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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对烟蚜及被寄生蚜的
取食选择与气味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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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2种捕食性瓢虫对烟蚜及被烟蚜茧蜂寄生烟蚜（以下简称寄生蚜）的取食选择和气味反应，为合

理利用多种天敌昆虫组合防治烟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室内分别将不同寄生龄期的寄生蚜和等量未被寄生正常

烟蚜（以下简称烟蚜）供给瓢虫取食，分别计算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和4龄幼虫对烟蚜及寄生蚜的取食率；以烟蚜

的不同虫态作为气味源，利用嗅觉仪测定2种瓢虫对寄生蚜气味的反应。【结果】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均会取

食1日龄和2日龄寄生蚜及烟蚜，且对二者的取食选择性无显著差异（P>0.05，下同）；2种瓢虫成虫对3日龄和4日龄寄

生蚜取食率显著低于烟蚜（P<0.05，下同），对该龄期寄生蚜的取食选择性较弱。七星瓢虫幼虫对2日龄寄生蚜和烟蚜

的取食选择性无显著差异，但对4日龄寄生蚜的取食选择性显著低于烟蚜，取食后寄生蚜与烟蚜混合群体形成僵蚜的

比例较高；异色瓢虫幼虫对较高日龄寄生蚜仍表现出明显的捕食，对2日龄和4日龄寄生蚜取食选择性与烟蚜均无显

著差异，从而使取食后寄生蚜与烟蚜混合种群形成的僵蚜比例较低。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除对烟蚜成蚜气味表

现出明显的趋向反应外，还分别对僵蚜壳和寄生蚜表现出一定的趋向性。【结论】2种瓢虫成虫在低日龄寄生蚜和烟蚜

间无明显的取食选择性，在高日龄寄生蚜和烟蚜间存在明显的取食选择性；七星瓢虫幼虫在2日龄寄生蚜和烟蚜间无

明显的取食选择性，但对4日龄寄生蚜的取食选择性显著低于烟蚜；异色瓢虫幼虫在2日龄和4日龄寄生蚜与烟蚜间无

明显取食选择性。2种瓢虫成虫对烟蚜成蚜气味的趋向作用强于寄生蚜和僵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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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feeding preference and odor response of two kinds of predatory ladybirds to Myzus persi-
cae（Sulzer）and M. persicae parasitized by Aphidius gifuensis（reffered as parasitic aphids in the following part）were
studi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natural enemies to control M. persicae.【Method】Para-
sitic aphids of different parasitic ages and the same amount of normal aphids without parasitism（referred as aphids in the
following part）were fed to ladybirds respectively in the laboratory，and the feeding rates of adult ladybirds and fourth in-
star larvae to M. persicae and parasitic M. persicae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response of two ladybirds to the
odor of parasitic aphids was determined by olfactometer. Experiment using different states of M. persica as odor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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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运用多种天敌协同防治是害虫防

治的重要策略（唐平华等，2013），但同种害虫的不同

天敌之间存在生态位重叠，可能存在由于捕食性天

敌对寄生初期寄主的捕食现象，从而影响协同防治

的效果（原国辉等，2000；刘军和和贺达汉，2008；徐

海云等，2011）。因此，在选择运用多种天敌联合防

治害虫时，需平衡天敌释放种类，从而降低由于捕食

性天敌对寄生性天敌及其寄主的取食而影响防治效

果。近年来，烟蚜茧蜂和瓢虫已广泛应用于烟蚜的

防治实践（Yang et al.，2009；陈杰等，2015；谷星慧

等，2015），但两种天敌同时使用时的生态位重叠产

生的竞争鲜有研究。因此，尽快探明两类天敌竞争

对协同防治效果的影响对害虫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原国辉等（2000）研究表明，菜田潜

叶蝇的3种捕食性天敌瓢虫间、捕食性天敌蜘蛛和寄

生性天敌寄生蜂间均存在激烈的种间竞争。Zang和

Liu（2007）研究发现，烟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

dius）的捕食性天敌小黑瓢虫（Delphastus catalinae）

会通过取食体内含有浅黄恩蚜小蜂（Encarsia so-

phia）幼虫的烟粉虱若虫从而降低浅黄恩蚜小蜂的

种群密度，最终影响协同防治效果。王夸平等

（2013）研究发现，烟蚜茧蜂和异色瓢虫结合释放防

治烟蚜的效果优于单一释放。任茂琼等（2014）研究

发现，3种朱砂叶螨捕食性天敌的种间干扰和竞争作

用大于种内个体之间，且随自身密度的增加，天敌昆

虫成虫对朱砂叶螨的捕食作用逐渐减小，干扰和竞

争均增大。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发现，在烟蚜茧蜂

与异色瓢虫的共存系统中，增加异色瓢虫的数量，异

色瓢虫和烟蚜茧蜂对烟蚜的个体控制数量均会降

低；增加烟蚜茧蜂的数量，则显著降低种内的个体寄

生量，但对异色瓢虫的控蚜作用无明显影响（可芮

等，2017）。【本研究切入点】七星瓢虫（Cocconella

septempunctata）、异色瓢虫（Haronoa axyridis）和烟

蚜茧蜂（Aphidius gifuensis）是烟蚜［Myzus persicae

（Sulzer）］的重要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昆虫，在自然

界中瓢虫和烟蚜茧蜂是烟蚜天敌系统的优势种群

（Seko and Miura，2008；邹钺等，2012）。然而，对于

这2种瓢虫与烟蚜茧蜂间是否存在取食选择性，尤其

是在烟蚜茧蜂寄生烟蚜初期所形成的被寄生蚜（以

下简称寄生蚜）与未被寄生正常烟蚜（以下简称烟

蚜）在体形和色彩上无明显差异，瓢虫是否仍会取食

低日龄寄生蚜并因此对烟蚜的防治产生影响尚不清

楚。【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云南烟田烟蚜的主要捕

食性天敌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及寄生性天敌烟蚜茧

蜂为材料，于室内条件下采用培养皿法研究捕食性

瓢虫的成虫及幼虫虫态对正常蚜虫和寄生蚜的取食

选择，并利用四臂嗅觉仪探究供试2种瓢虫与烟蚜茧

蜂协同防治烟蚜的可行性，为合理利用多种天敌昆

虫组合防治烟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昆虫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采自云南省保

山市隆阳区丙麻乡烟田，在实验室内饲养3代供试；

烟蚜采自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三营镇，在室内（25±

1）℃、相对湿度（70±5）%、光周期16 L∶8 D的人工气

候箱（型号RG-300，康恒仪器有限公司）饲养3代供

试。供试烟苗品种为K326，由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

【Result】Adult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could feed on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 of 1 or 2 instar.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eed rate on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P>0.05，the same below），the feed rate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on 3 and 4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n aphids（P<0.05，the
same below）and the feeding selectivity on 3 and 4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was weak.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eding selectivity of the larvae of C. septempunctata between the 2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but its feeding selec-
tivity on 4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aphids. After eating，the proportion of mummied aphids was
high in the mixed group of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 The larvae of H. axyridis showed prey on parasitic aphids with old
instars，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ed selectivity between the 2 instar and 4 instar parasitic aphids，and fi-
nally led to the low rate of the mummied aphids in the mixed group of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 Adult C. septempuncta-
ta and H. axyridis showed an evident response to the odor of adult aphids，and also showed certain tendency to shell of
mummied aphids and parasitic aphids.【Conclusion】There is no selectivity between the young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 for adult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but evident selectivity between the old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 The larvae C. septempunctata show no feed selectivity between the 2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but its se-
lectivity for the 4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aphids. There is no evident feed selectivity between the
2 and 4 instar parasitic aphids and aphids. Adult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show stronger odor response to aphids
than parasitic aphids and mummified aphids.

Key words：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Harmonia axyridis；Aphidius gifuensis；Myzus persicae（Sulzer）；parasitic
aphid；feed selectivity；odor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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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镇红花大金元基地提供。

1. 2 取食选择性测定

1. 2. 1 寄生蚜及供试昆虫 挑选体形大小基本一

致、健康的瓢虫成虫及4龄幼虫若干接入有足够烟蚜

的养虫笼中让其充分捕食24 h后，单头放入12孔细

胞培养板中（单孔单虫）饥饿处理24 h供试；选取同

一天羽化的烟蚜茧蜂，按雌雄比1∶1的比例放入底部

置有蜂蜜水浸润棉花的指形管（R=23 mm，H=8 cm）

中，交配处理24 h供试。

以直径15 cm的培养皿为容器，皿底平铺用清

水浸润的滤纸（d=15 cm），将新鲜烟叶剪下，背面朝

上平铺在滤纸上，用清水和蜂蜜水浸润过的棉花将

烟叶周边压实以保证烟叶水分。保鲜膜封口后，用

1号昆虫针在保鲜膜上扎若干密集小孔保证气体交

换正常。挑选70头体型大小一致的2~3龄健康烟蚜

接入准备好的养虫皿中，接入经交配处理的8头烟蚜

茧蜂雌蜂和2头雄蜂（接入烟蚜茧蜂雌蜂的头数经预

试验确定，保证经24 h寄生处理后70头烟蚜被寄生

后能产生95%即66头以上的僵蚜，正式试验时从这

70头经寄生处理的烟蚜中挑取50头寄生特征较明显

的烟蚜作为寄生蚜供试），置于培养箱中（25±1）℃、

相对湿度（70±5）%、光周期16 L∶8 D饲养，培育不同

寄生时长的寄生蚜。

分别从含有不同寄生时长的寄生蚜和烟蚜的

养虫皿中各挑取体型、大小、龄期一致的寄生和未被

寄生的烟蚜各50头，放入新制备的养虫皿中的烟叶

上，由此每皿共接入烟蚜100头供试。

1. 2. 2 取食选择性确定 将被烟蚜茧蜂寄生1、2、

3和4 d的寄生蚜与正常蚜虫各50头混合后，再将单

头供试瓢虫接入培养皿中使瓢虫自由取食24 h，放

入瓢虫后每隔12 h观察一次并记录皿中剩余的蚜虫

量。24 h后，将瓢虫移出养虫皿，统计养虫皿中剩余

的蚜虫量；继续培养剩余的烟蚜直至不再有新的僵

蚜形成，期间每天观察和记录形成的僵蚜数量，处理

期间每隔12 h观察一次，并将新生的蚜虫从试验皿

中清除掉。每组试验重复3次。

待不再有新的僵蚜形成后，根据被七星瓢虫或

异色瓢虫取食后，通过群体中形成的僵蚜总数和接

取出瓢虫时剩余的蚜量（即剩余蚜虫中僵蚜所占比

例）统计被取食的寄生蚜和未被寄生的健康烟蚜数

量，计算瓢虫对寄生蚜和未被寄生健康烟蚜的取食

率，比较剩余烟蚜中僵蚜和正常蚜虫的比例，从而确

定2种瓢虫对寄生蚜和正常烟蚜间的捕食选择性。

按如下公式计算取食率。

烟蚜取食率（%）=［处理烟蚜量-（瓢虫取食后剩

余总烟蚜量-取食后总僵蚜

量）］×100/处理烟蚜量

寄生蚜取食率（%）=（处理寄生蚜量-取食后总

僵蚜量）/处理寄生蚜量×

100

1. 3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对不同形态烟蚜气味的

嗅觉测定

采用四臂嗅觉仪（型号PSM4-400，南京普森仪

器设备有限公司）测定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

烟蚜成蚜、被烟蚜茧蜂寄生3~4 d的寄生蚜、僵蚜（寄

生5~6 d以上）和僵蚜壳的趋向性。分别取烟蚜成

蚜、寄生蚜、僵蚜和僵蚜壳各30头，以薄纱网包裹分

别置于四臂嗅觉仪的4个臂，测定2种瓢虫对不同形

态烟蚜的趋向性。整个试验在暗室内进行，重复10

次。每进行3次试验后交换气味源的位置，从而降低

光和磁场对2种瓢虫的干扰。每批次试验开始时，将

气味源装好后，预先抽气10 min后开始试验。

1. 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6和SPSS 24.0进行数据处理，检

验数据间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烟蚜和寄生蚜的

取食选择性

2. 1. 1 2种瓢虫成虫对烟蚜和不同日龄寄生蚜的

取食率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寄生蚜和烟蚜

的取食选择性结果（表1）表明，2种瓢虫成虫对1日龄

和2日龄寄生蚜的取食率均略高于烟蚜，但差异不显

著（P>0.05，下同）；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3日

龄和4日龄寄生蚜取食率显著低于烟蚜（P<0.05，下

同）。说明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被烟蚜茧蜂

寄生后1~2 d的寄生蚜与烟蚜间无取食选择性，2种

瓢虫成虫均能取食被烟蚜茧蜂寄生后1~2 d的寄生

蚜，从而降低烟蚜茧蜂的种群数量。

2. 1. 2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捕食后烟蚜混合

群体中僵蚜形成的比例 由表2可看出，在被七星瓢

虫或异色瓢虫成虫取食后，被烟蚜茧蜂寄生后1日龄

和2日龄的寄生蚜处理组僵蚜形成率分别为48.37%

和43.48%、49.19%和45.25%；而3日龄和4日龄寄生

蚜处理组僵蚜形成率分别为56.29%和57.91%、79.38%

和70.67%，说明被烟蚜茧蜂寄生初期的烟蚜与正常

烟蚜一样被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捕食，而寄生

后较高日龄的寄生蚜被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捕食



8期 ·1551·徐继伟等：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对烟蚜及被寄生蚜的取食选择与气味反应

瓢虫种类
Ladybird species

七星瓢虫
C. septempunctata

异色瓢虫
H. axyridis

捕食对象
Prey target

烟蚜
寄生蚜
烟蚜

寄生蚜

不同寄生时长下瓢虫对不同蚜态的取食率（%）
Feeding rate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parasitic aphids in different parasitism time

1 d
38.00±5.03b

42.00±4.16bA
54.00±24.20aB
65.33±11.22aA

2 d
39.43±3.76

45.33+6.77A
42.67±13.48B
53.33±9.61A

3 d
46.67±3.71b

31.33±4.67cB
84.00±4.16aA
41.33±4.67bB

4 d
41.33±1.76b

19.33±1.33cC
74.00±7.21aAB
38.00±1.64bB

表 1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烟蚜及寄生蚜的取食选择性
Table 1 Feeding selectivity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M. persicae and of parasitic aphids

同行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瓢虫取食不同寄生时间蚜虫的取食率差异显著（P<0.05）；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瓢虫取食相同寄生
时间蚜虫的取食率差异显著（P<0.05）。表2~表4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the feeding rates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aphids with different parasitism period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the feeding rates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aphids with the same parasitism
period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Table 4

的数量较少，即大多数能发育形成僵蚜。表明七星

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1日龄和2日龄寄生蚜间无

明显的取食选择性，取食后使寄生蚜与烟蚜混合群

体中寄生蚜发育形成僵蚜的比例较低，而对3日龄

和4日龄寄生烟蚜的取食选择性较弱，使寄生蚜与

烟蚜混合种群中寄生蚜发育形成僵蚜的比例较高。

瓢虫种类
Ladybird species

七星瓢虫 C. septempunctata

异色瓢虫 H. axyridis

捕食对象
Prey
target

烟蚜
寄生蚜
烟蚜

寄生蚜

不同寄生时长下瓢虫对不同蚜态的取食率（%）
Feeding rate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parasitic aphids with different parasitism time

2 d
45.50±5.12

38.00±12.36A
53.50±6.99

50.00±4.08B

4 d
50.00±6.78a

25.50±4.57bB
60.50±7.27a

62.00±6.63aA

瓢虫种类
Ladybird species

七星瓢虫 C. septempunctata
异色瓢虫 H. axyridis

烟蚜与不同日龄寄生蚜混合种群被取食后僵蚜形成率（%）
The proportion of mummified aphids in the remaining aphids consist of

M. persicae and parasitic aphids at different instars after prey
1 d

48.37±0.41B
49.19±7.86B

2 d
43.48±0.65B
45.25±0.94B

3 d
56.29±0.37bA
79.38±3.46aA

4 d
57.91±0.49bA
70.67±0.41aA

表 2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捕食后剩余蚜虫中僵蚜的比例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mummified aphids in the remaining aphids after the prey by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表 3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幼虫对不同寄生时长寄生蚜的取食率
Table 3 Feeding rate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parasitic aphids with different parasitism periods

2. 2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幼虫对烟蚜和寄生蚜的

取食选择性

2. 2. 1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幼虫对烟蚜和寄生蚜

的取食率 由表3可知，七星瓢虫4龄幼虫对2日龄寄

生蚜和烟蚜的取食率无明显差异，但对4日龄寄生蚜

的取食率（25.50%）显著低于对烟蚜的取食率

（50.00%）；异色瓢虫4龄幼虫对2日龄和4日龄寄生蚜

的取食率与对烟蚜的取食率间均无显著差异。表明

异色瓢虫对较高日龄寄生蚜仍表现出明显的捕食作

用，当田间异色瓢幼虫遇到寄生烟蚜时仍可取食。

2. 2. 2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幼虫捕食后烟蚜混合

群体中僵蚜形成的比例 由表4可看出，被烟蚜茧蜂

寄生后的2日龄寄生蚜与健康烟蚜按1∶1数量混合供

七星瓢虫取食后剩余烟蚜混合种群中形成的僵蚜

比例为51.84%，而被烟蚜茧蜂寄生后4日龄寄生蚜处

理的僵蚜所占比例为60.20%，后者显著高于前者，

表明七星瓢虫幼虫对初寄生蚜具有明显的取食选择

性。被烟蚜茧蜂寄生后2日龄寄生蚜与烟蚜按1∶1

数量混合供异色瓢虫取食后剩余的烟蚜混合种群

中形成僵蚜的比例为52.42%，而被烟蚜茧蜂寄生后

4日龄寄生蚜处理的僵蚜所占比例为49.15%，二者间

无显著差异，表明异色瓢虫幼虫对初寄生烟蚜和较

高日龄寄生烟蚜无明显的取食选择性。

综上所述，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4龄幼虫对2日

龄寄生烟蚜具有取食选择性，取食后寄生蚜与烟蚜

混合群体中寄生蚜发育形成僵蚜的比例较低；对4日

龄寄生烟蚜而言，七星瓢虫4龄幼虫的取食选择性较

弱，从而使寄生蚜和健康烟蚜混合种群中寄生蚜发

育形成僵蚜的比例较高，异色瓢虫4龄幼虫的选择性

较强，从而使混合种群中僵蚜的形成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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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蚜 aphid
僵蚜 mummified aphid
僵蚜壳 empty shell of mummified aphid
寄生蚜 parasitized aphid
未选择 no choice

2. 3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不同形态蚜虫

气味的嗅觉反应

对于七星瓢虫，当以烟蚜成蚜、寄生蚜、僵蚜和

僵蚜壳作为气味源时，七星瓢虫成虫对烟蚜成蚜的

气味具有强烈的嗅觉趋向反应，其次为僵蚜壳，其

中，在处理后1和3 min，分别有50.0%和70.0%的七星

瓢虫成虫选择了成蚜，有20.0%的七星瓢虫成虫选择

趋向于僵蚜壳，10.0%的七星瓢虫成虫选择趋向于僵

蚜，未见有七星瓢虫成虫趋向于寄生蚜；在处理后5

和10 min，七星瓢虫成虫对僵蚜未表现出选择趋向

行为，但在处理10 min时有10.0%的七星瓢虫表现出

对寄生蚜的趋性。可见，七星瓢虫成虫对烟蚜成虫

表现出明显的趋向性（图1-A）。

对于异色瓢虫，当以烟蚜成蚜、寄生蚜、僵蚜和

僵蚜壳作为气味源时，在处理后1和3 min，异色瓢虫

成虫对烟蚜成蚜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选择率达

50.0%，而对于僵蚜壳、僵蚜和寄生蚜的累积选择率

仅有10.0%，有20.0%的异色瓢虫未进行选择；随着

处理时间的延长，异色瓢虫成虫仍表现出对成蚜气

味的趋向性，到处理后5和10 min时，对成蚜的选择

率分为80.0%和90.0%，而对僵蚜壳、僵蚜和寄生蚜

的趋向性逐渐降低，其中在5 min时除对正常蚜具有

趋向性外，仅10.0%的异色瓢虫趋向于僵蚜，10.0%的

异色瓢虫未进行选择，在10 min时除对正常蚜具有趋

向性外，仅10.0%的异色瓢虫趋向于寄生蚜（图1-B）。

综上所述，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除对未被

烟蚜茧蜂寄生的烟蚜成蚜气味也表现出明显的反应

外，七星瓢虫成虫对僵蚜壳也表现出一定的趋向性，

而异色瓢虫对寄生蚜表现出一定的趋向性。当与烟

蚜茧蜂同时存在时，七星瓢虫对烟蚜表现出明显的

选择性，其次为僵蚜壳，而异色瓢虫除对烟蚜表现出

明显的选择性外，其次为寄生蚜。

图 1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对不同形态烟蚜的气味嗅觉反应
Fig.1 Odor response of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to M. persicae with different stautus

A：七星瓢虫；B：异色瓢虫
A：C. septempunctata；B：H. axyridis

3 讨论

瓢虫和烟蚜茧蜂是烟蚜的重要天敌昆虫，也是

烟田中烟蚜的两类主要天敌（杨松等，2010；邹钺等，

2012；邱睿等，2016），瓢虫为捕食性天敌，烟蚜茧蜂

为寄生性天敌，但二者在生态位上相同。本研究发

现，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会取食体内含有烟蚜茧蜂

幼虫的低日龄寄生烟蚜从而降低系统中烟蚜茧蜂的

种群密度，该结果与烟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di-

us）的寄生性天敌浅黄恩蚜小蜂（Encarsia sophia）和

捕食性天敌小黑瓢（Delphastus catalinae）间的干扰

竞争效应（Zang and Lin，2007）相似。因此，在烟蚜

茧蜂寄生烟蚜的初期，瓢虫和烟蚜茧蜂2种天敌同时

存在会影响二者对烟蚜的协同防治效果，但随着烟

蚜茧蜂在寄生蚜体内的生长发育，七星瓢虫成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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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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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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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蚜 aphid
僵蚜 mummified aphid
僵蚜壳 empty shell of mummified aphid
寄生蚜 parasitized aphid
未选择 no choice

成蚜 Aphid
僵蚜 Mummified aphid
僵蚜壳 Empty shell of mummified aphid
寄生蚜 Parasitic aphid
未选择 No choice

选
择
比
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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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瓢虫后时间（min）
Time after releasing ladybirds

瓢虫种类
Ladybird species

七星瓢虫
C. septempunctata
异色瓢虫
H. axyridis

捕食后烟蚜混合群体中僵蚜形成的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mummified aphids in the

remaining mixed aphid group after prey
2 d

51.84±7.78B

52.42±6.10

4 d
60.20±8.38aA

49.15±5.08b

表 4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4龄幼虫捕食后烟蚜混合群体中
僵蚜形成比例
Table 4 The proportion of mummified aphids in the mixed M.
persicae group after the prey by 4-instar C. septempunctata and
H. axyridis

成蚜 Aphid
僵蚜 Mummified aphid
僵蚜壳 Empty shell of mummified aphid
寄生蚜 Parasitic aphid
未选择 No choic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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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幼虫、异色瓢虫成虫对高日龄寄生蚜的取食作用

降低，但异色瓢虫幼虫对于4日龄寄生蚜仍表现出强

烈的捕食作用，从而影响田间烟蚜茧蜂的种群密度。

因此，在田间释放七星瓢虫、异色瓢虫和烟蚜茧蜂协

同防治烟蚜时，应协调两类天敌昆虫的释放时间，在

适宜时期释放合适天敌，以发挥更高效的防治作用。

这也符合Holland等（2008）提出要根据目标害虫种

群动态来制定相应的天敌防治策略。

植食性昆虫释放一些能吸引寄生性天敌或捕

食性天敌的利它素在构成三级营养联系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这种利它素主要存在于植食性昆虫的

粪便、蜜露、丝、口腔分泌物、表皮、卵、雌蛾尾片、鳞

片和血淋巴等部位，同时受昆虫种类、种群、个体、身

体部位、生理状态及一些环境因子的影响，而在数量

和质量上发生变化（白树雄等，2001）。本研究发现，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对烟蚜成蚜气味反应敏感，与

韩宝瑜和陈宗懋（2000）、韩宝瑜等（2001）研究报道

的异色瓢虫对茶蚜利它素及茶蚜气味具有明显的行

为反应结果相似，但本研究发现七星瓢虫成虫对烟

蚜茧蜂羽化后留下的僵蚜壳释放的气味表现出一定

的趋向反应，而异色瓢虫成虫对被烟蚜茧蜂寄生形

成的寄生蚜气味表现出一定的趋向反应，可能与2种

瓢虫自身对气味的敏感程度有关，但确切原因有待

进一步探究。此外，烟蚜茧蜂的寄生行为需要刺破

蚜虫表皮产卵，因此猜测低龄期（寄生时长≤2 d）的

寄生蚜或许因为烟蚜茧蜂产卵造成的机械损伤而产

生了某种对瓢虫的刺激性气味，从而产生了对瓢虫

的引诱效果，而随着龄期的增长，被烟蚜茧蜂刺破的

伤口开始愈合，高龄期（寄生时长≥3 d）的寄生蚜随

着烟蚜体内烟蚜茧蜂幼虫龄期的增长，寄生蚜外形

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寄生蜂幼虫龄期的增加烟蚜体

色显著变浅，身体内容物逐渐丧失，体型明显膨胀，

直至寄生蜂幼虫在烟蚜体内化蛹，形成有金属光泽

的僵蚜，瓢虫可能因高日龄寄生蚜这一系列的形态

变化而优先选择未被寄生的正常烟蚜取食，但确切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另一种可能性是瓢虫因高龄

期的烟蚜茧蜂幼虫在寄生蚜体内释放了某种信息致

使瓢虫放弃了对其取食，从而更多地取食正常烟蚜，

但显然如果这种信息存在，对异色瓢虫幼虫是无

效的。

烟蚜茧蜂寄生烟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烟蚜

茧蜂产卵后，可能因为过寄生导致烟蚜死亡，也可能

由于烟蚜的免疫能力杀死烟蚜茧蜂幼虫而导致没有

形成僵蚜，但如果试验设计中使用寄生蚜来计算烟

蚜茧蜂的寄生率，对于高日龄寄生蚜尚属可行，对于

低日龄寄生蚜不仅其寄生状态难以通过肉眼和显微

镜观察辨别，其寄生数量也无法准确判断。因此，为

了得到更准确的试验结果，进行正式试验前需通过

多组预试验以保证寄生蚜的产率，并使僵蚜数量能

够代表剩余蚜虫中寄生蚜的数量。具体方案如下：

制备寄生蚜的培养皿中接入不同数量的烟蚜茧蜂雌

蜂，筛选可保证70头烟蚜中能够产生95%僵蚜的最

佳蜂蚜比，然后正式试验时再从以最佳蜂蚜比接蜂

的70头烟蚜中挑选寄生特质明显的50头烟蚜作为试

验对象，保证这50头寄生蚜形成僵蚜的数量在98%

以上，从而避免因低日龄烟蚜寄生特征不明显而产

生的误差；其次，在瓢虫取食处理后，除自然形成的

僵蚜外，一旦发现烟蚜死亡，及时镜检解剖观察其体

内是否有烟蚜茧蜂幼虫，如发现过寄生死亡或意外

死亡寄生蚜也算入总僵蚜量中，以进一步降低试验

误差。由此认为，经过瓢虫取食后剩余的烟蚜一部

分为正常烟蚜，另一部分形成僵蚜的为寄生蚜。

在嗅觉试验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被烟蚜茧蜂寄

生初期的寄生蚜与未被寄生的正常烟蚜成蚜间在形

态上无明显差异，故本研究中在2种瓢虫对寄生蚜气

味的嗅觉反应测定时，选用了具有明显形态差异的

较高日龄寄生蚜进行测定，而未对1日龄和2日龄寄

生蚜进行气味嗅觉反应测定，因此2种瓢虫对于1

日龄和2日龄寄生蚜的取食选择性是否是由该龄期

寄生蚜释放的气味引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供

试瓢虫虫态，本研究选取瓢虫的成虫虫态和4龄幼虫

为试验对象，因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发现，在捕食

性瓢虫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主要以成虫形态度过，在

幼虫的4个龄期中，综合龄期持续时间和日均捕食

量，捕食能力最强的龄期是4龄幼虫期，因此在幼虫

虫态中选取了4龄幼虫期。

本研究是在室内恒定条件下测定2种瓢虫对被

烟蚜茧蜂寄生后形成的寄生蚜的捕食作用，为科学

利用天敌瓢虫和烟蚜茧蜂复合控制烟蚜技术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指导。但在田间实际条件下，可能会受

湿度、温度、降雨量、光照强度及环境中复杂的植物

气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七星瓢虫和异色

瓢虫在田间对被烟蚜茧蜂寄生后不同日龄的寄生蚜

的捕食作用还有待在田间自然条件下进一步探究。

4 结论

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在低日龄寄生蚜和

正常蚜间无明显的取食选择性，但在高日龄寄生蚜

和正常烟蚜间存在明显的取食选择性，表现为对正

常烟蚜的取食选择性强于高日龄寄生蚜；七星瓢虫

幼虫在2日龄寄生蚜和正常蚜间无明显的取食选择

性，但对4日龄寄生蚜的取食选择性显著低于正常

蚜；异色瓢虫幼虫在2日龄和4日龄寄生蚜与正常蚜

间无明显取食选择性。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成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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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蚜成蚜气味的趋向作用强于寄生蚜和僵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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