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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松饵木的松褐天牛幼虫空间格局及分布规律

温小遂1，邓 礼2，廖菲菲3，王忠辉1，熊彩云4*

（1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 萍乡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江西 萍乡 337000；
3 萍乡市林业局 开发区分局，江西 萍乡 337000；4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南昌 330013）

摘要：【目的】探讨危害松饵木的松褐天牛幼虫空间格局与垂直分布规律，为利用饵木进行松褐天牛虫情调查和

防治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选择9个样地设置不同胸径的饵木对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数量进行系统调查，应用6种聚

集度指数、Iwao m*-m回归模型和Taylor幂法则分析测定松褐天牛幼虫及其种群的空间分布型；利用种群聚集均数分

析聚集原因；系统调查松褐天牛幼虫在不同胸径和树高马尾松饵木上的分布规律。【结果】松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的

平均拥挤度m*>1，丛生指标I >0，聚块指数m*/m>1，Cassie指标Ca>0，扩散系数C >1，负二项分布指标K>0，表明松饵

木内松褐天牛幼虫呈聚集分布；Blackith聚集均数λ>2，说明聚集是由成虫的产卵习性与松饵木形成的特殊环境综合

作用的结果。松褐天牛幼虫种群个体间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α>0，β>1）；松褐天牛幼虫种群为聚集

分布，且聚集度依赖于密度（lga>0，b>1）。【结论】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呈聚集分布，聚集度依赖于密度；其聚集原因是

成虫的产卵习性与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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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onochamus al-
ternatus larvae on the bait-trees in Pinus massoniana fores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 for the pest population survey and
control of M. alternatus using bait-trees.【Method】Nine plots were selected to set bait-trees with different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DBH），and number of M.alternatus larvae on the bait-trees we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dis-
tribution pattern of M. alternatus larvae was determined by six aggregation indexes，Iwao m*-m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Taylor’s power law，the assembling reason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ggregation averages；additionally，the distribution
regulation of M. alternatus larvae on the bait-trees of different DBH and heights we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Re-
sult】Aggregation index test showed that mean crowding degree m*>1，clumping index I >0，patchiness index m*/m>1，
Cassie index Ca>0，diffusion coefficient C >1，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 K>0，so M. alternatus larvae in the pine bait-
trees presented pattern of aggregation distribution. Blackith aggregation mean λ>2，indicating that the aggregation might
be caused by the combined actions of the oviposition habit of the adults and the spe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med by
the bait-trees. The M. alternatus larvae were mutually attracted among individuals，and the individual groups were the ba-
sic components（α>0，β >1）. The M. alternatus larvae population tended to exhibit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in pine forests，
and the aggregation was depended on the density（lga>0，b>1）.【Conclusion】The spatial patterns of M. alternatus larvae
on the bait-trees is aggreg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pine forests. The aggregation dependeds on the density and is caused by
the combined actions of the oviposition habit of the adults and the spe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inly formed by the bait-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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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松褐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

Hope）属鞘翅目（Goleoptera）天牛科（Cerambycidae）

墨天牛属（Monochamus），是松树的主要蛀干害虫，

也是毁灭性病害松材线虫病（Bursaphelenchus xy-

lophilus）最主要的传播媒介（陈敬祥等，2017）。松

材线虫通过松褐天牛成虫取食松枝造成的伤口侵入

健康树体，并在树体内大量繁殖导致寄主树木枯死；

松褐天牛幼虫钻蛀为害生长衰弱的树木，切断其输

导组织，影响树体的水分和养分运输，从而加速了寄

主树木枯死（杨宝君等，2003；宁眺等，2005；王敏敏

等，2006）。松材线虫病与松褐天牛协同为害，给我

国林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对森林资源、自然景观

和生态环境等产生重大危害（杨宝君等，2003；宁眺

等，2005）。鉴于松褐天牛危害的严重性，监测和控

制其危害成为生态及林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松褐

天牛的诱杀技术方面，生产上常在林间选择胸径6~

14 cm的马尾松幼树设置饵木诱使松褐天牛成虫集

中产卵，利用该特性集中消灭天牛成虫、卵和幼虫，

以降低松褐天牛的种群数量，减少松材线虫传播机

会（吾中良等，2001；郭良红，2002；付甫永等，2009；

杨忠岐等，2012）；在生物防治方面，在饵木上释放花

绒寄甲能使林间松褐天牛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进

而持续控制松褐天牛种群（温小遂等，2016，2017）。

设置饵木简单易行，防治效果明显，是生产上常用的

防治松材线虫病技术措施。因此，掌握松褐天牛在

饵木上的分布特点及规律，对控制松褐天牛进而抑

制松材线虫病的传播蔓延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

进展】国内已有学者对松褐天牛的空间分布型及分

布规律进行了相关研究。张世渊等（2000）的研究结

果表明，松褐天牛在被害树上的数量分布为树干中

段>下段>梢段；陈顺立等（2001）选择马尾松的中龄

林伐倒木，采用每1 m为一个区段，分段逐株调查松

墨天牛的数量，结果表明，松墨天牛幼虫呈聚集分

布，其数量随马尾松树木胸径的增大而增多，幼虫在

树干上的分布数量下段>中段>梢段；王玲萍等

（2002）对主干2 m以下的松墨天牛幼虫进行空间格

局分析，结果表明，松墨天牛幼虫及其种群呈聚集分

布，由于未将调查样木伐倒，因此没有对2 m以上主

干中近80%的松墨天牛幼虫进行统计和分析；高尚

坤等（2015）选择胸径5~17 cm、树高约10 m的马尾

松进行松褐天牛分布规律分析，结果表明，松褐天牛

幼虫数量与树干胸径关系不显著，但与树干高度明

显相关，并建立了侵入孔与树干高度的关系式。【本

研究切入点】前人研究均选择松褐天牛自然为害的

马尾松为对象，松褐天牛空间分布的研究尚不完善，

且垂直分布规律方面的结果也存在差异。饵木是经

过引诱剂处理，对松褐天牛有强烈引诱作用的马尾

松，而目前对马尾松饵木内的松褐天牛空间结构及

分布规律均尚无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选

择9块样地设置不同胸径的饵木，对饵木内松褐天牛

幼虫数量进行系统调查，采用6种聚集度指数、Iwao

m*-m回归模型和Taylor幂法则研究饵木内松褐天牛

幼虫及其种群的空间分布特点，并系统调查松褐天

牛幼虫在不同胸径和树高马尾松饵木上的分布规

律，旨在为利用饵木进行松褐天牛虫情调查和防治

提供参考，为简便、快捷估计林间饵木上松褐天牛虫

口数量及科学释放天敌，开展生物防治提供基础

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地设在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林场（东经

114°45'，北纬 24°54'），马尾松纯林，面积80 ha，松林

密度1000~1500株/ha，树龄5~40年，树高5~15 m，胸

径5~30 cm，坡度10°~20°，郁闭度0.7~0.8。饵木引诱

剂主要含萜烯类等化合物，由江西省林业科学院

提供。

1. 2 试验方法

1. 2. 1 饵木设置 在试验地1~9号小班设置样地，

面积依次为 7.9、6.8、9.8、8.4、8.6、9.2、8.2、9.5和

6.2 ha，分别在上述样地设置胸径为6、7、8、9、10、11、

12、13和14 cm饵木，分别对应21、24、36、29、33、19、

20、10和7株马尾松，共199株。

于2016年5月下旬松褐天牛产卵高峰期，对以

上样株进行饵木处理。方法：在基部离地面约30 cm

处用刀砍3~4处，刀口深入木质部约1 cm。用饵木引

诱剂对清水配成3倍药液喷洒于刀口处，施药量

（mL）大致与饵木树干基部直径（cm）相当。引诱松

褐天牛成虫集中在饵木上产卵。

1. 2. 2 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调查 根据松褐天牛

幼虫为害习性，8月后4龄幼虫在树干上钻凿出侵入

孔进入木质部为害。由于1头松褐天牛幼虫只有1个

侵入孔，因此调查时以侵入孔数代表幼虫虫口数量。

10月伐倒饵木进行每木调查，采用陈顺立等（2001）

的调查方法，以每1 m为一个区段，从树干基部开始

编号，分段逐株调查松褐天牛侵入孔的数量，将调

查数据进行整理，分别计算样本平均密度（m）（虫口

数/段）和样本方差（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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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分析方法 采用平均拥挤度（m*）、丛生指

标（I）、聚块指数（m*/m）、Cassie指标（Ca）、扩散系数

（C）和负二项分布指标（K）分析松褐天牛幼虫在饵

木的聚集强度（丁岩钦，1994；张锋等，2006）。

平均拥挤度（m*）：m*=m+S2/m-1。当m*>1时为

聚集分布，m*=1时为随机分布，m*<1时为均匀分布。

丛生指标（I）：I=S2/m-1。当I >0时为聚集分布，

I=0时为随机分布，I<0时为均匀分布。

聚块性指标（m*/m）：平均拥挤度（m*）与平均密

度（m）之比。当m*/m>1时为聚集分布，m*/m=1时为

随机分布，m*/m<1时为均匀分布。

Cassie指标（Ca）：Ca=（S2-m）/m 2。当Ca>0时为

聚集分布，Ca=0时为随机分布，Ca<0时为均匀分布。

扩散系数（C）：C=S2/m。当C>1时为聚集分布，

C=1时为随机分布，C<1时为均匀分布。

负二项分布指标（K）：当8>K>0时为聚集分布，

K→+∞时为随机分布，K<0时为均匀分布。

利用Iwao m*-m回归模型和Taylor幂法则测定幼

虫种群的分布格局和内部结构；以Blackith种群聚集

均数（λ）分析聚集原因（丁岩钦，1994；张锋等，2006）。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19.0进行处理和方差分析，

运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通过方程式分别拟合饵

木内松褐天牛幼虫数量与树干胸径和高度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 1 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的空间分布型

2. 1. 1 聚集度指数分析结果 由表1可知，饵木内

松褐天牛幼虫各项聚集度指标均满足m*>1、I >0、

m*/m>1、Ca>0、C>1和8>K>0，表明饵木内松褐天牛

幼虫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

样地
Plot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密度（m）（头/段）
Average density
（pine sawyer/
wood section）

13.667
18.429
19.793
21.919
21.158
24.079
24.981
24.586
28.377

方差（S2）
Variance

109.878
147.751
148.415
212.238
209.526
237.210
314.241
240.664
368.605

平均拥挤度
（m*）

Average crowding
degree
20.708
25.447
26.290
30.602
30.062
32.931
36.560
33.377
40.368

丛生指标
（I）

Clumping
index
7.038
7.017
6.500
8.682
8.902
8.851
11.580
8.787
11.988

聚块性指标
（m*/m）
Patchiness

index
1.515
1.381
1.328
1.396
1.421
1.368
1.464
1.357
1.422

Cassie
指标（Ca）

Cassie
index
0.515
0.381
0.328
0.396
0.421
0.368
0.464
0.357
0.422

扩散系数
（C）

Diffusion
coefficient

8.038
8.017
7.500
9.682
9.902
9.851
12.580
9.787
12.988

负二项分布（K）
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
1.942
2.627
3.045
2.525
2.377
2.721
2.157
2.798
2.367

聚集均数（λ）
Aggregation

mean

3.246
4.603
5.440
4.399
4.107
4.791
3.671
4.947
4.088

表 1 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聚集度指标
Table 1 Aggregation index of the entrance hole bored by pine sawyer larvae

2. 1. 2 Iwao m*-m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Iwao m*-m

线性回归模型m*=α+βm得到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的

线性回归方程为：m*=0.730+1.369m（r=0.999）（图

1）。式中，α>0，β>1，说明松褐天牛幼虫种群为聚集分

布，且个体间相互吸引，其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

2. 1. 3 Taylor幂法则分析结果 利用Taylor幂法则

lgS2=lga+blgm得到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的线性回归

方程为：lgS2=0.046+1.705lgm。式中，lga>0，b>1，说

明松褐天牛幼虫种群在任何密度下均呈聚集分布，

且具有密度依赖性，m值越高，其聚集度也越高。

2. 1. 4 聚集原因分析 应用Blackith种群聚集均

数λ=mγ/2k分析松褐天牛幼虫种群聚集原因。式中，

γ为分布表中自由度等于2k时0.5概率值所对应的χ2

值。9块样地的λ值均大于2.000（表1），表明其聚集

原因是成虫聚集产卵的习性和环境异质性的共同

作用。

2. 2 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与饵木胸径的关系

饵木胸径对松褐天牛幼虫密度有显著影响（P<

0.05，下同），随着饵木胸径的增大，松褐天牛幼虫侵

入孔数增多（图2）。胸径6 cm饵木的平均侵入孔数

最少，为64.429±12.584个/株；胸径14 cm的侵入孔数

最多，为247.286±22.261个/株，为前者的3.84倍。除

胸径8和9 cm的平均幼虫侵入孔数间无显著差异外

（P>0.05，下同），其余胸径饵木的平均幼虫侵入孔数

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图 1 松褐天牛幼虫m*-m回归方程
Fig.1 The m*-m regression equation of pine sawyer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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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木上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y）与胸径（x）具

有显著相关性，其关系式可用二次抛物线方程进行

拟 合 ：y=0.152x2 + 17.691x - 39.202（df=8，190；F=

129.579，r=0.912）（图3）。

2. 3 不同高度饵木上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的分布

对不同高度饵木的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分布

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图4）表明，松褐天牛幼虫侵入

孔数随饵木高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

势，其中4.1~5.0 m高度的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最

多，为42.280个/段，与其他各高度的侵入孔数存在显

著差异；其次为3.1~4.0和5.1~6.0 m 2个高度，侵入孔

数分别为38.527和35.970个/段；0.1~1.0 m高度的侵

入孔数最少，仅为7.366个/段；3.1~6.0 m 3个高度饵

木幼虫侵入孔数量为116.777个，占总数的43.08%；

5.0 m后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随饵木高度的增加

而减少，9.1~10.0 m高度的侵入孔数仅为8.500个/段。

分析结果表明，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量（y）与

树干高度（x）显著相关，其关系式可用二次抛物线方

程拟合：y=-1.852x2 +18.997x-10.592（df=9，657；F=

90.434，r=0.713）（图5）。

3 讨论

空间分布型是种群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了

解昆虫种群的发生程度和扩散行为、制定种群管理

及持续控制对策等具有科学意义（丁岩钦，1994）。

本研究对9组饵木样段的调查结果进行空间分布型

检验分析，结果表明，6种聚集度指标结果均一致显

示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在林间呈聚集分布，且符合

负二项分布。Iwao m*-m线性回归检验证明其种群

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与陈顺立等（2001）、王玲

萍等（2002）在自然危害的马尾松上研究松褐天牛幼

虫空间分布型的结果一致，但本研究中饵木内松褐

天牛幼虫的平均密度是上述研究结果的2.5倍。Tay-

lor幂指法则分析结果表明，松褐天牛幼虫种群在任

何密度下均呈聚集分布，且聚集密度随种群密度的

升高而增加。

利用聚集均数分析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的聚

集原因，其聚集是成虫喜欢选择饵木集中产卵的习

图 2 不同胸径马尾松饵木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
Fig.2 Numbers of the entrance holes bored by pine sawyer lar-

vae on pine bait-tree trunks of different diameters at
breast height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4

图 4 不同高度马尾松饵木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
Fig.4 Numbers of the entrance holes bored by pine sawyer lar-

vae on pine bait-tree trunks of different heights

图 5 松褐天牛幼虫侵入孔数与饵木高度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ance holes bored by pine saw-

yer larvae and different heights of pine bait-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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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ance holes bored by the pine

sawyer larvae and diameters at breast height of the pine
bait-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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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松褐天

牛成虫在健康活立木上所产的卵因为有大量松脂将

其包裹，致使虫卵孵化率降低；孵化的幼虫也由上述

原因影响其正常取食，导致幼虫生长发育较差（司徒

春南等，2012）。因此，松褐天牛成虫选择衰弱木产

卵是其种群繁衍的必然要求，这种习性也是长期适

应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生存对策。此外，成虫产卵行

为又受衰弱木或饵木释放的挥发性物质所引导。宁

眺等（2006）研究证实饵木会挥发α-蒎烯和β-蒎烯等

萜烯类和乙醇组成的混合物，其对松褐天牛成虫产

卵有强烈的引诱作用；研究还发现饵木挥发物中

β -蒎烯和柠檬烯相对百分含量均高于衰弱木，而

α-蒎烯的相对百分含量及α-蒎烯与β-蒎烯的相对比

例则均低于衰弱木；并认为饵木的衰弱程度比衰弱

木更深，由此解释了林间防治采用加药设立饵木诱

集松褐天牛的原因。郝德君等（2008a，2008b）研究

证实，衰弱木会产生单萜类和乙醇等挥发性物质，松

褐天牛成虫利用这些挥发物的信息定向选择衰弱木

产卵。

吾中良等（2001）报道，松饵木平均诱集幼虫量

达58条/m2；郭良红（2002）和付甫永等（2009）也先后

证实饵木平均松褐天牛幼虫量分别高达147和194

头/株；杨忠岐等（2012）的研究结果显示，林间设置

饵木防治松褐天牛效果达70.25%；饵木防治区携带

松材线虫的病木数量较对照区显著降低。上述研究

数据与本研究结果可相互印证，均表明松褐天牛成

虫聚集选择饵木产卵而形成的幼虫分布受林间环境

的影响较大。当林间存在大量衰弱木的条件下，极

有利于松褐天牛种群的发生流行和扩散（郑永祥等，

2008）。因此，在松材线虫病疫区，应长期坚持彻底

清除林间枯死松木，以降低松褐天牛的种群密度，进

而遏制松材线虫病的传播蔓延。鉴于松褐天牛幼虫

的聚集特性，在林间可设置饵木诱集松褐天牛集中

产卵，在翌年松褐天牛成虫羽化迁飞前将其清除，从

而达到控制松褐天牛的目的（杨忠岐等，2012）。

在生物防治方面，在林间设置饵木可使松褐天

牛幼虫在饵木内大量发生，形成天然的“天敌繁育

场”，于饵木设置的第2年释放花绒寄甲等天敌防治

饵木内的越冬代老熟幼虫或蛹，不但能寄生松褐天

牛，还可使林间花绒寄甲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持续

将松褐天牛种群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杨忠岐等，

2012；温小遂等，2016，2017）。近年来，释放花绒寄

甲防治松褐天牛控制松材线虫病技术取得了重大突

破，一种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已逐步成

为控制松材线虫病的重要途径（杨远亮等，2013；张

彦龙等，2014）。杨忠岐等（2012）把饵木设置与释放

天敌花绒寄甲等措施相结合防治松褐天牛，防治效

果达90.25%。为了经济有效地开展天敌防治松褐天

牛，在释放天敌前必须掌握饵木上的松褐天牛数量，

按天敌与松褐天牛数量比例进行释放；而把饵木砍

倒计算松褐天牛数量费工费时，要大面积推广较困

难。本研究通过饵木松褐天牛侵入孔数据，建立了

松褐天牛侵入孔数与树干高度、胸径间的关系式方

程，可信度较高，可为更快捷地进行饵木松褐天牛虫

情调查提供一种有效方法，对松褐天牛防治具有指

导意义。

4 结论

松饵木内松褐天牛幼虫呈聚集分布，其种群个

体间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且聚集度

依赖于密度。聚集原因主要是成虫产卵习性与松

饵木特殊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松褐天牛侵入孔

数与饵木胸径和高度均呈显著相关，其关系式可分

别用二次抛物线方程y=0.152x2+17.691x-39.202和

y=-1.852x2+17.089x-5.2118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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