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期 ·2009·

0 引言

【研究意义】柑橘木虱［Diaphorina citri（Ku-

wayama）］隶属于半翅目（Hemiptera）扁木虱科（Li-

viidae），是芸香科植物上的主要害虫，在全球柑橘种

植产区均有分布（Stockton et al.，2017），在我国广

泛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海南、江西和台湾等地。

柑橘木虱是柑橘黄龙病的传播媒介，常导致柑橘黄

龙病暴发流行，对柑橘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贾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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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柑橘木虱［Diaphorina citri（Kuwayama）］雌雄成虫交配前期和雌虫产卵前期的时长及成虫交

配、产卵和羽化的昼夜节律，为探索更经济、有效和环保的柑橘木虱防控措施和性诱防控技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

活体九里香幼苗和成株为试验材料，以自制塑料杯及养虫笼为试验载具，在室内控制环境条件及室外自然状态下对

柑橘木虱成虫的繁殖行为进行观察，记录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前期及繁殖行为昼夜节律数据。【结果】柑橘木虱雌

雄成虫的交配前期分别为10.64±2.25和9.84±1.79 d；雌虫的产卵前期为12.58±2.90 d。成虫交配、产卵和羽化活动主

要在2：00—21：00进行，其活动高峰期分别为9：00—10：00、11：00—12：00和9：00—10：00。【结论】柑橘木虱雌雄成虫

交配、雌虫产卵和若虫羽化集中在白昼进行，雌雄成虫交配前期和成虫羽化日节律存在两性差异现象。可根据柑橘

木虱成虫繁殖行为日节律的特点对其进行防治及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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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hase of reproductive behavior and activity rhythm in
adults of Diaphorina citri（Kuwa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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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determine length of time of the pre-mating，pre-oviposi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dults of Diaphorina citri（Kuwayama），and obtain the data of the mating and oviposition circadian daily rhythm of male

and female adults，and data of eclosion circadian daily rhythm of nymph，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conomical，effec-

tive and green controlling of D. citri population as well as control technique by sex attractants.【Method】Murraya jasmin-

orage seedlings and adult plants were used as materials，and self-made plastic cups and insect cages were as carriers.The

data of pre-reproductive behavior and the circadian rhythm of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D. citri adults were obtained by ob-

serving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D. citri adults under indoor control environment condition and outdoor natural condi-

tions.【Result】The pre-mating periods of male and female adults were 10.64±2.25 and 9.84±1.79 d respectively，and the

pre-oviposition of female was 12.58±2.90 d. Mating，oviposition and eclosion of adults were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2：00

to 21：00，and their peak periods were 9：00 to 10：00，11：00 to 12：00 and 9：00 to 10：00，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

mat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dults and oviposition of female adults and nymph eclos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day-

time，and the daily rhythm of pre-mating and eclosion is different between sexes. The control and forcast can b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daily rhythm of D. citri reproduc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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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5；Rwomushana et al.，2017）；同时，因黄龙病

毁灭的柑橘类果园在之后的10年将无法创造利润

（Brar et al.，2015）。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决定其

种群的发生动态，包括成虫交配产卵日节律、成虫羽

化日节律及种群年发生代数等，且成虫可通过取食

传播柑橘黄龙病，因此，研究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

规律有助于进一步控制柑橘木虱种群数量，进而防

控黄龙病的蔓延，对保障柑橘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有关柑橘木虱成虫

繁殖行为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引入了分子生

物学技术研究成虫的行为机制。Onagbola等（2008）

使用电镜对柑橘木虱成虫的触角进行扫描观察，明

确了柑橘木虱成虫触角上能进行远距离定位配偶的

感器类型。Erikj等（2009）通过声波记录仪研究柑橘

木虱雄成虫求偶过程所发出的声波信号，确定柑橘

木虱雄成虫在较近距离主要利用声波对雌成虫进行

配偶定位，且雌雄成虫存在多次交配现象。肖培彬

等（2017）通过解剖不同虫龄亚洲柑橘木虱雌雄成虫

的生殖器官，掌握了柑橘木虱成虫内生殖系统形态

的变化规律。李超峰等（2019）通过解剖柑橘木虱成

虫的复眼，明确了柑橘木虱成虫为日行性昆虫。

Ibanez等（2019）研究了vga1和kr-h1基因在柑橘木虱

雌虫产卵阶段的重要性，并解释了柑橘木虱不同个

体繁殖能力存在差异的机制。Kelley等（2019）通过

分子研究明确了黄龙病细菌可促进柑橘木虱扩散和

繁殖。Qasim等（2019）通过分子研究来了解柑橘木

虱在黄龙病植株上的发育和死亡率，明确了黄龙病

细菌可支持柑橘木虱从植物韧皮部吸收更多的汁

液。【本研究切入点】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活动具

有一定的日节律现象，在特定时间段防治成虫不仅

能提高防治效果，还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目前对

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特性及成虫繁殖行为活动日

节律尚无详细文献记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

活体九里香幼苗和成株为试验材料，以自制塑料杯

及养虫笼为试验载具，通过室内和室外试验详细记

录柑橘木虱成虫繁殖特性及繁殖活动规律，以了解

柑橘木虱成虫需要经历交配和产卵前期的时长及成

虫交配、产卵、羽化昼夜节律，为探索更经济、有效和

环保的柑橘木虱防控措施和性诱防控技术研究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供试虫源 从广西大学柑橘园的九里香植

株上采集一定数量的柑橘木虱成虫，室外用5个养虫

笼饲养，待雌虫交配产卵，若虫羽化为成虫即可获得

试验虫源。取300头羽化后8~11 d的雌虫和300头羽

化后9~11 d的雄虫放入室外养虫笼内，用有嫩梢的

活体九里香植株饲养雌雄成虫，经3 d饲养适应后作

为繁殖行为活动昼夜节律观察试验虫源。

1. 1. 2 试验设备与环境条件 用圆柱形塑料杯作

为观察成虫交配和雌虫产卵的载具，其由一个高

9.50 cm、宽21.00 cm圆柱形塑料底座，一个高14.00

cm、杯口宽9.50 cm、底部宽5.50 cm的圆柱形塑料杯

和1支50 mL指形管组成（图1）。观察设备为佳能6D

相机和尼康SMZ445体视镜。室内试验环境控制

在温度（25±1）℃、相对湿度（75±5）%、光照∶黑暗=

14∶10。室外试验在晴天，温度20~30 ℃，湿度50%~

60%条件下进行。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雌雄成虫交配前期和雌虫产卵前期观察

选取当天羽化的未交配雄虫和羽化后9~12 d未交配

雌虫于种植有九里香的塑料杯内配对，一个塑料杯

配一对，每天观察记录雌雄成虫交配情况，直至所有

的雄虫均发生交配为止。共配对观察50对成虫。

选取当天羽化的未交配雌虫和羽化后9~12 d未

交配雄虫于种植有九里香的塑料杯内配对，一个塑

料杯配一对，每天观察记录雌雄成虫的交配情况，直

至所有的雌虫均发生交配为止。共配对观察55对

成虫。

选取当天羽化的未交配雄虫和雌虫于种植有

九里香的塑料杯内配对，一个塑料杯配一对，每天观

察记录雌成虫的交配和产卵情况，并统计雌虫自羽

化到开始产卵的时间，直至所有的雌虫开始产卵为

止。共配对观察50对成虫。

1. 2. 2 交配、产卵和羽化昼夜节律观察 从7：00

开始，每1 h观察记录1次室外养虫笼新发生交配的

图 1 塑料杯载具
Fig.1 Carrier of plastic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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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情况，夜间用红光手电筒（4.2 V）协助观察。发

现有成虫交配，记录交配时间并统计24 h每个时间

段的交配对数，最后统计不同时间段内新发生交配

次数占总交配次数的比例。连续观察72 h。

从7：00开始，每1 h观察1次室外养虫笼雌成虫

产卵情况，夜间用红光手电筒（4.2 V）协助观察。发

现九里香嫩梢处有卵后，将嫩梢剪下，在体视镜下观

察并记录不同时段成虫的产卵量，连续观察72 h。

最后统计不同时间段内所产下的卵量占总产卵量的

比例。

当养虫笼内若虫大量发育到5龄时开始观察

24 h中不同时间段若虫羽化的数量，每1 h观察

1次，将羽化的成虫取出并在体视镜下观察记录雌雄

性别，夜间用红光手电筒（4.2 V）协助观察。最后统

计不同时间段内羽化的成虫数量及不同性别成虫的

数量。观察到的羽化虫数不应少于200头。

1. 3 统计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均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

在GraphPad Prism 5.0下制作图表。

2 结果与分析

2. 1 柑橘木虱雌雄成虫交配和雌虫产卵前期观察

结果

观察发现，不同雄虫性发育成熟进度差异较明

显，交配前期在7~15 d，平均为9.84±1.79 d（n=50）。

从图2可看出，雄虫在羽化后1~6 d均无交配发生，

羽化后7 d部分雄虫发育成熟，开始有交尾行为出

现，但所占比例仅为8.00%，羽化后第9 d交配比例

达最大值，为24.00%。雄虫羽化第13 d时，雄虫累

计交配率达96.00%（图3），表明此时多数雄虫已发

育至性成熟。

柑橘木虱雌虫的交配前期与雄虫不同，雌虫交

配前期在6~16 d，交配前期平均为10.64±2.25 d（n=

55）。当天羽化的雌虫不接受交配，羽化后第6 d仅

有1.82%的雌虫接受交配，羽化后第9 d雌虫交配比

例达最大值，为21.80%，以羽化后9~12 d交配所占比

例最大，约占总数的78.14%，部分雌虫在羽化后第

16 d才接受交配（图4）。从雌虫累计交配率来看，羽

化后第14 d累计交配率达94.41%（图5），表明这一时

间段内绝大多数雌虫性成熟，能够与雄虫交配。

柑橘木虱雌虫羽化后需经过9~10 d取食，使卵

巢得到发育，第11 d交配后可立即产卵。从图6可

知，不同雌性成虫产卵前期的差异明显，最短7 d，最
图 2 不同日龄柑橘木虱雄虫的交配率
Fig.2 Copulation rates of male D. citri with different day ages

图 3 不同日龄柑橘木虱雄虫的累计交配率
Fig.3 Cumulative copulation rates of male D. citri with diffe-

rent day ages

图 4 不同日龄柑橘木虱雌虫的交配率
Fig.4 Copulation rates of female D. citri with different day ages

图 5 不同日龄柑橘木虱雌虫的累计交配率
Fig.5 Cumulative copulation rates of female D. citri with di-

fferent day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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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0 d，平均为12.58±2.90 d（n=50）。雌成虫羽化后一

般在第11~12 d进入产卵高峰期，占个体总数的

56.00%。

2. 2 柑橘木虱成虫交配、产卵和若虫羽化昼夜节律

观察结果

2. 2. 1 成虫交配和产卵昼夜节律 室外观察发现，

柑橘木虱成虫的繁殖活动集中发生在3：00—21：00，

繁殖活动有一定的昼夜规律，且雌雄成虫活动昼夜

节律有明显差异。雌雄成虫交配或产卵前后均需补

充营养。21：00—3：00成虫大部分集中在叶背或嫩梢处，

除个别成虫发生交配行为外，其余个体一般不活动。

成虫交配在24 h中有两个高峰时段，分别在

9：00—10：00和16：00—17：00，其中以9：00—10：00

进行交配的个体最多（图7）。在成虫的两个交配高

峰时间段内，雄虫求偶和交配活动较活跃，21：00后

少有交配发生。雌雄成虫交配时体躯朝同一方向平

行排列；雌虫找到合适的产卵地点时，腹部卷曲开始

产卵（图8）。

雌虫交配结束后于11：00进入产卵活动期，其产

卵有两个高峰时段，分别在11：00—12：00和15：00—

16：00，其中以11：00—12：00进行产卵的个体最多

（图7）。在雌虫产卵的两个高峰时段，其明显比雄虫

活跃，且不接受雄虫的求偶与交配，通常单独在嫩梢

顶端寻找合适的部位产卵（图8）。

2. 2. 2 成虫羽化昼夜节律 室外笼养观察发现，

羽化前大部分5龄若虫会爬到嫩梢叶或成熟叶片背

面停留（图9），开始进入羽化阶段，成虫羽化后在羽

化地点直接取食或爬行到植株合适的位置取食。初

羽化的成虫大多集中在成熟叶片背面。若虫羽化主

要发生在2：00—20：00，20：00—2：00未发现若虫有

羽化活动（图10）。

雌雄成虫的羽化高峰时段略有不同。雌虫羽

化通常有2个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00—10：00和

13：00—14：00，以13：00—14：00羽化的个体数最多；

雄虫羽化只有1个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00—10：00

（图10）。表明雌雄成虫羽化日节律存在两性差异

现象。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柑橘木虱雌雄成虫的交配前

期分别为10.64±2.25和9.84±1.79 d，雌虫的产卵前期

图 6 不同日龄柑橘木虱雌虫的产卵率
Fig.6 Oviposition rates of famale D. citri with different day ages

图 7 柑橘木虱成虫的交配和产卵活动昼夜节律
Fig.7 Circadian daily rhythms of copulation and oviposition

of adult D. citri

图 8 柑橘木虱成虫交配和产卵
Fig.8 Copulation and oviposition of adult D. c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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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58±2.90 d，说明成虫初羽化都需经历一段时间

的取食和性成熟期才能进行交配和产卵，交配和产

卵前期是柑橘木虱成虫进行繁殖活动必须经历的阶

段，且成虫交配前期存在两性差异，雄成虫的性成熟

时间早于雌成虫。谢秀挺等（2016）研究证实柑橘木

虱成虫存在繁殖行为前期阶段，且会受温度变化的

影响，但该研究并未明确指出成虫的平均交配和产

卵前期。部分种类的昆虫如眉斑并脊天牛［Glenea.

cantor（Fabricius）］两性羽化出木后均有一个性成熟

期才能进行繁殖活动，也证明包括柑橘木虱在内的

部分种类昆虫存在一定时长的交配和产卵前期阶段

（Wang et al.，1998；Lu et al.，2013）。而扁木虱科昆

虫在成虫初羽化后有一段时间的取食发育才能进行

繁殖活动，如中国梨木虱［Psylla pyrisuga（Forster）］

的产卵前期为6 d（李庆和蔡如希，1994），其繁殖期

早于柑橘木虱成虫，由此可知，不同扁木虱科的昆虫

繁殖行为前期存在差异，且扁木虱科昆虫会根据自

身性器官发育情况选择在合适的时间进行繁殖活

动，也是昆虫进化过程中适应环境的结果。肖培彬

等（2017）通过对不同生长阶段柑橘木虱成虫生殖器

官的解剖发现，交配前期阶段雄虫的储精囊小且外

呈浅黄色，雌虫卵巢和受精囊呈白色，受精囊半透明

状，呈不饱满状态；交配期阶段雄虫贮精囊外层变为

橙色，明显大于交配前期的贮精囊，雌虫受精囊明显

变大；产卵阶段雌虫卵巢内有大量成熟的橙黄色卵，

受精囊内有白色精包，证明柑橘木虱成虫在交配前

期阶段不具备进行繁殖活动的能力，与本研究结论

一致。本研究在室内环境条件下得出柑橘木虱雌雄

成虫的平均交配前期和雌成虫平均产卵前期，今后

的防治工作可根据成虫存在交配前期这一特点，在

成虫还无法进行繁殖活动时期对其进行集中防治，

可有效压低种群的虫口数量，控制种群下一代的发

生量。本研究虽然获得一定温度条件下成虫交配和

产卵前期数据，但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是否会对成

虫平均繁殖前期产生影响的问题尚未解决，也可能有

其他的环境因素对成虫繁殖前期产生影响，因此还

需进行更多试验以明确成虫繁殖前期的时长范围。

当柑橘木虱成虫进入繁殖阶段，繁殖活动会呈

现一定的规律，成虫交配、产卵和羽化活动主要在

2：00—21：00进行，其活动高峰期分别为9：00—

10：00、11：00—12：00和9：00—10：00。成虫的繁殖

活动发生在白昼，且若虫羽化为成虫的活动集中在

成熟叶片背面，雄虫羽化高峰只发生在上午，而雌虫

在上午和下午各有一个羽化高峰，由此说明成虫羽

化存在两性差异现象。成虫羽化的两性差异现象存

在于部分种类昆虫中，如白星花金龟雌虫先于雄虫

羽化（王萍莉等，2018），而部分种类的昆虫不存在这

一现象，如黄野螟（王忠等，2018）。目前，已有研究

对柑橘木虱成虫繁殖活动的生物学特性进行详细记

录（王秀娟，2010），但繁殖活动的昼夜节律问题尚无

详细报道。Mankin等（2013）研究指出，昆虫在合适

的时间和地点活动可减少被天敌发现的概率，并可减

少分享同一资源的不同物种间的相互竞争，在获得

图 9 柑橘木虱初羽化成虫
Fig.9 Adult of newly eclosion D. citri

图 10 柑橘木虱雌雄成虫的昼夜节律
Fig.10 Circadian daily rhythms of male and female adults in

D. citr

羽
化
率
（

%
）

P
er

ce
nt

ag
e

of
ec

lo
si

on

时刻 Time

20.00

15.00

10.00

5.00

0.00

雌成虫羽化节律 Rhythm of female evlosion
雄成虫羽化节律 Rhythm of male evlosion

黎海霖等：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前期及活动规律研究

0：
00

1：
00

2：
00

3：
00

4：
00

5：
00

6：
00

7：
00

8：
00

9：
00

10
：0

0
11

：0
0

12
：0

0
13

：0
0

14
：0

0
15

：0
0

16
：0

0
17

：0
0

18
：0

0
19

：0
0

20
：0

0
21

：0
0

22
：0

0
23

：0
0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2014·

充足食料的前提下使昆虫种群的繁殖活动有规律地

进行。柑橘木虱成虫繁殖活动昼夜节律现象也是其

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竞争生存空间的结果。本研

究详细记录了柑橘木虱成虫繁殖活动的昼夜节律，可

为今后根据柑橘木虱成虫繁殖行为日节律的特点对

其进行防治及预测预报提供参考，但在不同季节成虫

的繁殖活动是否也符合这一规律有待进一步探究。

昆虫繁殖特性及活动规律是其长期进化的结

果，成虫在环境条件较稳定的情况下其繁殖活动规

律不会有明显变化。因此，探明昆虫繁殖前期及繁

殖活动规律，可为害虫种群的预测预报提供参考。

本研究通过探讨柑橘木虱成虫繁殖特性和繁殖活动

昼夜节律，可为今后防治柑橘木虱提供基础数据，最

终为从行为学角度防治该害虫提供新方法。

4 结论

柑橘木虱雌雄成虫交配和雌虫产卵前期分别

为10.64±2.25、9.84±1.79和12.58±2.90 d，雌雄成虫

交配前期存在两性差异；交配、产卵和羽化活动昼

夜节律集中在2：00—21：00，各活动高峰期分别为

9：00—10：00、11：00—12：00和9：00—10：00，雌雄成

虫羽化节律存在两性差异。可根据柑橘木虱成虫繁

殖行为前期及活动规律对其进行防治及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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