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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甘蔗二点螟（Chilo infuscatellus Sne-

llen）又称粟灰螟，属鳞翅目（Lepidoptera）螟蛾科

（Pyralidae）。二点螟分布较广泛，在印度、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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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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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生长发育的影响，为开展甘蔗二点螟人工大量饲养及防控技术研

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温度（26±1）℃的空调房中，挑取初孵二点螟幼虫单头接入培养皿内，分别饲以茭白茎段和

甜玉米粒块，每3 d更换1次食料，每天定时观察记录幼虫的发育情况和存活数量，幼虫化蛹后第2 d观察记录其性别

及称量体重，记录幼虫化蛹、蛹羽化、成虫死亡日期，计算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存活率及雌、雄性比。每处理重复50皿，

试验共培养3批次。【结果】取食茭白和甜玉米的二点螟幼虫平均历期雄性分别为22.54和26.29 d，雌性分别为24.69和

29.77 d，两者均达极显著差异水平（P<0.01）；取食茭白和甜玉米的二点螟蛹平均历期分别为8.68和8.94 d，成虫平均

寿命分别为4.12和3.90 d，两者均差异不显著（P>0.05）；蛹平均体重分别为0.0736和0.0651 g，差异达显著水平（P<

0.05）；初孵幼虫饲养至蛹时的平均存活率分别为49.30%和38.00%，饲养至成虫羽化时的平均存活率分别为46.00%和

36.00%；雌雄性比分别为0.70和0.55。【结论】甘蔗二点螟室内取食茭白较甜玉米更适合其个体的生长发育。

关键词：甘蔗二点螟；茭白；甜玉米；生长发育

中图分类号：S43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18）10-19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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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effects of Zizania latifolia and sweet corn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o infus-
catellus Snellen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large-scale artificial breeding of C. infuscatellus and control tech-
niques.【Method】Under（26±1）℃ indoor condition with air conditioner，single newly-hatched larva was selected and put
into the culture dish fed with Z. latifolia or sweet corn，which were replaced every 3 d.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sur-
vival rates of larvae were observed regularly every day. The sex and the weight of the pupa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on
the 2nd day after the larva turned into pupa. The dates when larvae pupated，adult emerged and died were recorded，and de-
velopmental periods，survival rates and sex ratio were calculated. Fifty dishes were repeated for each treatment，and three
batches were cultured in the experi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26±1）℃.【Result】When feeding on Z. latifolia and sweet
corn，the average duration of larva of C. infuscatellus for males were 22.54 and 26.29 d respectively，while for females were
24.69 and 29.77 d respectively. 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feeding on Z. latifolia and sweet corn
（P<0.01）. The average durations of pupae were 8.68 d and 8.94 d respectively，and the average life span of adults were
4.12 and 3.90 d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oods（P>0.05）. The average weights of
pupae were 0.0736 and 0.0651 g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P<0.05）. The average sur-
vival rate from hatching larvae to pupae of C. infuscatellus were 49.30% and 38.00% respectively，to adult were 46.00%
and 36.00% respectively. The sex ratios of female to male were 0.70 and 0.55 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show that feeding Z. latifolia indoor is more beneficial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 infuscatellus than
sweet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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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巴基斯坦、缅甸、菲律宾、朝鲜和中国均有发生，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北方粟的产区及南方甘蔗种植区

（胡玉伟等，2013；陈立君等，2014；王锦达等，2018）。

二点螟幼虫食性较杂，在南方主要为害甘蔗，在北方

为害粟，同时为害高粱、玉米、茭白、稗、狗尾草、香根

草和谷莠草等植物（黄诚华和王伯辉，2014）。二点

螟与条螟（C. sacchariphagus）、黄螟（Tetramoera

schistaceana）、大螟（Sesamia inferens）、白螟（Scir-

pophaga intacta）等均是危害甘蔗的主要螟虫。甘蔗

螟虫危害甘蔗整个生长期，苗期为害生长点造成枯

心苗，枯心率一般在10%~20%，严重的高达60%以

上，使糖分降低0.93%~3.50%；甘蔗生长中后期螟虫

钻蛀为害蔗茎，破坏蔗茎组织，妨碍甘蔗生长，降低

产量和糖分，引起风折；还可在蛀口部位诱发甘蔗赤

腐病，引起更严重的损失（杨友军，2003；黄应昆和李

文风，2006；覃振强等，2012；陈立君等，2014），上述

螟虫中以二点螟危害最严重，严重时占整个蛀螟为

害的87.23%（黄涛生，2003）。然而在对甘蔗二点螟

进行农药筛选、抗性研究及探讨昆虫不育技术应用

等防治技术研究中，昆虫的大量饲养技术是一个关

键问题。因此，解决二点螟的人工饲养技术问题，可

为二点螟防治技术研究提供大量、生长发育一致的

实验虫源，在二点螟的可持续控制技术研究中具有

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植食性昆虫与寄主植物

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植物的理

化性质在昆虫对寄主植物的选择、行为、生长中发挥

决定作用，且寄主植物的营养质量是影响昆虫生长

发育、繁殖的重要因素（李晶晶等，2014）。近年来，

关于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对桃小食心虫（Carposina

sasakii）（李定旭等，2012）、苹小卷叶蛾（Adoxophyes

orana）（孙丽娜等，2015）、亚洲玉米螟（Ostrinia fur-

nacalis）（苏国连等，2016）、斜纹夜蛾（Spodoptera li-

tura）（姚苗苗等，2016）、劳氏黏虫（Leucania loreyi）

（黄芊等，2018）、台湾稻螟（C. auricilius）（凌炎等，

2018）等鳞翅目昆虫生长发育及繁殖等的影响已有

大量报道。此外，不同寄主植物对烟粉虱（Bemisia

tabaci）（徐维红等，2003）、截形叶螨（Tetranychus

truncates）（庞保平等，2004）、西花蓟马（Frankliniel-

la occidentalis）（蒋兴川等，2011）、马铃薯甲虫（Lepti-

notarsa decemlineata）（罗进仓等，2012）、水椰八角铁

甲（Octodonta nipae）（席博等，2013）、苜蓿蚜（Aphis

craccivora）（孙程鹏等，2017）、九香虫（Aspongopus

chinensis）（王涌等，2017）等其他目昆虫的生长发育

及繁殖等的影响也有研究报道。上述研究均表明取

食不同寄主植物对植食性昆虫的发育历期、存活率、

蛹重量、成虫繁殖力等存在影响，在研究中也分析了

这些昆虫适宜的饲养寄主。【本研究切入点】甘蔗二

点螟作为甘蔗上的重要害虫，目前的研究报道主要

有发生规律、预测方法和防治技术等（黄涛生，2003；

关中秀和苏开武，2005；詹儒林等，2010；黄诚华等，

2010；潘雪红等，2011），在甘蔗二点螟饲养上虽然黄

桂凤（1977）以甘蔗苗作为饲料进行了饲养，但未对

其存活率等进行描述。目前尚未见寄主植物对甘蔗

二点螟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选用在南方容易获得的两种甘蔗二点螟的寄主

植物茭白和甜玉米分别进行甘蔗二点室内人工饲养

研究，观察不同寄主植物对其发育历期、蛹重、成虫

寿命等的影响，为开展甘蔗二点螟的人工大量饲养

及防控技术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虫源

供试甘蔗二点螟采自广西上思县昌菱农场，

2017年4月底于二点螟为害高峰期从蔗田中采集新

鲜的枯心苗剥出二点螟幼虫，在室内用新鲜的甘蔗

幼苗嫩梢单头饲养至化蛹，成虫羽化后按多头雌虫

配多头雄虫一起接入到放置有盆栽甘蔗幼苗的笼

中，并饲以20%蜂蜜水供其取食，确保有雌虫能正常

交配产卵。甘蔗二点螟成虫产卵后，将产有卵块的

叶片剪下，剪成带卵块的叶段后置于铺有湿滤纸的

玻璃培养皿（直径9 cm）内进行保湿并待其孵化，二

点螟幼虫孵化后供试。

供试食物为新鲜的甜玉米棒和茭白茎，均为从

市场上购买的无公害新鲜食物。

1. 2 试验方法

将茭白茎切成1 cm×1 cm×3 cm大小的长柱形

茭白段，甜玉米棒切成2排共4粒并连着玉米芯的玉

米粒块，将茭白段和玉米粒块分别放入培养皿（直

径 9 cm）内，每皿放置1份，挑取同一天孵化的甘蔗

二点螟初孵幼虫单头接入培养皿内，每处理重复50

皿。将接好幼虫的培养皿编号后叠放在塑料篮内并

置于温度（26±1）℃的空调房中饲养，每3 d更换1次

食料，每天定时观察记录幼虫的发育情况和存活数

量，幼虫化蛹后第2 d观察记录其性别及称量体重，

记录幼虫化蛹、蛹羽化、成虫死亡日期，计算各虫态

的发育历期、存活率及雌雄成虫性比。试验共培养3

批次。

1. 3 统计分析

对试验所得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运用SPSS 18.0

进行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测验。

李德伟等：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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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发育历期的

影响

由表1可知，取食不同食物对甘蔗二点螟的生

长发育有明显影响。取食茭白的二点螟幼虫平均历

期比取食甜玉米的短，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

下同）；取食茭白的雄性幼虫及雌性幼虫的平均历期

均比取食甜玉米的短，分别短3.75和5.08 d，且均存

在极显著差异。取食茭白和甜玉米的二点螟蛹平均

历期分别为8.68和8.94 d，两者差异不显著（P>0.05，

下同）；取食茭白的雌蛹平均历期与取食甜玉米的平

均历期差异不显著，但取食茭白的雄蛹平均历期比

取食甜玉米的短，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的二点螟成虫平均寿命分别为

4.12和3.90 d，两者差异不显著；取食这两种食物的

二点螟雌、雄成虫寿命差异亦不显著。

2. 3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存活率的影响

取食不同食物对甘蔗二点螟存活率的影响见

图1。分析结果表明，取食茭白的二点螟平均存活率

比取食甜玉米的高，但两者差异不显著；饲养至化蛹

时取食茭白的二点螟平均存活率为49.30%，取食甜

玉米的平均存活率为38.00%；饲养至成虫羽化时取

食茭白的二点螟平均存活率为46.00%，取食甜玉米

的平均存活率为36.00%。

2. 4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雌、雄性比的

影响

由表3可知，取食茭白和甜玉米的甘蔗二点螟

雌雄性比分别为0.70和0.55，以茭白饲养甘蔗二点螟

获得的成虫及雌虫明显多于以甜玉米饲养，表明用 茭白饲养甘蔗二点螟更有利于其繁殖后代。

虫态及指标
Stage and index

蛹重（g）Pupal weight

性别
Sex

♀+♂
♀
♂

甜玉米 Sweet corn
统计样本数 N

56
22
34

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
0.0651±0.0203b
0.0864±0.0139

0.0513±0.0079b

茭白 Z. latifolia
统计样本数 N

73
32
41

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
0.0736±0.0230a
0.0944±0.0176
0.0573±0.0095a

虫态及指标
Stage and index

幼虫历期（d）Larval duration

蛹历期（d）Pupal duration

成虫寿命（d）Adult longevity

性别
Sex

♀+♂
♀
♂

♀+♂
♀
♂

♀+♂
♀
♂

甜玉米 Sweet corn
统计样本数 N

57
22
35
50
18
32
48
17
31

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
27.63±3.71aA
29.77±3.53aA
26.29±3.18aA

8.94±0.93
8.44±0.86
9.22±0.87a
3.90±1.70
3.76±1.60
3.97±1.76

茭白 Z. latifolia
统计样本数 N

73
32
41
69
29
40
68
28
40

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
23.48±2.84bB
24.69±2.31bB
22.54±2.88bB

8.68±0.90
8.79±0.73
8.60±1.01b
4.12±2.08
3.71±1.80
4.40±2.24

表 1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发育历期及成虫寿命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feeding Zizania latifolia and sweet corn on developmental periods and adult longevity of C. infuscatellus

同行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表2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
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2. 2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蛹重的影响

由表2可知，甘蔗二点螟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后

的平均蛹重分别为0.0736和0.0651 g，两者达显著差

异水平，表明甘蔗二点螟取食茭白比甜玉米更有利

于蛹体重的增长。分析发现甘蔗二点螟取食茭白和

甜玉米后其雌蛹的平均蛹重差异不显著，而雄蛹的

平均蛹重差异达显著水平。

表 2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蛹重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feeding Z. latifolia and sweet corn on pupal weight of C. infuscatellus

图 1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存活率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feeding Z. latifolia and sweet corn on survi-

val rate of C. infuscatellus

茭白 Z. lat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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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的因素较多，如气候环境

（易传辉等，2007；赵磊等，2015）、食物（朱俊洪等，

2005；李定旭等，2012）、重金属（柳琳和夏嫱，2016）、

硒等微量元素（韩晓霞等，2015，2017）、低剂量杀虫

剂（冯从经等，2008；黄柯程等，2010；罗光华等，

2016）和不同地理种群（陈元生和涂小云，2016）等，

这些因素均会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如幼虫历期、蛹

历期、蛹重、存活率和成虫寿命等。其中，食物是影

响昆虫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凌炎等，2018）。已有

研究表明，桃小食心虫在杏、李、桃、枣、苹果和梨上

取食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存在显著影响，桃小食心

虫幼虫的发育历期在李上取食最短，梨上最长；整个

幼虫期的存活率以李最高，梨最低；单雌平均产卵量

以枣和桃最高（李定旭等，2012）。以桃、苹果、李和

杏4种果树叶片为食料，苹小卷叶蛾全世代的发育历

期在苹果上最短，李上最长；取食桃的蛹重最重，李

最轻；世代存活率在桃和苹果上较高，在李和杏上较

低；在桃上产卵最多，杏上最少；净增殖率以桃上最

高，杏最低；内禀增长率也以在桃上最高，表明桃树

叶有利于其种群增长（孙丽娜等，2015）。亚洲玉米

螟取食玉米、甘蔗、四季豆和筒蒿后，其虫龄及产卵

量存在明显差异，用四季豆饲养亚洲玉米螟，其发育

历期短，幼虫及蛹体重最重，成虫产卵量较玉米、甘

蔗等处理大，在室内条件下四季豆可能更适宜亚洲

玉米螟的生长发育（苏国连等，2016）。斜纹夜蛾取

食烟草、白菜、黄瓜、西红柿和南瓜后，幼虫的头壳宽

度、体长、发育历期和蛹历期均有显著差异，取食南

瓜、黄瓜和西红柿的幼虫发育历期较长，而取食白菜

和烟草的幼虫发育历期较短（姚苗苗等，2016）。以

玉米、水稻、甘蔗和稗草叶片为食物，劳氏黏虫幼虫

历期以取食玉米的最短，甘蔗最长；非成虫期存活率

以取食玉米的最高，稗草最低；雌成虫蛹重量以取食

玉米的最重，稗草最轻；取食玉米的雌成虫产卵量最

多，甘蔗最少（黄芊等，2018）。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对植食性昆虫的生长发育存在明

显影响。不同寄主植物表皮韧度、光滑度及所含的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糖类等营养物质不同，昆虫取

食难易及其获得的营养也不同，致使其在存活率、生

长发育速率和成虫寿命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一般而言，较短的发育时间和较强的繁殖能力

反映出昆虫对特定寄主的适应性，植食性昆虫幼虫

期较高的存活率和较短的发育历期是衡量其与寄主

适合度的重要指标（孙程鹏等，2017）。本研究结果

表明，甘蔗二点螟分别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幼虫发

育历期及蛹重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取食茭白的

二点螟幼虫平均存活率较高，但与取食甜玉米的平

均存活率差异不显著，在供试的茭白和甜玉米中，取

食茭白的幼虫生长发育好，幼虫发育历期短、存活率

较高、蛹较重。茭白和甜玉米均为二点螟的自然寄

主，分别以茭白和甜玉米饲养二点螟幼虫均能使二

点螟完成世代生活史，多对雌、雄成虫一起接入产卵

笼时能收集到受精的卵块并能进行继代饲养，但在

二点螟交配产卵过程中观察发现，单对雌、雄成虫配

对时不能保证其交配成功，因此常收集不到受精卵，

田间采集的幼虫或蛹经室内以甘蔗嫩梢饲养羽化的

成虫在进行单对雌、雄成虫配对产卵时亦存在难以

保证交配成功的问题。由于单对雌、雄成虫配对难

以保证雌成虫成功交配，因此，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对

二点螟繁殖力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报道，台湾稻螟取食茭白的发育历期较短、

存活率较高、蛹较重，在水稻、薏苡、甘蔗、玉米和茭

白5种寄主植物中取食效果仅次于取食水稻，是有利

于台湾稻螟生长发育的一种植物（凌炎等，2018）；二

化螟初孵幼虫分别用水稻苗、茭白、水稻+荸荠3种方

法喂饲，在整个幼虫期用茭白饲养的二化螟幼虫发

育历期和化蛹历期最短（孟凤霞等，2003）；以茭白果

肉和水稻茎作为食料，茭白上的二化螟幼虫总历期、

卵历期显著短于水稻上的二化螟，其成虫寿命、幼虫

存活率、化蛹率等均显著高于水稻上的二化螟，取食

茭白的二化螟蛹和成虫显著大于取食水稻的个体

（陈建明等，200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茭白可作为

多种危害禾本科植物鳞翅目类昆虫的优良饲料。本

研究结果也表明茭白对甘蔗二点螟个体的生长发育

良好。甘蔗是二点螟的主要自然寄主，在田间受二

点螟为害严重，然而在前期的预试验中，若将甘蔗嫩

梢切成小段或剥开切成小块放入培养皿中饲养二点

螟幼虫时其死亡率远高于放入甜玉米或茭白段饲养

的死亡率，其原因可能是甘蔗嫩梢切成小段或剥开

切成小块后容易干枯或腐烂发黑，如果以整根甘蔗

嫩梢单头饲养二点螟幼虫，其虽然能很好地生长，但

这种饲养方法只能利用甘蔗嫩梢部分，不利于实验

室大量繁育观察且浪费甘蔗材料；此外，甘蔗嫩梢比

茭白和甜玉米更易变质，需要更频繁地更换饲料。

因此，从经济及操作性方面考虑甘蔗在室内饲养二

点螟不是一种理想的饲养植物。而另一方面，茭白

和玉米虽然是二点螟的自然寄主，在室内也是很好

的饲养饲料，但在田间二点螟对茭白和玉米的危害

表 3 取食茭白和甜玉米的甘蔗二点螟雌雄性比
Table 3 Female-male ratio of C. infuscatellus feeding Z. latifo-
lia and sweet corn

寄主植物
Host plant
甜玉米 Sweet corn
茭白 Z. latifolia

雌虫（头）
Female

17
28

雄虫（头）
Male

31
40

雌雄性比
Female-male ratio

0.55
0.70

李德伟等：茭白和甜玉米对甘蔗二点螟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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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严重，不是茭白和玉米的主要害虫，其在田间选

择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4 结论

甘蔗二点螟幼虫取食茭白和甜玉米均能较好

地生长发育，但取食茭白的二点螟幼虫、蛹发育历期

更短，成虫寿命更长，蛹体重更重，存活率更高，表明

甘蔗二点螟室内取食茭白较甜玉米更适合其个体的

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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