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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特征
贾永超，禹 田，张晓明*，李 强*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201）

摘要：【目的】研究3种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特征，为生态调控玉米田害虫提供理论基础。【方

法】以目测法、网捕法和诱集法等对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3种间作模式玉米田（玉米单作、玉米马铃薯间作、玉米马铃

薯向日葵间作）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的组成和结构进行系统调查，采用群落特征指数和主分量分析法对不同间作模式

玉米田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特征及其相似性进行分析。【结果】调查区玉米田共发现天敌节肢动物2纲（昆虫纲和蛛形纲）

6目（鞘翅目、双翅目、膜翅目、半翅目、革翅目和蜘蛛目）22科92种2442头，其中玉米单作模式田有2纲4目（鞘翅目和双

翅目、膜翅目和蜘蛛目）12科37种780头，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田有2纲5目（鞘翅目、双翅目、膜翅目、革翅目和蜘蛛目）

17科38种834头，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有2纲5目（鞘翅目、双翅目、膜翅目、半翅目和蜘蛛目）18科46种828头；

天敌群落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表现为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玉米马铃薯间作田>玉米单作

田，而优势度指数和优势集中性指数则表现为玉米单作田>玉米马铃薯间作田>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玉米单

作田在苗期与玉米马铃薯间作田在苗期的天敌群落相似度最高，为0.682；玉米单作田在花粒期与玉米马铃薯向日葵

间作田在苗期的天敌群落相似度最低，为0.290。在玉米单作田中，瓢虫类、寄生蜂类和长足虻类个体数量共同主导

天敌群落变化；在玉米马铃薯间作田中，长足虻类和蜘蛛类个体数量共同主导天敌群落变化；在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

作田中，寄生蜂类、步甲类和长足虻类个体数量共同主导天敌群落变化。【结论】3种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中以玉米马

铃薯向日葵间作田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种类最丰富、稳定性最强，可在云南昭通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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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ropods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enemies of
pests under different intercropping patterns in maize fields

JIA Yong-chao，YU Tian，ZHANG Xiao-ming*，LI Qiang*

（Collage of Plant Protection，Yun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resources in Yunnan，Kunming 6502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enemies in maize fields under three different inter-

cropping patterns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cological control of maize pests.【Method】The composi-

tion and structure of natural enemy groups in three intercropping patterns（maize，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and maize-

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in Ludian，Zhaotong，Yunnan were investigated systematically by visual observation，

net catching and trapping method.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imilarities of natural enemy communities in diffe-

rent intercropping pattern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 index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e-

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ze field in the study area were found that the natural enemies arthropod belonging to 2

classes（Insecta and Arachnoidea），6 orders（Coleoptera，Diptera，Hymenoptera，Hemiptera，Dermapteran and Araneae），

20 families，92 species and 2442 individuals. There were 2 classes（Insecta and Arachnida），4 orders（Coleoptera，Diptera，

Hymenoptera and Araneae），12 families，37 species and 780 individuals in maize monoculture field. In maize and potato

intercropping fields，there were 2 classes（Insecta and Arachnida）5 orders（Coleoptera，Diptera，Hymenoptera，Derma-

toptera and Araneae），17 families，38 species and 834 individuals. There were 2 classes（Insecta and Arachnida），5 orders

（Coleoptera，Diptera，Hymenoptera，Hemiptera and Araneae），18 families，46 species and 828 individuals in maiz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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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玉米（Zea mays L.）是全球重要的

粮食作物，同时是全球种植范围最广、产量最高的谷

类作物（田聪颖，2014）。截至2017年，我国玉米种植

面积达3546万ha，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31.7%；玉米

总产量达2.02 亿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2.7%（魏小

林，2018）。云南省玉米种植面积约133万ha，在省内

粮食作物中居第一位，产量居第二位，但每年因害虫

危害造成较大的产量损失，成为部分地区农民脱贫

的重要障碍（黄钰淼等，2015）。昭通是云南玉米主

产区之一，近年来玉米与马铃薯间作的模式较普遍，

部分种植区还出现玉米马铃薯向日葵的间作模式。

本研究根据昭通市玉米种植的实际情况，通过研究

玉米田不同间作模式对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

为科学制定玉米间作方案，更大程度发挥天敌对害

虫的控制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对实现玉米田害虫综

合防控，提升玉米田生态、经济效益，促进当地群众

脱贫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国外有通

过在玉米田中间作林木，利用落叶成功控制玉米田

斜纹夜蛾（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的先例（Ti-

wari et al.，2005）；在南非洲玉米种植中，并改变种植

模式，提升了玉米田天敌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并

分析不同种植模式中天敌控制作用的差异，发现

玉米间作田天敌作用好于玉米单作田（Soufbaf et

al.，2012；Midega et al.，2014）。田耀加等（2012）研

究发现，甜玉米间作不同作物后蜘蛛群落较单作玉

米田种类更丰富，更有利于发挥对害虫的控制作用。

岳磊等（2014）通过对花椒与玉米、大豆等不同作物

间作田天敌群落进行系统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玉

米大豆花椒间作模式还是花椒玉米、花椒大豆间作

模式，天敌群落的丰富度、稳定性均高于花椒单作

田。可胜杰（2015）研究发现，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

较玉米单作模式天敌群落更丰富，对害虫生态调控

的效果更凸显。柴正群等（2016）研究不同复杂生境

对玉米田天敌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云南普洱地

区作物丰富度的提高有助于天敌种群增加，能提升

天敌的控害能力。【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已有玉米马

铃薯间作对玉米田昆虫群落和天敌群落影响的文献

报道，但未见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对天敌群落影

响的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云南省昭通市鲁

甸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玉米示范园为调查区，用

目测法、网捕法和诱集法等对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

天敌节肢动物群落进行系统调查，掌握不同间作模

式下玉米田天敌群落的组成及其变化规律，系统分

析不同间作模式对天敌群落的影响，为生态调控玉

米害虫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调查材料 玉米品种为云瑞7号，由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获得；马铃薯（Sola-

num tuberosum L.）品种为云薯902，由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选育获得；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品种为晋葵9号，由山西金鼎生物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选育获得。

1. 1. 2 试验区情况 调查区属滇东北冷凉玉米种

植带，海拔2158 m，年均降水量960 mm，年均气温

11 ℃，无霜期200 d。试验地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龙树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玉米示范园（东经

103°47 ′，北纬27°32 ′）内，该示范园地势平坦，土质

均为营养相对较丰富的岩性土壤。地表有少许禾本

科杂草，周围部分为玉米马铃薯间作田，部分为玉米

单作田。调查期间，玉米田按常规管理。所选择的

间作模式样地类型有：（1）玉米单作田（MM）：连片

种植面积2.5 ha，播种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行间距

tato and sunflower intercropping fields. The richness index，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of natural enemy commu-

nity were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field>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field>maize monocropping field，while

the dominance index and dominance concentration index were maize monocropping field>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field>maize-potato - sunflower intercropping field. The similarity of natural enemy community between single cropping

field and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field was the highest in seeding stage（0.682），the similarity of natural enemy com-

munity between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field in flower and seed filling stage and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

ping field in seeding stage was the lowest（0.290）. In maize monoculture field，the number of ladybugs，parasitic wasps

and gadfly dominated the change of natural enemy community. In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fields，the number of indi-

viduals of gadfly and spiders jointly dominated the change of natural enemy communities. In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

cropping fields，the dominant natural enemy communities were parasitic wasps，alphitobius diaperinus and gadfly.【Con-

clusion】The natural enemy community in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field is the richest in species and the most

stable. Therefore，this pattern can be promoted in Zhaotong，Yunnan.

Key words：maize；natural enemies；arthropod；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intercropping pattens；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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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cm左右，株间距30 cm左右，在连片种植的区域内

共设3块样地，面积分别为0.089、0.096和0.098 ha，样

地随机排列，间隔120~160 m。（2）玉米马铃薯间作

田（MP）：连片种植面积15.0 ha，马铃薯播种时间为

2016年4月5日，玉米播种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2行

玉米套种2行马铃薯，玉米行间距40 cm，株间距30

cm，玉米与马铃薯行间距30 cm，马铃薯行间距40

cm，株间距30 cm；在连片种植的区域内共设3块样

地，面积分别为0.068、0.077和0.070 ha，样地间随机

排列，间隔120~160 m。（3）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田（MPF）：连片种植面积3.2 ha，向日葵播种时间为

2016年3月30日，马铃薯播种时间为2016年4月5日，

玉米播种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自左向右依次为马

铃薯带、玉米带和向日葵带，其中马铃薯带宽2 m，共

6行；玉米带宽1.2 m，共4行；向日葵带宽30 cm，共

2行；玉米株间距30 cm，玉米行间距40 cm，玉米与

马铃薯行间距30 cm，玉米与向日葵行间距30 cm，马

铃薯株间距40 cm，马铃薯行间距40 cm，马铃薯与向

日葵行间距30 cm，向日葵株间距30 cm，向日葵行间

距30 cm；在连片种植的区域内共设3块样地，面积分

别为0.111、0.132和0.120 ha，样地间随机排列，间隔

120~160 m。

玉米单作田边缘离玉米马铃薯间作田靠近的

边缘直线距离2600 m左右，玉米马铃薯间作田处于

玉米单作田和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的中间，其

边缘距离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靠近的边缘直线

距离1700 m左右。

1. 1. 3 试验用具 捕虫网：长1.5 m，直径36 cm，由

河南云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黄板：25 cm×30

cm，双面特粘黄板，由山东腾盛商贸有限公司生产；

黄盘规格：20 cm×17.5 cm×4 cm，PVC材质，由华南

农业大学生产；糖醋液：按照酒水糖醋以质量比1∶2∶

3∶4配制，酒为当地市场上购买的散装玉米酒，酒精

浓度约50%，水为当地自来水，糖为当地购买的固体

状红糖，蔗糖含量约90%，醋为海天牌老陈醋；奥林

巴斯双目解剖镜：奥林巴斯解剖镜SZ51，普赫光电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1. 2 调查方法

于2016年5月7日玉米出苗后开始首次定期定

点系统调查，至2016年9月15日玉米收获完毕后调查

结束，分别于玉米三叶期（5月7日）、拔节期（5月27

日）、小喇叭口期（6月17日）、大喇叭口期（7月5日）、

抽雄期（7月20日）、抽丝期（8月2日）、乳熟期（8月17

日）、蜡熟期（9月1日）和完熟期（9月15日）各调查一

次，周年每块样地共调查9次，每次调查时间为9：00~

15：00，遇雨天顺延。根据玉米生育进程将三叶期至

拔节期归为苗期，将拔节期至抽丝期归为穗期，将抽

丝期至完熟期归为花粒期（马磊磊，2014）。每块样

地均同期、同时采用植株观察法、网捕法、糖醋液诱

集、黄盘诱集和黄板诱集5种调查方法。植株观察

法：在每个样地以棋盘式10点取样进行调查，每个点

调查2株玉米，每样地共调查20株，3种模式玉米田每

次调查9块样地，共180株，准确记录玉米上天敌节肢

动物的种类、数量。网捕法：在行走路线上边走边呈

Z字形扫网，来回挥网一次记为1网，每样地调查一次

扫网30次。黄板、黄盘和糖醋液诱集法：每块样地放

置2块黄板，在玉米行间对角处，将黄板用竹竿固定

并悬挂在竹竿上部，黄板的悬挂方向为所有样地均

统一朝南北方向，随着玉米植株高度的变化不断调

节黄板的高度，悬挂高度始终保持在超过玉米植株

顶端5~10 cm的位置；在黄盘中倒入约50 mL立白洗

洁精，加自来水至黄盘的2/3处，搅拌均匀，将2个黄

盘分别放置在试验样地玉米行中对角、与黄板对称

的玉米植株根部附近；在每块样地玉米行最中间位

置，悬挂放置糖醋液诱集瓶1个，瓶内糖醋液约占容

积的2/3（张晓明等，2015）。

1. 3 标本鉴定

观察植株时直接记录天敌节肢动物种类及数

量，对黄板、网捕、黄盘和糖醋液中标本用奥林巴斯

双目镜鉴定分类到种，对暂时不能鉴定的标本进行

编号后请专家协助鉴定。

1. 4 分析方法

1. 4. 1 群落特征指数 采用下列公式对节肢动物

群落特征指数进行分析。

Margalef丰富度指数：Dma=
S - 1
lnN

Shannon多样性指数：H'=-∑
i = 1

s

p ilnpi

Shannon均匀度指数：J'=
H'

H'max
=

H'
ln S

Simpson优势集中性指数：C=∑
i = 1

s

p2
i =∑

i = 1

s

( N i /N )2

Berger-Parker优势度指数：D=Nmax/N

式中，Dma表示丰富度指数，反映物种丰富度与

个体总数间的关系；S表示群落中总物种数量；N表

示物种总个体数量；pi表示第i种天敌的个体数量占

群落总个体数量的百分数；Ni表示第i个种群的个体

数量；Nmax表示群落中优势种群的个体数量（柴正群

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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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相似性分析 根据杰卡特（Jaccad）相似性

系数Cj=j/（a+b-j）计算，其中，j为群落A与B的共有种

数；a为群落A含有的全部种数，b为群落B含有的全

部种数（于景金，2009）。

1. 4. 3 主分量分析 以调查数据为样本，以类群

种类为划分依据，将划分后各类群天敌节肢动物个

体数量设为变量，计算各因子特征向量与负荷量值

（周玉锋，2009）。

1. 4. 4 统计分析 运用SPSS 21.0对试验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用Excel 2016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节肢动物的组成

对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调查共记录天敌节肢

动物2纲（昆虫纲和蛛形纲）6目（鞘翅目、双翅目、膜

翅目、半翅目、革翅目和蜘蛛目）22科92种2442头（表

1）。其中，玉米单作模式田调查到天敌2纲4目（鞘翅

目、双翅目、膜翅目和蜘蛛目）12科37种780头，优势

类群依次为步甲类、瓢虫类、长足虻类和蜘蛛类，优

势种为中华婪步甲（Harpalus sinicus）、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基黄长足虻（Dolichopus simu-

lator）和白斑狼蛛（Striped soldier）；玉米马铃薯间作

模式田调查到天敌2纲5目（鞘翅目、双翅目、膜翅目、

革翅目和蜘蛛目）17科38种834头，优势类群依次为

长足虻类、步甲类和蜘蛛类，优势种为基黄长足虻、

丽青步甲（Chlaenius pericallus）、黄腰长足虻（Di-

aphorus lividus）和白色蟹蛛（Thomisus albus）；玉米

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调查到天敌2纲5目（鞘翅

目、双翅目、膜翅目、半翅目和蜘蛛目）18科46种828

头，优势类群依次为步甲类、瓢虫类、长足虻类和隐

翅甲类，优势种为谷婪步甲（Harpalus calceatus）、异色

瓢虫、丽长足虻（Sciapus sp.）和冠突眼隐翅虫（Ste-

nus coronatus）。

2. 2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玉米不同生育进程天敌

群落的相似性分析结果

由表2可看出，玉米单作模式田在苗期与玉米

马铃薯间作模式田在苗期的天敌物种相似度最高，

为0.682；其次为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玉米

在穗期和花粒期，天敌物种相似度为0.643；天敌物

种相似度最低的为玉米单作田的花粒期与玉米马铃

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的苗期，相似度为0.290。说明

3种不同种植模式玉米田在玉米不同生育进程中的

天敌群落相似度存在一定差异。

表 1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节肢动物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natural enemy arthropod in maize filed with different intercropping patterns

科
Family

步甲科 Carabidae
瓢甲科 Coccinellidae
长足虻科 Aslidae
隐翅甲科 Staphylinidae
寄蝇科 Tachinidae
食蚜蝇科 Syrphidae
小蜂科 Chalcididae
锤角细蜂科 Diapriidae
郭公虫科 Cleridae
姬蜂科 Ichneumonidae
茧蜂科 Salticidae
猎蝽科 Reduviidae
肿腿蜂科 Bethylidae
泥蜂科 Sphecidae
球螋科 Labiduridae
细蜂科Serphidae
蜂虻科 Bombylidae
蟹蛛科Thomisidae
狼蛛科 Lycosidae
肖蛸科 Tetragnathidae
园蛛科 Araneidae
跳蛛科 Salticidae
合计 Total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attern

种
Species

9
6
4
3
1
2

2
3

1
1

2
3

37

所占比例
（%）

Percentage

24.32
16.22
10.81
8.11
2.70
5.41

5.41
8.11

2.70
2.70

5.41
8.11

个体数（头）
Individual

number
（individual）

348
189
72
15
3
27

9
42

3
11

16
45

780

玉米马铃薯间作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种
Species

6
3
6
3
2
1
1

2
1

2
1
1
1

2
1
2
3

38

所占比例
（%）

Percentage

15.79
7.89

15.79
7.89
5.26
2.63
2.63

5.26
2.63

5.26
2.63
2.63
2.63

5.26
2.63
5.26
7.89

个体数（头）
Individual

number
（individual）

255
33

363
21
9
3
3

36
3

6
3
3
3

21
9
25
38

834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种
Species

12
6
4
3
2
3
2
1
2
1
1
1
1

1
2
1
2
1
46

所占比例
（%）

Percentage

26.09
13.04
8.70
6.52
4.35
6.52
4.35
2.17
4.35
2.17
2.17
2.17
2.17

2.17
4.35
2.17
4.35
2.17

个体数（头）
Individual

number
（individual）

216
183
126
84
57
39
12
3

18
6

15
3
3

11
20
9

17
6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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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特征指数分析

结果

由表3可知，3种间作模式中玉米田天敌群落的

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以玉米马

铃薯向日葵间作田最高，分别为3.568、8.007和0.932，

玉米单作田在3种间作模式中的优势度指数和优势

集中性指数最高，分别为0.123和0.056。3种间作模

式玉米田天敌群落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

度指数均表现为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玉米马

铃薯间作田>玉米单作田；而优势度指数和优势集中

性指数则恰好相反，表现为玉米单作田>玉米马铃薯

间作田>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说明玉米马铃

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的天敌群落丰富度最高、稳定性

最强。

2. 4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特征的时序

动态分析结果

玉米单作田、玉米马铃薯间作田和玉米马铃薯

向日葵间作田的天敌多样性指数周年波动分别为

1.95~3.14、2.68~3.37和2.94~3.24，天敌群落多样性指

数周年平均值分别为2.72、2.95和3.02，玉米马铃薯

向日葵间作田天敌群落多样性指数周年变化幅度最

小、平均值最高，群落较稳定（图1-A）。玉米单作田、

玉米马铃薯间作田和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天敌

群落丰富度指数周年波动分别为3.46~6.55、4.85~

6.35和5.72~7.14，平均值分别为4.99、5.63和6.22，3种

间作模式中，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的天敌群

落丰富度指数年平均值最高、周年波动幅度最小

（图1-B）。由图1-C可知，在天敌个体数量上，玉米马

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与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田周

年数量相差较小，均高于玉米单作模式田。由图1-D

可知，3种间作模式田中天敌群落周年均匀度指数变

化幅度表现为玉米单作田>玉米马铃薯间作田>玉米

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从周年群落特征变化来看，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的稳定性、丰富度和

均匀度均最高，与天敌群落特征指数分析结果一致。

2. 5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的主分量分析

结果

由表4可知，3种不同模式间作玉米田天敌群落

中排在前3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均在80.00%以上。

玉米单作田天敌群落第一主成分（PC1）代表寄生蜂

类天敌个体数量、瓢虫类天敌个体数量和长足虻类

天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子；第二主成分（PC2）代表

蜘蛛类天敌个体数量、寄生蜂类天敌个体数量和步

甲类天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子；第三主成分（PC3）

代表其他类天敌个体数量和长足虻类天敌个体数量

的综合因子。以上3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总计为

83.36%，其中第一主成分累积贡献率最高，为

45.61%，说明在昭通玉米单作模式田中，瓢虫类、寄

生蜂类和长足虻类个体数量是主导天敌群落变化的

主要因子。

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田天敌群落的第一主成

间作模式
Intercropping pattern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attern
玉米马铃薯间作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多样性
指数（H'）
Diversity

index
3.163
3.354
3.568

丰富度
指数（S）
Richness

index
6.474
6.575
8.007

均匀度
指数（J）
Evenness

index
0.876
0.922
0.932

优势度
指数（D）

Dominance
index
0.123
0.108
0.080

优势集中性指数（C）
Dominant

concentration
index
0.056
0.044
0.034

天敌种类
Natural enemy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a1

0.407

0.619

0.682

0.571

0.393

0.375

0.323

0.536

a2

0.545

0.480

0.435

0.444

0.419

0.323

0.333

a3

0.435

0.611

0.400

0.290

0.370

0.500

b1

0.600

0.520

0.593

0.538

0.555

b2

0.360

0.345

0.462

0.407

b3

0.297

0.556

0.571

c1

0.516

0.581

c2

0.643

c3

表 2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玉米不同生育进程的天敌种类
相似度
Table 2 The similarity of natural enemies in the three inter-
cropping patterns maize fields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a1：玉米单作田苗期天敌种类；a2：玉米单作田穗期天敌种类；a3：玉
米单作田花粒期天敌种类；b1：玉米马铃薯间作田苗期天敌种类；b2；
玉米马铃薯间作田穗期天敌种类；b3：玉米马铃薯间作田花粒期天敌
种类；c1：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苗期天敌种类；c2：玉米马铃薯向
日葵间作田穗期天敌种类；c3：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田花粒期天敌
种类
a1：Natural enemies in maize monoculture field at seedling stage；a2：
Natural enemies in maize monoculture field at heading stage；a3：Natu-
ral enemies in maize monoculture field at flower and seed filling stage；
b1：Natural enemies in intercropping of maize and potato field at seed-
ling stage；b2：Natural enemies in intercropping of maize and potato
field at heading stage；b3：Natural enemies in intercropping of maize
and potato field at flower and seed filling stage；c1：Natural enemies in
maize and potato intercropped with sunflowers field at seedling stage；
c2：Natural enemies in maize and potato intercropped with sunflowers
field at heading stage；c3：Natural enemies in maize and potatoes inter-
cropped with sunflowers field at flower and seed filling stage

表 3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特征指数
Table 3 Natural enemy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 index of different intercropping patterns in maiz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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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代表长足虻类天敌个体数量和蜘蛛类天敌个体数

量的综合因子；第二主成分代表其他类天敌和寄生

蜂类天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子；第三主成分代表步

甲类天敌和瓢虫类天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子。3个

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总计为80.87%，其中第一主成

分的累积贡献率最高，为40.03%，说明在玉米马铃薯

间作模式田中，长足虻类和蜘蛛类个体数量共同主

导天敌群落的变化。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天敌群落的第

一主成分代表寄生蜂类天敌、步甲类和长足虻类天

图 1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各生育期天敌群落指数的时序动态
Fig.1 Temporal dynamics of natural enemy community index in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of intercropping maiz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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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主分量分析
Table 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natural enemy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intercropping patterns in maize field

间作模式
Intercropping pattern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attern

玉米马铃薯间作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PC1
PC2
PC3
PC1
PC2
PC3
PC1
PC2
PC3

X1

0.78
0.37
0.12
-0.55
0.22
-0.54
0.47
0.66
-0.51

X2

0.69
0.44
-0.08
-0.39
-0.28
0.78
-0.72
0.51
0.00

X3

0.69
-0.65
0.15
0.85
-0.19
0.08
-0.52
0.19
0.72

X4

0.77
-0.44
0.32
-0.77
0.30
0.33
0.75
0.52
0.33

X5

0.75
0.35
-0.34
0.89
0.26
0.17
0.71
0.10
0.48

X6

-0.15
0.39
0.89
0.19
0.92
0.22
-0.46
0.69
-0.05

累积贡献率(%)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45.61
65.85
83.36
40.03
62.85
80.89
38.10
62.75
81.38

X1：瓢虫类个体数量；X2：步甲类个体数量；X3：蜘蛛类个体；X4：寄生蜂类个体数量；X5：长足虻类个体数；X6：其他类天敌个体数量
X1：Individual numbers of ladybugs；X2：Individual numbers of carabids；X3：Individual numbers of spiders；X4：Individual numbers of parasitic
natural enemies；X5：Individual numbers of long-legged fly；X6：Individual numbers of other natural enemies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attern
米马铃薯间作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attern
米马铃薯间作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玉米单作 Maize monoculture pattern
米马铃薯间作 Maize-potato intercropping
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 Maize-potato-sunflower intercr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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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子；第二主成分代表其他类天

敌和瓢虫类天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子；第三主成分

代表瓢虫类天敌和蜘蛛类天敌个体数量的综合因

子。3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总计为81.38%，其中第一

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最高，为38.10%，说明在玉米马

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中，寄生蜂类、步甲类和长足

虻类3种天敌个体数量共同主导该模式田天敌群落

的变化。

综上所述，3种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存在差异，玉米单作田中瓢虫

类、寄生蜂类和长足虻类个体数量为主导天敌群落

变化的主要因子；玉米马铃薯间作田中长足虻类和

蜘蛛类个体数量主导天敌群落的变化；玉米马铃薯

向日葵间作田中寄生蜂类、步甲类和长足虻类个体

数量是主导天敌群落变化的主要因子。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3种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玉米整

个生育期的天敌种类及个体数量进行系统调查，发

现在天敌物种数量方面表现为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

作模式田>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田>玉米单作模式

田，与田耀加等（2012）不同间作甜玉米对蜘蛛群落

的影响结果一致；在个体数量方面，玉米马铃薯向日

葵间作模式田与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田相差不明

显，但明显多于玉米单作模式田。调查发现，玉米马

铃薯间作模式田与玉米单作模式田天敌物种数量相

近，可能与害虫种类有一定关系。时培建等（2014）

研究发现，害虫物种丰富度受到作物物种丰富度的

显著影响，但天敌物种丰富度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天敌物种丰富度受到害虫物种丰富度的影响较明

显。说明相邻营养层间有较强的级联效应，而不相

邻营养层间的作用关系由于受到中间营养层的影响

而相对较弱。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节肢动物群落其

级联效应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玉米单作模式田和玉米马铃

薯间作模式田在玉米苗期的天敌群落物种相似度最

高，玉米单作模式田在玉米花粒期与玉米马铃薯向

日葵间作模式田在玉米苗期天敌群落的物种相似度

最低。同一种模式玉米田玉米不同生育进程天敌节

肢动物群落相似度也存在差异，可能与玉米不同生

育期的环境因子、害虫因子等变化有关（Gao et al.，

2008；Fornara and Tilman，2009；Soufbaf et al.，2012；

Diehl et al.，2013）。节肢动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不

仅体现了群落中物种的丰富程度、变异情况及均匀

度情况，还是群落组织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能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当地气候、环境、地理状况及群落的发

展情况（曹宁宁等，2019）。从天敌群落多样性指数、

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来看，3种不同间作模式玉

米田均表现为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玉米

马铃薯间作模式田>玉米单作模式田，而优势度指数

和优势集中性指数均表现为玉米单作模式田>玉米

马铃薯间作模式田>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

说明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中天敌群落的稳定

性最强、天敌种类最多，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次之，

玉米单作模式天敌群落稳定性较差，对3种玉米间作

模式天敌群落动态周年变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

果。从增加田间天敌类群及天敌群落稳定性的角度

分析，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优于玉米马铃薯

间作模式，两种间作模式均优于玉米单作模式。

Wyckhuys和O’Neil（2007）通过增加玉米田种植的

复杂程度提升蜘蛛和地甲虫的数量，改变了玉米田

天敌群落的结构，本研究结果与其相近。也有学者

得出不同的结论，如通过在玉米田中种植植物篱的

方式改变玉米田种植模式，发现对玉米田蜘蛛群落

的活动密度没有影响（Boutin et al.，2009），究其原因

可能是植物篱的存在为蜘蛛提供了更好的休息环境

和食物来源，导致蜘蛛不愿由植物篱中进入玉米田

（Kromp and Steinberger，1992）。也有研究表明，通

过在玉米田周围种植柳枝稷以增加植被种类却出现

不利于瓢虫发生的现象（Gardiner et al.，2010）。对

于玉米田间作具体的作物种类及布局能否起到对天

敌更积极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究。

3种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群落变化均受到多个

因子主导，且存在一定区别，玉米单作模式中主导因

子为瓢虫类、寄生蜂类和长足虻类天敌节肢动物的

个体数量；玉米马铃薯间作模式为长足虻类和蜘蛛

类的个体数量；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为寄生

蜂类、步甲类和长足虻类天敌的个体数量。张晓明

等（2009）、蔚立强等（2017）分别研究不同间作模式

花椒园和不同杂草比例玉米园昆虫群落变化的主导

因子，结果表明不同复杂程度的田间，影响昆虫群落

变化的主导因子也有所不同，间作作物的复杂度和

杂草比例的不同决定了天敌种类和数量的多少，表

现出群落稳定性的变化。然而天敌个体数量、种类、

多样性变化对害虫的抑制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如

有研究认为增加生境结构上的多样性，会降低狼蛛

对猎物捕食的效果，出现天敌丰富度提升但控害能

力下降的情况（张永强，1993）。从另一方面来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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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因为天敌内部产生共争猎物情况而出现种

内残杀现象，降低了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同时这些现

象能影响天敌物种的分布（Davey et al.，2013；Sit-

varin and Rypstra，2014）。对于不同间作模式玉米

田中是否存在上述现象仍需深入研究。

4 结论

3种不同间作模式玉米田天敌节肢动物群落组

成存在差异，在天敌群落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

数方面均表现为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间作模式田最

高，天敌种类更丰富，稳定性更强。玉米田间作马铃

薯向日葵不仅提高了天敌群落的种群数量，增加了

天敌群落的稳定性，同时通过间作能充分利用土地

和自然资源，对玉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玉米

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及农民收益均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可在云南昭通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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