寿螺卵块情况

The numbers of egg masses on bamboo poles inserted at different positions (A) and collected per square meter at
different positions (B) during rice growth stages

不同插竹竿间距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70 cm、对照区域的卵块总数 (P<0.05)，但这 2 种处

从图 4A 可知，在水稻返青期时，间距 30 cm 的

理间的卵块总数差异不显著。到拔节期，3 个处理

竹竿上收集福寿螺卵块总数为 21.33 块，间距 70 cm

收集的福寿螺卵块总数有所下降，间距 30、70 和

的卵块总数为 14.00 块，间距 100 cm 的为 25.67 块，

100 cm 间的差异不显著，与对照差异显著 (P<0.05)。

间距 30 cm 与间距 100 cm 两种处理显著高于间距

抽穗期时，3 种间距插竹竿收集到的卵块总数与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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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收集到的卵块总数之间差异不显著。以上结果表

同，因此不同处理的竹竿数量有所不同。对单杆上

明，稻田中不同间距的竹竿均能诱集福寿螺在其上

卵块数量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4B 所示，在不同

产卵。3 个时期福寿螺卵块总数总体呈返青期>拔

时期不同插竹竿间距的情况下，每种处理的单竿收

节期>抽穗期的变化趋势，随着水稻的不断生长，竹

集福寿螺卵块数有所不同。其中，在返青期时，间距

竿上的卵块总数减少，而对照区域收集的福寿螺卵

为 100 cm 的单竿上所收集的福寿螺卵块数为 3.21

块总数增加。间距 30 cm 的竹竿诱集螺卵的效率所

块，间距 70 cm 处理的单竿所收集福寿螺卵块数为

占比例最大，但随着水稻的生长，占比下降。间距

0.88 块，间距 30 cm 处理 0.67 块。间距为 100 cm

70 cm 所占比例随着水稻的生长进程有所提高，间

处理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处理的单竿卵块数量 (P<

距 100 cm 的竹竿上收集的卵块数量占比随水稻的

0.05)。在拔节期和抽穗期，单竿上的卵块数量有所

生长有所下降，对照收集的卵块数量占比上升。

下降，但间距 100 cm 的卵块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处

30
26
22
18
14
10
6
2

A
a

间隔 30 cm
间隔 100 cm

a

b

间隔 70 cm
对照

a
ab ab
c

返青期

a

a

a
b

c
拔节期
水稻生长期

理 (P<0.05)。

福寿螺卵块数

福寿螺卵块数

试验中，由于各处理的面积相同而插竿间距不

4.0 B
3.5
3.0
2.5
2.0
1.5
b
1.0
0.5
0

抽穗期

间隔 30 cm
间隔 100 cm

a

间隔 70 cm

a

b
b
返青期

b

b

a

c

拔节期
水稻生长期

抽穗期

各图中相同水稻生长期柱子上凡是有一个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P>0.05，Duncan’s 法)

图4
Fig. 4

2.3

在水稻不同生育期不同扦插间距的所有竹竿 (A) 和单竿 (B) 所收集的福寿螺卵块情况

The numbers of egg masses on all bamboo poles (A) and on each bamboo pole (B) with different inserting distance
between poles at different rice growth stages

不同插竹竿高度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50 cm 处理卵块数为 13.67 块，对照处理卵块数为

从图 5 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下竹竿顶端距离水

2.67 块。距离水面 10 cm 处理与距离水面 30、50 cm

面高度不同，竹竿所吸引福寿螺产卵的效率不同。

处理差异显著 (P<0.05)，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距

其中返青期时 (水稻植株高 15~30 cm，水稻茎秆高

离水面 30、50 cm 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距离水面

5~20 cm)，距离水面 10 cm 处理卵块数为 4.00 块，

30、50 cm 处理与对照差异显著 (P<0.05)。距离水

30 cm 处理卵块数为 20.33 块，距离水面 50 cm 处

面 30、50 cm 处理的竹竿对螺卵诱集效率持平，均

理卵块数为 20.67 块，对照处理卵块数为 2.00 块。
距离水面 10 cm 处理与距离水面 30、50 cm 处理的

24

卵块总数均差异显著 (P<0.05)，与对照组差异不显

20

0.05)。拔节期时 (水稻植株高 45~60 cm，水稻茎秆
高 25~40 cm)，距离水面 10 cm 处理的竹竿上卵块
数为 3.00 块，距离水面 30 cm 处理竹竿上的卵块数

距水面 50 cm

a a

16

对照

a
a

12
8
b

为 15.00 块，距离水面 50 cm 处理的卵块数为

4

15.00 块，对照区域为 2.33 块。距离水面 10 cm 竹

b

b

b
b

b

0

竿诱集卵块数量显著低于距离水面 30、50 cm 竹竿
(P<0.05)，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距离水面 30 与 50 cm

距水面 30 cm

a a

福寿螺卵块数

著。距离水面 30、50 cm 处理与对照差异显著 (P<

距水面 10 cm

返青期

拔节期
水稻生长期

抽穗期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对照与 30、50 cm 处理的差异

图中相同水稻生长期柱子上凡是有一个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 (P>0.05，Duncan’s 法)

显著 (P<0.05)。抽穗期时 (水稻植株高 75~90 cm，

图5

水稻茎秆高 45~60 cm)，福寿螺卵块总数与拔节期
持平，其中距离水面 10 cm 处理卵块数为 3.67 块，
距离水面 30 cm 处理卵块数为 14.67 块，距离水面

http://xuebao.scau.edu.cn

水稻各生育期距水面不同高度的竹竿所收集的福寿
螺卵块情况
Fig. 5 The numbers of egg masses on bamboo poles
inserted with different heights above water surface
at different rice growth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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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 40% 左右，而且随着水稻生长的变化不大。

何种高度，在竹竿上均能采集到福寿螺卵块。说明

距离水面 10 cm 高的竹竿与对照占比较低，为

在稻田中插竹竿为福寿螺提供了产卵的环境和载体。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从返青期到水稻抽穗期、

5%~10%。
不同形状竹竿对螺卵的诱集效率

成熟期，在竹竿上收集的福寿螺产卵数量逐渐降

由图 6 可见，在返青期，扁竹竿上收集到的卵

低，即随着水稻的生长，竹竿上收集到的福寿螺产

块总数为 19.33 块，圆竹竿处理所收集的卵块总数

卵数量逐渐减少；但在对照区，随着水稻的生长，卵

为 20.00 块，对照收集的卵块总数为 2.67 块，扁竹

块数量有所增加，这与前人所研究的结论一致，即

竿与圆竹竿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但两种处理均与

福寿螺产卵情况在不同水稻生长期有所不同[26]。其

对照差异显著 (P<0.05)。在拔节期，扁竹竿上的卵

主要原因是，在插竹竿区，通过前期竹竿上卵块的

块总数有所增加，为 22.67 块，圆竹竿有所减少，为

移出，稻田中福寿螺繁殖的数量减少，种群规模变

17.67 块，对照为 2.33 块，扁竹竿与圆竹竿处理、对

小，而在对照区，由于竹竿上无卵块的移出，其福寿

照之间差异显著 (P<0.05)，圆竹竿与对照差异显著

螺卵块数并没明显减少。对水稻不同生育期的株高

(P<0.05)。抽穗期，各种处理所收集卵块总数均减

测量结果表明，水稻在返青期株高为 15~30 cm，可

少。其中扁竹竿处理为 13.33 块，圆竹竿处理为

供产卵的茎秆高度为 5~20 cm，此时期水稻植株矮，

13.00 块，对照处理为 2.00 块，2 种竹竿处理之间差

而福寿螺喜欢在高的附着物上产卵，此外，水稻稀

异不显著，但均与对照差异显著 (P<0.05)。圆竹竿

疏，福寿螺容易找到竹竿，因此福寿螺选择附着在

与扁竹竿处理对福寿螺卵的诱集效率持平，为

竹竿上产卵。到了拔节期、成熟期，水稻植株高度增

40%~50%，远多于对照的诱集效率 (5%~10%)，且随

为 60~90 cm，茎秆高度为 40~70 cm，茎秆变粗，分

着水稻生长变化不大。

蘖增多导致植株茂盛，福寿螺不容易找到竹竿，因

2.4

福寿螺卵块数

扁竹竿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圆竹竿

此福寿螺附着在茎秆产卵的数量增加。

对照

上述的结果表明，扦插竹竿上收集的福寿螺卵

a
a

块数量大体随生育期的进程而呈下降趋势，其中返

a
b

青期竹竿上收集的卵块数量最多，是拔节期的 2 倍
a

多，与其他时期相比差异显著。因此，在水稻移栽后

a

即进行插竿，可最大限度地诱集福寿螺在其上产
卵，可集中收集捣毁卵块或再利用，从而实现通过
物理手段有效防除福寿螺的目的。
b
返青期

c
拔节期
水稻生长期

b
抽穗期

图中相同水稻生长期柱子上凡是有一个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 (P>0.05，Duncan’s 法)

图6

水稻各生育期不同形状的竹竿所收集到的福寿螺卵
块情况
Fig. 6 The numbers of egg masses on bamboo poles with
various shapes at different rice growth stages

3.2

不同插竹竿方式对福寿螺产卵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福寿螺喜欢将卵块产在竹竿上，但

竹竿在稻田中扦插的位置不同，收集到的福寿螺卵
块数量也有较大差别。外圈 (靠近田埂) 的竹竿所
占区域面积较大，所收集的总卵块数较多，在进一
步分析中发现其单位面积所收集的卵块也较多，在
整个小区收集的总卵块数量中所占比重达到 50%
以上，这说明外圈不只是范围大竿数多而收集的卵
块较多，在位置上也对吸引福寿螺产卵有优势。这

3 讨论与结论

与前人得出的福寿螺田埂到田中心数量由多到少

稻田插竹竿诱集福寿螺产卵的总体效果

的分布规律与沿壁产卵习性结论是一致的。水稻田

福寿螺具有沿壁产卵的特性，福寿螺聚集的区

中福寿螺随水流移动，稻田灌溉水入、出口处一般

域能在田埂边、水渠壁及池塘中露出水面的植物茎

聚集较多的螺量，在田间调查时，螺数量从稻田埂

秆处发现鲜红色福寿螺卵块，福寿螺喜欢在干燥处

边开始向稻田中部减少，卵数量从田埂上的杂草茎

产卵。以往的调查中也发现，福寿螺在稻田的分布

秆等附着物向稻田中部的水稻茎秆减少 [25] 。因此，

呈边缘向中心减少的趋势

在实际运用中，可将竹竿插在靠近田埂的位置，能

3.1

[25]

，这与福寿螺产卵特性

有关。本试验通过调查发现，无论什么形状的竹竿，
无论扦插的竹竿处于稻田的何种位置、何种间距、

达到诱集福寿螺产卵的最佳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成年福寿螺种群间喜欢聚集，

http://xuebao.scau.edu.cn

第5期

储少媛，等：不同插竿方式诱集稻田福寿螺产卵的效应

个体间相互吸引，但其产卵受到干扰时会中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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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而不喜欢集中产卵 ，从本研究中的竹竿间距试验

本试验研究结果综合表明，在稻田中扦插竹竿

结果来看，在水稻返青期后，扦插的竹竿越多、越

能够有效吸引福寿螺产卵。水稻移栽后，在靠近田

密，能收集到福寿螺卵块越多，但单竿上卵块数量

埂 1 m 处，距离水面 30~50 cm，且竹竿间距 100 cm

越少；竹竿数量越少、距离越宽，福寿螺卵块总数越低，

时，沿田埂内周扦插一圈扁竹竿 (若在螺卵发生密

但单竿上数量越高。这说明了福寿螺在竹竿上产卵

集的小范围区域，可减小间距为 30 cm，高密度扦插

总量受竹竿数量的影响大，而单竿卵块数量受竹竿

竹竿)，能更大限度地吸引福寿螺产卵，即对福寿螺

的间距影响更大。这些结果表明，在实际应用中，若

卵诱集效率更高。由于福寿螺繁殖能力极强，单只

要收集更多卵块，达到更佳防治效果，且田块面积

雌螺 1 次能产卵 50~500 粒，并且有 80% 的孵化成

不大时，可减小竹竿间距至 30 cm，加大竹竿扦插密

功率，孵化期仅需 10~15 d，繁殖力惊人[29-30]，因此，

度；若要节省劳动力，且田块范围较大，则可以适当

根据本试验结果，在福寿螺繁殖盛期，通过适当的

加大竹竿间距至 100 cm，进而减少竹竿的数量，但

插竹竿方式，可很好地收集福寿螺卵块，并统一销

仍需保证一定数量的竹竿以收集更多的卵块。

毁处理，从而大大降低福寿螺繁殖的速率，以达到

[6]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福寿螺产卵高度与水面距
岸壁的高度有关联

[26]

，在自然条件下，由于福寿螺

减少螺害的目的。采用这样的物理方式防控福寿
螺，成本低、简单易行、见效快，属于一种环境友好

卵在水中不能正常发育，为了更好地繁衍后代，福

型技术，值得推广应用。

寿螺总是将卵产在距水面一定高度的岸壁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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