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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ꎬ ｒｅｓｔｏｒｅꎬ ｏｒ ｉｇ￣
ｎｏ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ꎬ ｌｏ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
ｂ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ｌａｃ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ｉｎｇｓ － ｂｕｔ ｖｅｒｙ ｌｉｋｅｌｙꎬ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ｄｏ 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ｕｓ. Ｗｈａｔ ｔｏｄａｙ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ｍꎬ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ｅｒｙ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ｈｏｔｌｙ ｄｅｂａｔ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９０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ꎬ ｅｖｅｎ
ｔｏｄａｙꎬ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ꎬ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Ｓｉｌｗｏｏｄ Ｐａ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Ｎａｅｅｍ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５)ꎬ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 Ｔｈｉ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ｅｄ 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ｒｔｅｆａｃｔｓ (Ｈｕｓｔｏｎꎬ１９９７) ａｎｄ ｔｏ￣
ｄ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ｅｒ ｓ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ｓｕｍｍ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ｓ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ｉｓ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ｂｕｔ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ｅ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ａ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ｙｅａｒꎬ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ｈｉｆｔｓꎬ ｏ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ｉｍｅｓｐａｎ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 ｅｖｅｎ ｉｆ ｎｏｔ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ꎬ ｅ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ｗ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ｔｒａｃｋ
ｉｆ ｗｅ ｓｅｅｋ ｔｏ ｍｏｎｅｔ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ｕｓ? Ｉｎ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ｕｐｄａｔｅꎬ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ｆｅｅｌ 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
ｔｏ 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ｅ￣
ｔａｒｉｚ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ｉｚ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ｗ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ｆａｕｌｔｙ?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ｎｄｅｌ.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Ｓａｎｄｅｌ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ｈ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ｍｂｏｌｄｅ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ꎬ ａｇｇｒｅｓ￣
ｓｉｖｅｌｙ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ａ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ｍｂｏｌｄｅ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ｗｈ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ａ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ｉｅｓꎬ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ａｌｌ ａｒ￣
ｅａ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ꎬ
ｂｕ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ｌａｉｎｌｙ ｎｏｔ ｓｏꎬ ａｓ Ｓａｎｄｅｌ ｃｏｎ￣
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 ａｒｇｕｅｓ (ｃｈ. ２２ ｉｎ Ｓａｎｄｅｌꎬ２０１３).

Ａｎ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
ｏｕｓ ｐａｒｔｓ ｈａｎｄｌｅｄꎬ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ｏｎ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ｈｕ￣
ｍ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ｌｅｎｄｅｒ ｂｏｏｋ "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ꎬ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ｃＣｏｒｄ ( ＭｃＣｏｒｄꎬ ２０１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ｆ ｏｎ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ꎬ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ｋｅｅｐ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ｌｉｖｅａ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ｏｕ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ꎬ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ｗ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ｓｈ. 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ꎬ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ａ
ｔｒａｐꎬ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ｆ ｗｅ ｅｑｕ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ｏｆ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ｙｐ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ꎬ ｔｈｉｓ ｉｓ ｊｕｓｔ ｔｈａｔ: ａ ｈｏｐｅ.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ｉｓ ｔｏ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 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ｉｔ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ｏ￣
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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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蠹蛾的综合防控和遗传控制研究进展
申建茹１＋ꎬ 武　 强１＋ꎬ 万方浩１ꎬ２∗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ꎬ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ꎻ
２青岛农业大学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９

摘要: 苹果蠹蛾是仁果类水果的重要检疫害虫ꎬ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目前对其化学防治、化学生态调控、病
毒等防治方法研究较多ꎬ但仍不能满足防控该害虫的需要ꎬ对新型防控技术的需求日益增强ꎮ 不育昆虫释放技术(ＳＩＴ)是
一种可控制甚至根除靶标害虫的环境友好型防控技术ꎬ但传统 ＳＩＴ 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如较难区分性别与筛选雌雄

虫、辐射不育昆虫的交配竞争力和适合度降低等问题ꎬ这些缺陷随着昆虫遗传修饰技术的发展将得以解决ꎬ并将在害虫防

控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ꎮ 本文综述了苹果蠹蛾主要防控技术研究现状ꎬ介绍了通过遗传修饰技术改善 ＳＩＴ 的技术策略ꎬ并
综合分析了我国开展苹果蠹蛾遗传修饰研究情况和将其应用在苹果蠹蛾防控体系中的可行性及优势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害虫综合治理ꎻ 昆虫不育释放技术ꎻ 遗传修饰昆虫ꎻ 可行性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Ｊｉａｎ￣ｒｕ ＳＨＥＮ１＋ꎬ Ｑｉａｎｇ ＷＵ１＋ꎬ Ｆａｎｇ￣ｈａｏ ＷＡＮ１ꎬ２∗

１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ｅｓｔ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３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６６１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ꎬ ｉｓ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ｍｏｓｔｌ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ｂｒ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ꎬ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ｎｏｎ￣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ｕｌｏｖｉｒｕｓ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ＣｐＧＶ)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ｂｅｉｎｇ ａｄｏｐ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ｐｅｓ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ｄ 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Ｓ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ｌｌ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ｔｙｐ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ｘ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ｅｒｙ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ｍａ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ꎻ ＩＰＭꎻ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ꎻ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ꎻ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１　 苹果蠹蛾的危害、起源及对我国的入侵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ꎬ俗称苹果小卷

蛾、苹果食心虫ꎬ异名有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Ｃａｒｐｏｃａｐｓ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 Ｌ.)、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ꎬ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小卷蛾科 Ｏｌｅｔｈｒｅｕｔｉｄａｅ
(蔡青年和张青文ꎬ２００５ꎻ 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ꎮ 苹果蠹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２５６－２６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蛾是苹果的主要害虫ꎬ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检疫性害

虫之一ꎮ 其以幼虫蛀食果肉、果心和种子ꎬ从而严

重降低果实品质ꎬ并造成大量的落果ꎬ对产量影响

很大 ( 金瑞华ꎬ １９９７ꎻ 翟小伟等ꎬ ２０１０ａ、 ２０１０ｂꎻ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Ｋｌａｓｓｅｎꎬ１９８１)ꎮ

１.１　 起源和分布

苹果蠹蛾可能起源于欧亚大陆中南部地区ꎬ即
欧洲泰加林带南部、前苏联中亚地区和亚洲西南部

地区(林伟等ꎬ１９９６)ꎮ 野生苹果是其最原始的寄主

(Ｄｒａｋ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ꎬ苹果、梨、杏、桃、野山楂、野生

酸苹果和山楂等植物也是其适宜寄主ꎮ 苹果蠹蛾

的自然传播主要靠自身的飞行或风力和气流ꎬ幼虫

和蛹可随虫果、果品包装箱、填充物和运载工具等

进行远距离传播ꎮ １９ 世纪后ꎬ随着苹果种植面积扩

大ꎬ苹果蠹蛾的危害范围也逐步增大ꎬ迄今为止ꎬ已
分布于全世界的 ６９ 个国家和地区ꎬ除东亚以外的

所有苹果和梨产地都受到危害 ( Ｆｒａｎ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１.２　 入侵我国历史

苹果蠹蛾在我国的发生已有 ５０ 多年的历史ꎮ
１９５７ 年ꎬ苹果蠹蛾首次被发现在我国新疆局部发生

(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ꎬ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新疆发生

普遍ꎬ受害较重(巴哈提古丽ꎬ２００９)ꎮ １９８６ 年苹果

蠹蛾向东扩散入侵甘肃省ꎻ１９８９ 年到达敦煌市ꎬ之
后一路向东扩散ꎬ连续在酒泉、张掖和嘉峪关市部

分县发生(金瑞华ꎬ１９９７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ａ)ꎮ ２００７
年ꎬ苹果蠹蛾跨越河西走廊进入兰州ꎬ并向陕西省

苹果优势产区逼近(门秋雷等ꎬ２０１２)ꎮ ２００６ 年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发现苹果蠹蛾ꎬ之后在牡

丹江市和鸡西市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于广胜ꎬ２０１１ꎻ
赵星民ꎬ２０１１)ꎬ并威胁到我国东部苹果优势产区ꎮ
此外ꎬ在宁夏、内蒙古和吉林等省、自治区也有发生

(刘伟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苹果蠹蛾在我国的适生区广泛ꎬ除上述已入侵

的省份外ꎬ还包括了我国其他苹果、梨等产区ꎬ如陕

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和辽宁等省区(杨
瑞ꎬ２００８)ꎮ 随着交通和旅游的发展ꎬ苹果蠹蛾的潜

在扩张趋势严重威胁到我国甘肃陇东南、黄土高原

苹果优势产区和东部地区果业生产和出口产业ꎬ其
一旦扩散蔓延至这些水果产区ꎬ将给我国水果生产

和销售带来毁灭性的灾难ꎮ 因此ꎬ制定科学有效的

检疫和防控技术ꎬ有效阻止其在我国的进一步扩

张ꎬ保护我国水果安全生产ꎬ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ꎮ

２　 苹果蠹蛾的综合防控现状

２.１　 非疫区建设和疫区的虫源根除

对于非疫区ꎬ每年采用信息素诱捕策略监测苹

果蠹蛾的发生ꎮ 一旦确认为疫区ꎬ则采用综合防治

方法进行根除ꎬ即化学防治、性诱剂防治和耕作等

措施相结合ꎬ也可以同时采用其他方法ꎬ以达到最

好的防治效果ꎮ 另外ꎬ还必须采取应急状态下的一

些检疫措施ꎬ包括停止疫区和非疫区内一切植物材

料的调运、追查疫情的来源、清理果园等ꎬ以防止疫

情的进一步传播ꎮ

２.２　 疫区的综合防治现状

２.２.１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控制苹果蠹蛾的主

要措施ꎮ 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依赖于广谱杀虫剂

的单一控制策略(Ｐｒｉｎｇ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ꎻ Ｒｉｅｄｌ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ꎬ如长期使用有机磷杀虫剂ꎮ 然而ꎬ化学处理

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导致苹果蠹蛾对各类杀虫剂产

生抗性ꎮ １９２８ 年美国发现砷酸盐对苹果蠹蛾的杀

虫效果降低是其抗性的首次报道(Ｈｏｕｇｈꎬ１９２８)ꎮ
此后各国陆续报道了苹果蠹蛾对各种杀虫剂的抗

性(Ｂｕｓｈ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３ꎻ Ｃｕｔｒｉｇｈｔꎬ１９５４)ꎬ且发现了交

互抗性现象(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对杀虫剂的抗性

已成为苹果蠹蛾化学防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ꎮ
２.２.２　 化学生态调控　 化学防治会伤害捕食性和

寄生性天敌ꎬ从而降低生物防治的效果ꎬ同时会严

重影响授粉昆虫ꎬ进而间接影响果实产量ꎬ所以不

依赖于杀虫剂的防控策略更具安全性(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化学生态调控方法具有高效、无毒、专
一性强、不伤害益虫、不污染环境等优点ꎬ逐步成为

监控苹果蠹蛾的重点策略ꎮ 苹果蠹蛾化学生态调

控是以信息化合物为应用基础 (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ꎬ主要包括应用性信息素进行大区域的交配

干扰和以寄主植物源气味进行诱集 ２ 个方面ꎮ 该

方法在苹果蠹蛾的监测、诱杀和防治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ꎬ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Ｐａｓｑｕａ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２００８)ꎮ 但其控害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受虫口密度的制约ꎬ只有在虫口密度

较低时才能有效控制种群数量ꎬ而在密度太高时不

易奏效(Ｃａｌｋｉｎ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ꎻ Ｔｒｉｍｂｌｅꎬ１９９５)ꎮ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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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交配干扰前必须在生长季节早期辅以杀虫

剂或颗粒体病毒等防治措施ꎮ 此外ꎬ化学生态调控

的诱杀效果受到地形、气候、降雨、风向等生态因子

的影响ꎮ
２.２.３　 生物防治———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　 苹果

蠹蛾颗粒体病毒 ( Ｇｒａｎｕｌｏｖｉｒｕｓ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ｐＧＶ)于 １９６４ 年从墨西哥受侵染的幼虫体内分离

得到(Ｔａｎａｄａꎬ１９６４)ꎮ 该病毒是高效的昆虫特异性

病毒ꎬ在发生苹果蠹蛾的地区广泛存在(Ｋｕｎｄ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ꎻ Ｒｅｚａｐａｎａ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ꎮ 其基因型一般

分为 ＣｐＧＶ￣Ｍ、ＣｐＧＶ￣Ｒ 和 ＣｐＧＶ￣Ｅ 等 ３ 种(Ｃｒｏｏｋ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５ꎻ Ｈａｒｖｅｙ ＆ Ｖｏｌｋｍａｎꎬ１９８３)ꎬ保守性很高ꎮ

最初 ＣｐＧＶ 的商业化产品均以 ＣｐＧＶ￣Ｍ 为基

础菌株ꎬ１９６５~１９７２ 年将 ＣｐＧＶ￣Ｍ 大量培养并形成

商业化制剂 ＳＡＮ４０６ꎮ 随后 １５ 年的时间里该产品

的应用非常成功ꎬ成为法国、瑞士和德国苹果蠹蛾

杀虫剂抗性治理的关键组分ꎮ 在欧洲ꎬ该制剂在仁

果类水果上的应用面积将近 １０ 万 ｈｍ２(Ｅｂｅｒｌｅ ＆
Ｊｅｈｌｅꎬ２００６)ꎮ 目前 ＣｐＧＶ 产品仍多基于 ＣｐＧＶ￣Ｍꎬ
单一种类的病毒长期广泛应用导致虫体抗性的快

速出现ꎮ 自 ２００４ 年起ꎬ德国和法国在频繁应用

ＣｐＧＶ 的有机果园中陆续检测到 ＣｐＧＶ 对苹果蠹蛾

杀虫活性的降低(Ｅｂｅｒｌｅ ＆ Ｊｅｈｌｅꎬ２００６ꎻ Ｚｉｃｈｏ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某些苹果蠹蛾种群的抗性比例甚至超过

了 １０００ 倍(Ａｓｓｅｒ￣Ｋａｉｓ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因此ꎬ鉴定

和分离更高毒力的 ＣｐＧＶ 分离株ꎬ尤其是与 ＣｐＧＶ￣
Ｍ 具有遗传差异的病毒株 ( Ｂｅｒ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Ｃｒｏｏｋ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５ꎻ Ｅｂｅｒｌ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Ｚｉｃｈｏ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能够辅助治理病毒抗性ꎬ如伊朗分离株

ＣｐＧＶ￣Ｉ１２ 能够杀死对 ＣｐＧＶ￣Ｍ 产生抗性的苹果蠹

蛾幼虫(Ｅｂｅｒ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但是ꎬ新型病毒株的

发现以及商业化应用比较困难ꎮ
２.２.４　 农业防治 　 苹果蠹蛾一年发生 １ ~ ３ 代ꎬ危
害活动时期长达 ７ 个月ꎮ 幼虫孵化盛期也是蛀果

高峰期ꎬ对果实的危害程度最大ꎮ 秋季末 ５ 龄老熟

幼虫寻找越冬场所ꎬ以滞育幼虫在松动的树皮、树
洞或根际土壤中做茧越冬ꎮ 根据苹果蠹蛾的发生

危害规律ꎬ可以在开春前及时摘除树上的僵果ꎬ并
将干枯枝、落叶、烂果和杂草彻底清出果园ꎬ集中烧

毁或深埋ꎬ以降低当年虫口基数(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ꎮ
在产卵高峰期ꎬ摘除着卵量大的虫果ꎻ发现虫眼果

及时摘除并处理ꎻ秋末在树干基部围捆纸板以诱集

越冬幼虫ꎻ刮除老树皮ꎬ消灭潜藏在树皮里的越冬

老熟幼虫等ꎮ 这些措施能够显著降低第 ２ 年的虫

源基数ꎬ减少苹果蠹蛾的危害ꎮ
２.２.５　 生物遗传控制———不育昆虫释放技术(Ｓｔｅｒ￣
ｉ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ꎬＳＩＴ) 　 (１)ＳＩＴ 及其在苹果蠹蛾

上的研究和应用ꎮ ＳＩＴ 是一种对环境无毒无害的环

境友好型可持续性控制方法ꎮ 传统 ＳＩＴ 使用特定

辐射源将害虫辐射致不育或亚不育ꎬ大量的不育昆

虫释放到野外后与野生雌性交配ꎬ产生的后代不能

存活或不育ꎬ最终通过种群自毁的方式抑制或根除

靶标昆虫种群 ( Ｋｌａｓｓｅｎ ＆ Ｃｕｒｔｉｓꎬ２００５ꎻ Ｋｎｉｐｌｉｎｇꎬ
１９５５)ꎮ ＳＩＴ 具有物种特异性ꎬ释放的不育雄虫只与

靶标雌虫交配ꎬ即使最相近的物种也不受影响ꎻ应
用 ＳＩＴ 方法控制害虫不易产生抗性ꎻ另外ꎬＳＩＴ 与其

他生物防治方法具有协同增效作用ꎬ如寄生物、天
敌和病原等(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美国(Ｃａｌｋｉｎ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阿根

廷、加拿大 ( Ｂｌｏｅ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Ｖｒｅｙ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南非(Ａｄｄｉｓｏｎꎬ２００５)等国相继大规模应用

ＳＩＴ 技术对苹果蠹蛾进行防控ꎬ并取得了显著效果ꎬ
证明应用传统 ＳＩＴ 可以较有效地控制苹果蠹蛾的

发生与危害ꎮ 近年来ꎬ学者们改进了苹果蠹蛾的饲

养技术以提高其飞行和扩散能力、生活史参数、耐辐

射性及交配竞争能力等(Ｖｒｅｙ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多位

学者从苹果蠹蛾 ＳＩＴ 技术的不育机理、剂量策略、质
量控制及释放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刘伟等ꎬ２０１２ꎻ
路大光和王华嵩ꎬ２００２ꎻ 钟国华等ꎬ２０１２)ꎬ认为该技

术可成为我国苹果安全生产的重要技术支撑ꎮ
(２)传统 ＳＩＴ 的不足ꎮ 传统 ＳＩＴ 技术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ꎬ如不能区分与筛选雌雄性别、辐射不育

昆虫的交配竞争力和适合度降低等ꎮ 苹果蠹蛾的

ＳＩＴ 项目是释放其雌雄混合的群体ꎬ不育雌性除直

接危害作物外ꎬ还影响不育雄性搜索和寻找野生雌

性的效率ꎬ从而影响控害效果(Ａｌｐｈｅｙ ＆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ｅｎꎬ２００２)ꎮ 同时ꎬ致苹果蠹蛾不育的辐射剂量高达

２５０~ ３５０ Ｇｙꎬ远高于地中海实蝇 Ｃ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ｐｉａｔａ
ＷｉｅｄＧｍａｎ 等双翅目昆虫( Ｂｌｏｍｅ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
ＬａＣｈａｎｃｅꎬ１９６７)ꎬ高辐射剂量所导致的竞争力低下

问题也严重制约着 ＳＩＴ 技术对苹果蠹蛾的控害效

果(刘伟等ꎬ２０１２ꎻ Ｂｌｏｅｍ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ꎻ Ｓｃｏｌａ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另外ꎬ为评估 ＳＩＴ 的防控效果ꎬ需要区分释

放区域内诱集的不育雄虫与野生雄虫(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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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传统 ＳＩＴ 技术是通过荧光粉对辐射处

理后的雄虫蛹进行标记ꎬ然而野生雄虫与释放雄虫

接触后可能会沾上荧光粉从而造成错误判断ꎬ且该

方法存在费用昂贵、对人体有害等缺点(Ｈａｇｌｅｒ ＆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２００１)ꎮ

３　 昆虫遗传修饰技术及对 ＳＩＴ 的改进
１９８２ 年ꎬ首例遗传修饰转化果蝇成功获得ꎬ该

研究通过 Ｐ￣转座元件将调控野生型玫瑰色眼睛颜

色基因插入果蝇基因组(Ｒｕｂｉｎ ＆ Ｓｐｒａｄｌｉｎｇꎬ１９８２)ꎬ
开启了昆虫遗传修饰研究的先河ꎮ 经过 ３０ 多年的

发展ꎬ基于昆虫遗传转化技术的基因表达系统已成

为对一些模式昆虫进行基因功能分析等研究的重

要试验工具ꎬ还能用于昆虫自身性状的改良等(周
秀娟等ꎬ２００８)ꎮ 目前研究较多也最有应用前景的

是其与传统 ＳＩＴ 技术的结合ꎬ克服了传统 ＳＩＴ 技术

的上述缺陷ꎬ从而达到更好更稳定的防控效果ꎮ 昆

虫遗传修饰技术对传统 ＳＩＴ 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ꎮ

３.１　 释放前转化昆虫的标记

针对荧光粉标记的可靠性低和有毒性等缺点ꎬ
昆虫遗传修饰技术利用荧光蛋白 ＥＧＦＰ 和 ＤｓＲｅｄ
构建荧光标记品系ꎬ该标记易于鉴定且更加准确

(Ｃａｔｔｅｒｕｃｃｉ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２００１ꎻ Ｓｃｏｌａｒ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此外ꎬ遗传修饰技术可以用组织特异性

表达基因的启动子驱动特定性荧光基因的表达ꎬ如
精巢特异表达基因的启动子能使荧光标记只在雄

虫精巢中稳定表达ꎬ更便于准确检测(Ｓｃｏｌａ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该方法还可以检测到与不育雄虫交配的野

生雌虫ꎬ便于评估其防控效果等ꎮ

３.２　 致死或不育处理

针对辐射剂量会降低昆虫本身的交配竞争力

等缺陷ꎬ通过遗传修饰技术可以实现用胚胎早期特

异高表达基因的启动子驱动四环素调控激活因子

(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ꎬ ｔＴＡ)ꎬ进而调

控致死基因如头部退化缺陷基因( ｈｅａｄ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ꎬｈｉｄ)等的异位表达ꎬ达到使其在卵期或发

育早期致死的目的ꎬ即为胚胎或发育早期条件性致

死体系(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ｌｅｔｈａ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的原

理ꎮ 该体系首先在果蝇中建立(Ｈｏｒｎ ＆ Ｗｉｍｍｅｒꎬ
２００３)ꎬ并成功转移应用于地中海实蝇和加勒比按

实蝇 Ａｎａｓｔｒｅｐｈ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Ｌｏｅｗ 上( Ｓｃｈｅｔｅｌｉ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Ｓｃｈｅｔｅｌｉｇ ＆ 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２０１２ａ)ꎮ 该类转化品系

雄虫不需要辐射处理ꎬ与野生雌虫交配后产生的子

代在胚胎期或幼虫早期死亡ꎬ克服了辐射不育导致

雄虫适合度降低及竞争力下降等缺点(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Ｓｃｈｅｔｅｌｉ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３.３　 性别区分与筛选

遗传修饰技术在实现有效性别分离的同时ꎬ能
获得只产雄虫的雌性特异致死品系ꎬ即在胚胎条件

致死体系的基础上ꎬ用雌性特异表达基因的启动子

代替胚胎早期发育基因的启动子来驱动该体系ꎬ如
卵黄蛋白基因等ꎬ使致死作用只发生在雌虫中ꎬ即
可达到雌虫特异致死的效果ꎬ但一般为成虫期致

死ꎮ 利用雌性特异剪接基因ꎬ如性别决定相关基因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和 ｄｏｕｂｌｅｓｅｘ 等的特定内含子区调控致死

基因只在雌虫胚胎中表达ꎬ也可达到使雌虫在胚胎

期特异死亡的目的ꎮ 该转化体系已在加勒比按实

蝇(Ｓｃｈｅｔｅｌｉｇ ＆ 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２０１２ｂ)和地中海实蝇(Ｏｇａ￣
ｕｇ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上成功建立ꎮ

４　 苹果蠹蛾遗传修饰转化研究现状与限制

性因素
基于昆虫遗传修饰技术的发展ꎬ多个鳞翅目物

种的转化品系已成功构建ꎬ如家蚕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 Ｌ.
(Ｔａ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ꎻ Ｕｈｌｉｒｏ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和棉红

铃虫 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 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Ｐｅｌｏｑｕ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等ꎮ 学者们使用显性致死基因系统进行

了苹果蠹蛾转化昆虫释放技术方面的相关研究ꎬ并
建立了检测单拷贝转化基因的筛选体系(Ｐａｌａｄｉｎ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 Ｍａｒéｃ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２００７)ꎮ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用携带 ＥＧＦＰ 标记基因的 ｐｉｇｇｙＢａｃ 转座

载体ꎬ成功建立了苹果蠹蛾的绿色荧光标记品系ꎬ
该品系的绿色荧光标记能够稳定遗传ꎮ 这些成果

都初步展示了在苹果蠹蛾中开展遗传修饰研究的

可行性ꎬ其荧光标记品系的获得也为构建遗传不育

或致死品系打下了基础ꎮ
但是ꎬ缺少苹果蠹蛾遗传修饰研究所需元件的

相关分子信息是阻碍该项研究快速开展的主要因

素之一ꎮ 果蝇和家蚕是遗传修饰转化研究最多且

最为深入的模式昆虫ꎬ但这 ２ 个物种并不是农业害

虫或卫生害虫ꎮ 果蝇特异性的遗传工具不能直接

用于其他昆虫物种ꎬ其启动子的表达强度或驱动致

死效应基因表达的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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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５ꎻ Ｋｏｕｋｉｄ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遗传修饰

不育或致死策略中提到的各种遗传元件ꎬ如内源的

胚胎早期发育基因的启动子、雌性特异剪接元件和

细胞凋亡基因等是该不育体系所必需的ꎮ 但是ꎬ在
缺乏基因组信息的情况下ꎬ通过抑制消减杂交

(ＳＳＨ)技术、反向 ＰＣＲ、同源克隆或 ＲＡＣＥ 等基本

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获取此类遗传元件的难度非

常大ꎮ
开展苹果蠹蛾的遗传修饰研究将是一项极具

挑战性且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ꎮ 朱虹昱等(２０１２)
从转座子、遗传性别品系、显性条件致死基因等方

面对遗传修饰昆虫相关的部分元素和步骤进行了

简要总结ꎬ认为这项技术将对我国苹果蠹蛾大区域

综合治理工作产生重大的有益影响ꎻ但同时指出ꎬ
此项目的开展对研究人员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开

展大量相关分子生物学试验技术的熟练度要求较

高ꎬ且需要较大科研课题经费的支撑ꎬ及政府相关

行政机构的支持和管理ꎮ

５　 我国开展苹果蠹蛾遗传修饰转化品系研

究前景
苹果蠹蛾自 １９５７ 年传入我国以来ꎬ蔓延速度

有逐年加快的趋势ꎬ而我国的水果主产区基本全是

苹果蠹蛾的适生区ꎬ一旦传入很难根除ꎮ 昆虫遗传

修饰技术是一种可以有效控制或根除害虫的新技

术ꎬ因此在我国开展苹果蠹蛾遗传修饰转化品系研

究具有多方面的基础和优势ꎮ

５.１　 地理分布与非疫区建设的需求

苹果蠹蛾在我国发生近 ５０ 年来ꎬ仅在西北地

区的新疆和甘肃 ２ 个省普遍发生ꎬ内蒙古、宁夏、黑
龙江、辽宁和吉林有零星分布ꎬ因此西北地区疫情

仍是防治的重点ꎮ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于苹果蠹

蛾在从西向东传播扩散过程中受到千里戈壁滩的

阻隔ꎬ形成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岛状分布效应ꎬ这
为释放苹果蠹蛾遗传转化品系提供了最佳地理条

件ꎮ 为保护我国优势苹果产区的安全生产ꎬ国家正

在实施检疫性有害生物阻截带控制工程和以苹果

蠹蛾为主要防控对象的苹果非疫区建设工程(王福

祥等ꎬ２０１２)ꎬ引入和应用基于辐射或遗传修饰的苹

果蠹蛾是非常必要的ꎮ

５.２　 种群遗传结构波动小

ＳＩＴ 技术或遗传修饰不育或致死技术是通过雄

性的交配行为达到根除靶标物种的目的ꎮ 释放的

转化昆虫与野生种群之间以及不同地理种群之间

的生殖隔离都会显著削弱防治效果 (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我国西北地区多年来虽然存在苹果蠹

蛾多次传入的风险ꎬ但是从国内的种群遗传结构分

析发现ꎬ新疆的苹果蠹蛾种群具有明显的奠基者效

应(Ｍ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推测新疆和甘肃地区种群的

亲缘关系可能比较接近ꎬ西北地区不同地理种群之

间可能不存在生殖隔离ꎮ 另外ꎬ将室内饲养 １４ 代的

苹果蠹蛾种群与越冬种群的成虫混合饲养ꎬ能够产

下可育性后代(数据未发表)ꎮ 这些结果都预示了释

放遗传修饰苹果蠹蛾能够发挥较好的控害效果ꎮ

５.３　 分子生物学基础

热激基因的启动子具备优良的通用启动子活

性ꎬ研究最多的是果蝇的 ｈｓｐ７０ 热激启动子ꎬ常用来

驱动昆虫遗传修饰转化品系中报告基因或其他基

因的表达ꎬ且已用作多种昆虫转化品系的构建ꎮ 但

在非果蝇物种中获得外源基因高效表达的最佳方

案是筛选靶标物种中高效驱动热激基因表达的内

源 ｈｓｐ７０ 启动子ꎮ 申建茹等(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已克隆得

到了苹果蠹蛾的热激基因 ｈｓｐ９０ 和 ２ 个 ｈｓｐ７０ ｃＤＮＡ
全长ꎬ下一步将克隆这些基因的上游启动序列ꎬ并将

其用于遗传修饰转化品系相应载体的构建ꎮ
另外ꎬ我国入侵生物学专家已经联合昆虫分子

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很多专家ꎬ开展了苹果

蠹蛾的全基因组和年龄阶段及性别差异组织转录

组测序工作ꎮ 该项目的完成将为苹果蠹蛾遗传修

饰的研究提供所需遗传元件的分子生物学信息ꎬ极
大地推动苹果蠹蛾遗传修饰转化品系的构建ꎮ

５.４　 实验室种群饲养技术和田间防效评估体系

苹果蠹蛾大量饲养的历史和生物学研究都为

其遗传修饰转化品系的顺利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

(Ｂｌｏｅ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 Ｃａｌｋｉｎｓ ＆ Ｐａｒｋｅｒꎬ２００５)ꎮ 申建

茹(２０１１ａ)在参考国外苹果蠹蛾人工饲料配方的基

础上ꎬ筛选并改进了胚芽苹果粉法、小麦胚芽法和

斑豆法 ３ 种人工饲料的配方ꎬ建立了健康的实验室

种群ꎻ并对实验种群的生物学潜能和各种适应性进

行了研究ꎬ为开展苹果蠹蛾遗传修饰转化研究提供

了虫源保障ꎮ
翟小伟等(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从苹果蠹蛾生物学特

性出发ꎬ研究了性信息素诱捕器和空间格局对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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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蛾雄蛾诱捕效果的影响、性信息素和植物挥发物

不同配方对苹果蠹蛾的诱捕效果、苹果蠹蛾成虫与

性信息素和寄主植物的互作行为等ꎬ并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ꎻ同时ꎬ在苹果蠹蛾不同防治方法的效果评定

等方面具备了较好的研究基础ꎬ这为评估释放遗传修

饰苹果蠹蛾的防效提供了条件ꎮ

６　 小结与展望
化学防治一直是害虫防治的主要手段ꎬ但是

“３Ｒ”问题的产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ꎬ多
种苹果蠹蛾的控制策略仍存在很多问题ꎬ不能满足

防控或根除该害虫的需要ꎬ因此对新防控技术的需

求日益增强ꎮ 不育昆虫技术是一种对环境无毒无

害的特异性根除或抑制靶标种群的方法ꎬ且不存在

抗性问题ꎮ 利用遗传修饰技术改进传统 ＳＩＴꎬ是利

用生物技术防控害虫的新思路ꎬ研究以生物技术为

手段的苹果蠹蛾遗传转化品系ꎬ是今后苹果蠹蛾防

控技术发展的趋势(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苹果蠹蛾不育昆虫释放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

国际上已有较成熟的经验ꎬ遗传修饰转化研究也取

得了阶段性的进展ꎬ验证性研究已经证实了能够用

于该物种转化的启动子和标记基因ꎬ同时证明了构

建转化品系的可行性ꎮ 目前ꎬ苹果蠹蛾的饲养技

术、生物学研究和检测调查技术均已较为完善ꎬ且
具备了一定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基础ꎬ这为苹果蠹蛾

遗传修饰转化品系的构建以及释放效果的评定创

造了条件ꎮ 我们应充分利用现在的各种优势ꎬ开展

苹果蠹蛾的遗传防控技术和应用基础研究ꎬ使其与

生物防治和化学生态调控等其他防控方法协同作

用ꎬ形成以遗传修饰昆虫释放技术为核心的防控技

术体系ꎬ并进行示范应用和推广ꎬ以控制其扩散ꎬ逐
步降低其种群数量ꎬ并最终达到在我国根除苹果蠹

蛾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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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模拟技术及其在苹果蠹蛾代谢杀虫剂
分子机制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杨雪清１ꎬ２ꎬ 刘吉元２ꎬ３ꎬ 张雅林２∗

１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ꎻ 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资源利用与病虫害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ꎻ 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药学系

药物化学教研室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

摘要: 苹果蠹蛾是世界性重要的果树害虫ꎬ也是我国一类进境检疫性有害生物ꎬ严重威胁着我国黄土高原和环渤海湾优势

苹果产区的果业生产ꎮ 化学防治是当前苹果蠹蛾防治最经济有效的措施ꎬ然而频繁使用化学杀虫剂引发的抗药性问题也

在世界范围内相继报道ꎮ 代谢抗性是苹果蠹蛾抗性中重要的机制ꎬ苹果蠹蛾解毒酶代谢杀虫剂的分子机制是当前代谢抗

性研究的重点方向ꎮ 基于分子模拟的方法在相关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本文综述了分子模拟涉及的主要方法

及其在苹果蠹蛾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研究中的应用ꎬ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分子模拟ꎻ 解毒酶ꎻ 杀虫剂ꎻ 代谢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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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Ｌ.)属鳞翅目卷蛾

科小卷蛾属ꎬ是世界性的果树重要害虫(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Ｖｏｕｄｏｕｒ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ꎬ也是我国重要的检疫性害虫之一ꎮ 频

繁使用化学杀虫剂使得苹果蠹蛾种群对各类化学

杀虫剂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 ( Ｂｒｕｎ￣Ｂａｒａｌ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５)ꎮ 苹

果蠹蛾对杀虫剂抗性的机理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

热点ꎬ其中解毒代谢增强是苹果蠹蛾抗药性最普遍

的机制(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苹果蠹蛾中参与解毒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２６５－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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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的酶系包括多功能氧化酶(ＭＦＯ)、谷胱甘肽转

移酶(ＧＳＴ)和羧酸酯酶( ＣａｒＥ)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Ｖｏｕｄｏｕｒ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然而目前从分子水

平研究苹果蠹蛾解毒酶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的研

究还相对较少ꎮ
当杀虫剂作用于昆虫后ꎬ靶蛋白、解毒酶以及

杀虫剂分子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识别、相互反应和

信息传递ꎬ并伴随着分子间的静电相互作用、范德

瓦斯相互作用和疏水相互作用以及化学键的形成

和断裂ꎮ 然而ꎬ通过传统的试验手段研究上述反应

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十分困难ꎮ 随着计算机技术、
量子化学、生物信息学和结构生物学等研究学科的

快速发展ꎬ使得利用分子模拟技术研究解毒酶—杀

虫剂的相互作用、揭示代谢杀虫剂的分子机制以及

杀虫剂的合理设计与改造和对解毒酶的定点突变

改造成为了可能ꎮ 分子模拟(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ＭＳ)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依托ꎬ以量子化学、统计力

学为理论基础ꎬ对物理和化学过程中分子的微观行

为进行仿真的一门新兴学科(陈正隆等ꎬ２００７ꎻ 吕

玲红等ꎬ２０１４)ꎮ

１　 分子模拟方法
目前ꎬ分子模拟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中ꎬ用

于认知、预测和模拟蛋白质、核酸的结构和性质ꎬ以
及模拟 ＤＮＡ 的双螺旋结构ꎮ 分子模拟方法主要有

量子力学方法(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ꎬＱＭ)、分子力学

方法(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ꎬＭＭ)、分子动力学(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ꎬ ＭＤ) 和 蒙 地 卡 罗 方 法 (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ꎬＭＣ)(陈正隆等ꎬ２００７)ꎮ

２　 分子模拟研究涉及的主要方法

２.１　 同源模建

蛋白质的结构决定其功能ꎮ 但要获得一个蛋

白质准确的分子结构并不容易ꎮ 在传统方法中ꎬＸ－
射线单晶衍射技术和核磁共振技术(ＮＭＲ)是解析

蛋白分子结构的经典方法ꎬ但前者需要将纯化的靶

蛋白( >１０ ｍｇｍＬ－１)结晶ꎬ而许多蛋白质在如此

高的表达量时容易形成包涵体ꎬ需要通过变 /复性

才能使蛋白质正确折叠ꎻ后者则要求靶蛋白在非常

高的浓度下可溶、稳定、不聚集ꎬ且该技术难以解析

大分子质量的蛋白质分子结构ꎮ 此外ꎬ解析蛋白质

分子结构费时费力ꎬ花费巨大(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ꎮ

　 　 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是目前研究蛋白质结构

信息的一个快速、有效、低廉的手段ꎬ包括从头预测

法、比较模建法和折叠识别法(Ｃｏｚｚｅｔｔｏ ＆ Ｔｒａｍｏｎｔａ￣
ｎｏꎬ２００５)ꎮ 其中ꎬ比较模建法又称同源模建(Ｈｏ￣
ｍｏｌｏｇ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是目前最成熟、最常用的预测方

法ꎮ Ｓｗｉ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Ｓｃｈｗｅｄ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和 Ｍｏｄｅｌｌｅｒ
是目前最常用的免费同源构建工具ꎮ 除此之外ꎬ
Ｓｙｂｙ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ｕｄｉｏ 和 ＭＯＥ 等商业化软件也可

用于同源模建ꎮ 学者普遍认为ꎬ蛋白质在进化过程

中三维结构的保守性远大于氨基酸序列的保守性ꎮ
因此ꎬ当 ２ 个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的一致性超过 ３０％
时ꎬ它们的三维结构高度一致ꎮ 根据该理论ꎬ对于

一个未知三维结构的蛋白质ꎬ只要在蛋白质晶体结

构数据库(Ｐｒｏｔｅｉｎ ｄａｔａ ｂａｎｋꎬＰＤＢ)中找到与其同源

性较高、晶体结构的 Ｒ￣ｆａｃｔｏｒ 以及解析度较好的蛋

白质ꎬ便能以该蛋白质的晶体结构为模板ꎬ构建未

知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模型(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ꎮ 对构建

好的结构模型还需要进行结构优化和评估ꎮ 目前

常用的模型评估方法主要有拉氏分布图、Ｃｏｎｔａｃｔ 曲
线图、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３Ｄ 等(Ｌｕｅｔｈｙ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ꎮ 同源模

建过程见图 １ꎮ

２.２　 分子对接

深入研究蛋白质(受体)与小分子(配体)的相

互作用ꎬ需要获得准确的蛋白质—小分子复合物的

空间结构ꎮ 分子对接(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ｏｃｋｉｎｇ)是分子模

拟的重要方法之一ꎬ是预测蛋白质与小分子结合模

式的重要手段ꎮ 在受体—配体相互作用过程中ꎬ主
要有 ２ 个学说ꎬ即“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ｋｅｙ”学说(也称“锁钥”
学说) 和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ｉｔ” 学说 (又称 “诱导契合” 学

说)ꎮ “锁钥学说”指的是ꎬ药物(配体)与蛋白质分

子(受体)相互识别过程类似于钥匙与锁关系ꎬ这种

识别关系认为受体与配体相互识别是刚性的几何

结构匹配过程ꎬ只有当它们的立体结构互补才能结

合ꎮ 随着受体学说的发展ꎬＫｏｓｈｌａｎｄ(１９５８)提出了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ｉｔ”学说ꎬ他认为受体与配体的形状不一

定是互补的ꎬ在受体与配体相互作用时ꎬ受体柔性

的结合口袋会随着配体的诱导而发生构象上的变

化ꎬ以达到最佳的互补性契合ꎮ 通过分子对接确定

复合物中的配体与受体的结合模式ꎬ研究它们之间

关键的相互作用ꎬ为揭示配体的作用机制和设计新

的配体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目前ꎬ分子对接广泛应用

于药物设计、材料设计等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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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解毒酶并不是杀虫剂的作用靶标(受体)ꎬ
但许多杀虫剂与解毒酶结合得十分紧密ꎬ它们的

ＩＣ５０甚至可达 μｍｏｌ  Ｌ－１ 级别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Ｐｒａｐａｎｔｈａｄａ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因

此ꎬ利用分子对接研究解毒酶和杀虫剂的相互作

用ꎬ已经成为研究害虫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的重要

手段ꎮ

图 １　 同源模建示意图(以 ＣｐＣＥ￣１为例)(引自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ｐＣＥ￣１)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随着受体学说的不断完善ꎬ分子对接模型从基

于几何空间匹配的刚性模型发展成为基于几何空

间匹配与能量匹配的柔性模型ꎮ 几何空间匹配是

蛋白质与配体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的基础ꎬ能量匹配

是分子间保持稳定结合的基础ꎮ 各种分子对接方

法对体系均有一定的简化ꎬ根据简化的程度和方

式ꎬ可以将分子对接分为 ３ 类:刚性对接、半柔性对

接和柔性对接ꎮ 刚性对接是指在计算过程中ꎬ配体

与受体的构像均不发生变化ꎬ适用于大分子之间的

对接ꎮ 该方法简化程度最高ꎬ计算量相对较小且粗

略ꎻ半柔性对接是指对接过程中小分子的构像发生

一定程度的变化ꎬ但大分子的构像保持不变或仅有

部分氨基酸残基发生构象变化ꎮ 半柔性对接在对

接精确度和计算量方法采取了折中的策略ꎬ应用非

常广泛ꎬＤｏｃｋ 和 Ａｕｔｏｄｏｃｋ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

分子对接软件ꎻ柔性对接方法在对接过程中允许研

究体系的构像发生自由变化ꎬ由于变量随着体系的

原子数呈几何级数增长ꎬ因此柔性对接方法的计算

量非常大ꎬ适合精确考察分子间的识别情况ꎬ应用

有限ꎬＡｃｃｅｌｒｙｓ 公司研发的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ＡｆｆｉｎｉｔｙꎬＡｃｃｅｌｒｙｓ

Ｉｎｃ.ＵＳＡ) 就是用于柔性对接的工具 (刘吉元ꎬ
２０１４)ꎮ

２.３　 分子动力学模拟

分子动力学模拟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ꎬＭＤＳ)是基于经典力学、模拟生物大分子运动

行为的一种分子模拟方法ꎮ 分子动力学模拟依靠

牛顿力学模拟每个原子及体系的运动ꎬ计算体系中

所有原子的运动轨迹ꎬ通过当前状态预测其在任意

时刻的运动状态(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ꎮ 分子动力学模拟

的经典牛顿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Ｆ ｉ
→＝ｍｉ ａｉ

→＝ｍｉ

Ə２ ｒｉ→

Əｔ２
＝ －

ƏＵ( ｒｉ→)
Ə ｒｉ→ (１)

Ｕ( ｒｉ)＝ ∑ １
２
ｋｂ
ｉｊ( ｒｉｊ－ｒ０ｉｊ) ２＋∑ １

２
ｋθ
ｉｊｋ(θｉｊｋ－θ０

ｉｊｋ) ２＋

∑ １
２
ｋξ(ξｉｊｋｌ－ξ０

ｉｊｋｌ) ２＋∑ｋϕ[１＋ｃｏｓ(ｎϕ－ϕ０)]＋ｒｉｊ∑[
Ｃ１２

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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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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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ｊ

ｒ６ｉｊ
＋

ｑｉｑ ｊ

４πε０εｒｒ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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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Ｆ ｉ
→

表示所有其他原子作用到第 ｉ 原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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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力ꎬｍｉ 表示第 ｉ 原子的质量ꎬａｉ
→表示第 ｉ 原子的

加速度ꎬｒｉ→是第 ｉ 原子的位移矢量ꎬＵ( ｒｉ→) 为体系势

函数ꎬｋｂ
ｉｊ、ｋθ

ｉｊｋ、ｋξ、ｋϕ 分别表示共价键的键能、键角

能、非正常二面角能以及正常二面角能的力常数ꎬ
Ｃ１２

ｉｊ 和 Ｃ６
ｉｊ代表范德瓦斯相互作用势的系数ꎬｑｉ 和 ｑ ｊ

分别代表第 ｉ 和第 ｊ 原子的电荷ꎬｒｉｊ代表第 ｉ 和第 ｊ
原子之间的距离(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ꎮ

常规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流程包括初始构型的

确定、能量优化与体系缓慢升温(Ｈｅａｔｉｎｇ)、平衡相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ｈａｓｅ)和生产相(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４
个阶段ꎮ

目前ꎬＡＭＢＥＲ 是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最常用

的分子力场ꎮ

２.４　 结合自由能计算

受体和配体之间结合自由能(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ｅｎ￣
ｅｒｇｙ)是评价不同状态下复合物稳定性、描述分子间

相互作用的核心问题数据ꎮ 在配体和受体的相互

作用过程中ꎬ牵涉到 ２ 类相互作用ꎬ即非键相互作

用和共价相互作用ꎮ 非键相互作用包括静电相互

作用和范德瓦斯相互作用等ꎬ这些相互作用都可以

通过力场计算进行比较简单的表达ꎻ而共价相互作

用则牵涉到化学键的断裂和生成ꎬ需要用量子力学

的方法进行考察(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ꎮ 在药物分子和受

体的相互作用时ꎬ一般只牵涉到非键相互作用ꎻ而
共价相互作用只存在少数体系中ꎮ 根据热力学原

理ꎬ结合自由能和结合常数 Ｋ ｉ 存在定量的关系(Ｏｓ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 ΔＧ＝ －ＲＴｌｎＫ ｉꎮ

自由能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 ３ 类:自由能微扰

(Ｆｒｅ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ꎬＦＥＰ)、热力学积分(Ｔｈｅｒ￣
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ＴＩ)、基于主方程的分子力

学 /泊松—波尔兹曼表面积方法(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ꎬ ＭＭ￣ＰＢＳＡ )
(Ｃ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ꎻ Ｇｏｈｌｋｅ ＆ Ｋｌｅｂｅꎬ２００２ꎻ Ｍａｒｃ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ＦＥＰ 法在原理上比较严格ꎬ计算结果也

较为精确ꎬ但需要长时间的数据采集ꎬ对计算体系

有严格的限制ꎬ只能适合较为简单的情况ꎻＴＩ 法把

结合自由能分解为不同的相互作用能量项ꎬ通过一

组训练集并利用统计方法得到自由能计算的经验

公式ꎬ取样简单ꎬ计算量小ꎬ但这类方法不能很好地

考虑体系的柔性以及溶剂效应ꎬ因此一般只能对一

些体系做有限预测ꎬ只能作为初筛的手段ꎻＭＭ￣ＰＢ￣
ＳＡ 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基于分子动力学采样的

自由能预测方法ꎬ该方法可用来计算配体与蛋白质

受体复合物体系的绝对和相对结合自由能(Ｓｒｉｎｉｖａ￣
ｓ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ꎮ 在此基础上还派生了分子力学 /
广义波恩表面积方法(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 ｂｏｒ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ꎬＭＭ￣ＧＢＳＡ) (Ｋｏｌ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ＭＭ￣ＰＢＳＡ 和 ＭＭ￣ＧＢＳＡ 这 ２ 种方法都是基

于分子动力学采样ꎬ不需要通过线性拟合而得到经

验参数ꎬ对不同体系具有较好的普适性ꎬ计算速度

快且结果较为准确ꎬ已成为应用前景最为广阔的计

算结合自由能的方法(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ꎮ

３　 分子模拟在苹果蠹蛾代谢抗性研究中的

应用

近年来ꎬ分子模拟技术在昆虫解毒酶与

杀虫剂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

用ꎮ 利用同源模建ꎬ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以芽孢杆

菌 ＣＹＰ１０２ 为模板构建了棉铃虫 Ｈｅｌｉｂｔｈｉｓ ａｒ￣
ｍｉｇｅｒａ Ｈüｂｎｅｒ ＣＹＰ６Ｂ１ 和 ＣＹＰ６Ｂ８ 的 ３Ｄ 模

型ꎬ 并 成 功 预 测 了 棉 铃 虫 ＣＹＰ６Ｂ１ 和

ＣＹＰ６Ｂ８ 的活性口袋和参与催化的关键氨基

酸ꎮ Ｃｈ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对冈比亚按蚊 Ａｎｏｐｈｅ￣
ｌｅｓ ｇａｍｂｉａｅ Ｇｉｌｅｓ ＣＹＰ６Ｚ１ 和 ＣＹＰ６Ｚ２ 的底物

结合位点进行了比较ꎬ并利用分子模拟方法

分析了 ＣＹＰ６Ｚ１ 和 ＣＹＰ６Ｚ２ 与 ＤＤＴ 的结合

能力和对 ＤＤＴ 的潜在代谢能力ꎻ预测结果与

代谢试验相吻合ꎬ表明 ＣＹＰ６Ｚ１ 能够代谢

ＤＤＴꎮ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将溴氰菊酯与

冈比亚按蚊 ＣＹＰ６Ｍ２ 进行了对接ꎬ并发现溴

氰菊酯结合于靠近亚铁血红素催化中心的

４′－苯氧基苄基ꎮ 利用分子模拟和量子力学 /
分子力学(ＱＭ / ＭＭ)方法ꎬ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预
测并证实了在冈比亚按蚊 ｅｐｓｉｌｏｎ 家族的

ａｇＧＳＴｅ￣２ 中ꎬＡｒｇ １１２、Ｇｌｕ １１６ 和 Ｐｈｅ １２０ 对

ＤＤＴ 的代谢至关重要ꎮ 然而ꎬ分子模拟技术

在苹果蠹蛾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研究中的

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ꎮ
３.１　 在苹果蠹蛾 ＧＳＴｓ 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研究

中的应用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昆虫 ＧＳＴｓ 蛋白晶体结构

得到解析ꎬ促使昆虫 ＧＳＴｓ 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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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ꎮ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从

ＤＤＴ 抗性冈比亚按蚊中解析了一个 δ 家族的 ＧＳＴ
蛋白 ａｇＧＳＴｄ１￣６ 的晶体结构(ＰＤＢ ＩＤ ∶ １ｐｎ９)ꎬ该蛋

白由 ８ 个 α－螺旋和 ４ 个 β－折叠构成ꎬ这是昆虫中

第一个解析的 ＧＳＴ 晶体结构ꎬ也拉开了昆虫 ＧＳＴｓ
蛋白结构研究和利用同源模建研究昆虫 ＧＳＴｓ 功能

的序幕ꎮ 此后ꎬＫａｋｕ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解析了家蚕 ＧＳＴ
蛋白 ｂｍＧＳＴｕ 的晶体结构(ＰＤＢ ＩＤ ∶ ３ＡＹ８)ꎬ并发

现该蛋白中谷胱甘肽结合区域内的氨基酸残基 Ｖａｌ
５５、Ｇｌｕ ６７、Ｓｅｒ ６８、Ｔｙｒ ７ 和 Ｓｅｒ １２ 对 ＧＳＴ 的催化功

能至关重要ꎮ
以 ａｇＧＳＴｄ１￣６ 晶体结构为模板ꎬ利用同源模建

技术ꎬ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构建了苹果蠹蛾 ＣｐＧＳＴ１ 的

三维结构ꎮ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检测ꎬ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发现原核表达的 ＣｐＧＳＴ１ 蛋白能代谢高效

氯氟氰菊酯ꎬ但不能代谢甲基毒死蜱ꎮ ＣｐＧＳＴ１ 活

性位点包含 ２ 个亚位点ꎬ即 ＧＳＨ 结合位点(Ｇ 位

点)和疏水性结合位点(Ｈ 位点)ꎮ 其中ꎬＧ 位点由

主要的亲水和极性的氨基酸残基 Ｓｅｒ １０、Ｇｌｎ ３９、
Ｈｉｓ ５１、Ｔｈｒ ５２、Ｖａｌ ５３、Ｇｌｕ ６５、Ｓｅｒ ６６ 和 Ａｒｇ ６７ 组

成ꎻＨ 位点由疏水性的氨基酸残基 Ｖａｌ ７、Ａｌａ １１、
Ｐｒｏ １２、Ｌｅｕ ３４、Ｈｉｓ ３５、Ｔｙｒ １０６、Ｐｈｅ １０９、Ｔｙｒ １１４、
Ｌｅｕ １１７、Ｐｈｅ １１８、Ｐｈｅ ２０５ 和 Ｖａｌ ２０９ 组成ꎮ 通过分

子对接发现ꎬ高效氯氟氰菊酯的苯醚基团主要占据

了蛋白活性位点中的 Ｈ 亚位点ꎬ而其余基团与 Ｇ
位点中的氨基酸残基相互作用ꎻ苯醚基团与 Ｖａｌ ７、
Ａｌａ １１、Ｌｅｕ ３４、Ｔｙｒ １１４、Ｐｈｅ １１８、Ｐｈｅ ２０５ 和 Ｖａｌ ２０９
之间具有较强的疏水作用ꎬ三氟甲基上的氟原子与

Ｇｌｎ ５０ 具有极性作用ꎮ 此外ꎬ高效氯氟氰菊酯与

ＣｐＧＳＴ１ 形成 ２ 对氢键ꎬ包括羰基上的氧原子和 Ｔｈｒ
５２ 侧链的 ＯＨ 间形成的氢键(１.７ Å)以及氰基上的

氮原子 与 Ｖａｌ ５３ 间形成的另外一对氢键(２.０ Å)ꎮ
氢键网络好像 “钳子”一样ꎬ紧紧地将高效氯氟氰

菊酯固定在 ＣｐＧＳＴ１ 的活性区域ꎮ 与高效氯氟氰菊

酯不同的是ꎬ甲基毒死蜱仅结合于活性位点中的 Ｇ
亚位点ꎮ 甲基毒死蜱的三氯吡啶基团与 Ｔｈｒ ５２ 具

有极性作用ꎻ磷酸基团上的氧原子与 Ｓｅｒ ６６ 上的

ＮＨ 形成了一对氢键(１.９ Å)ꎬ但带负电荷的 Ｇｌｕ ６５
残基通过静电排斥ꎬ使得磷酸基团与该氨基酸残基

保持一定的距离(图 ２)ꎮ 静电排斥作用降低了甲

基毒死蜱与 ＣｐＧＳＴ１ 的结合能力ꎬ加之甲基毒死蜱￣
ＣｐＧＳＴ１ 复合物中只存在一对氢键ꎬ这就使得甲基

毒死蜱与 ＣｐＧＳＴ１ 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复合

体ꎮ 结合自由能计算表明ꎬＣｐＧＳＴ１－高效氯氟氰菊

酯复合物的稳定性明显强于 ＣｐＧＳＴ１－甲基毒死蜱ꎬ
其结合自由能 ΔＧｂｉｎｄ分别为－２８.２６ 和－１６.０８ ｋＪ

ｍｏｌ－１(杨雪清ꎬ２０１４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３.２　 在苹果蠹蛾 ＣａｒＥ 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研究

中的应用

ＣａｒＥ 是昆虫体内含量最丰富的蛋白之一ꎬ此类

蛋白与含羧酸酯、酰胺酯、硫酸酯等基团的内源或

外源物质的代谢有关 ( Ｂｉｒｎｅｒ￣Ｇｒ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还与昆虫的生长发育、生殖等重要行为有关

(李永强ꎬ２０１２)ꎮ
为从结构上研究 ＣａｒＥ 与杀虫剂的相互作用ꎬ

进而揭示 ＣａｒＥ 代谢杀虫剂的分子机制ꎬＪａｃ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解析了铜绿蝇 Ｌｕｃｉｌｉａ ｃｕｐｒｉｎａ (Ｗｉｅｄ.) 羧

酸酯酶 ＬｃαＥ７ 的晶体结构ꎬ这为利用同源模建等分

子模拟技术在其他昆虫中开展 ＣａｒＥ 代谢含酯类键

化合物的分子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但在此之前ꎬ
ＣａｒＥ 晶体结构在昆虫中尚未见报道ꎮ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利用同源模建ꎬ选择了与

ＣｐＣＥ￣１ 氨基酸序列一致性高达 ３８％的黑曲霉 Ａｓ￣
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ｎｉｇｅｒ ＥｓｔＡ(ＰＤＢ ∶ １ｕｋｃ ∶ Ａ)为模板ꎬ构建

了 ＣｐＣＥ￣１ 的三维模型ꎻ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子对接、
分子动力学模拟和计算丙氨酸扫描ꎮ 研究表明ꎬ
ＣｐＣＥ￣１(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ＫＣ８３２９２２)中 Ａｓｎ ２３３ 残

基在 ＣｐＣＥ￣１ 与乙酰甲胺磷作用中的能量贡献近乎

于热点“Ｈｏｔ￣ｓｐｏｔ”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ꎬ突变为丙

氨酸 Ａｌａ 后ꎬ模拟的结合自由能差值 ΔＧｂｉｎｄ为 ３.６６

ｋｃａｌｍｏｌ－１ꎻ乙酰甲胺磷对野生型 ＣｐＣＥ￣１ 的抑制

中浓度 ＩＣ５０值为 ４２.１８ μｍｏｌＬ－１ꎬ而对 Ｎ２３２Ａ 突变

体的 ＩＣ５０ 值高于 １００００ μｍｏｌＬ－１ꎻ计算得到的

Ｎ２３２Ａ 结合自由能差值 ΔＧｂｉｎｄ为 ３.１７ ｋｃａｌｍｏｌ－１ꎬ
与计算机模拟值接近ꎻ代谢试验表明野生型ＣｐＣＥ￣１
能够代谢乙酰甲胺磷ꎬ而 Ｎ２３２Ａ 不能代谢乙酰甲

胺磷ꎬ表明 Ａｓｎ ２３２ 是与乙酰甲胺磷结合和代谢的

关键氨基酸残基ꎮ Ｎ２３２Ａ 突变后ꎬ“烟斗状”的活性

口袋基本构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ꎬ蛋白的正确

折叠也没有受到影响ꎬ说明 Ｎ２３２Ａ 突变对酶活性

无影响ꎬ但 Ｎ２３２Ａ 突变使得 ＣｐＣＥ￣１ 产生了一个向

里延伸的空洞(图 ３)ꎬ这或许是 Ｎ２３２Ａ 突变体难以

结合和代谢乙酰甲胺磷的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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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他 昆 虫 中ꎬ ＣａｒＥ 发 生 Ａ / Ｇ１３７Ｄ 和

Ｗ２５１Ｌ / Ｓ(Ａ / Ｇ１３７ 和 Ｗ２５１ 分别对应 ＣｐＣＥ￣１ 中的

Ａ１２１ 和 Ｗ２３３)突变是昆虫对有机磷杀虫剂产生抗

性的普遍机制(Ｃｕ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Ｎｅｗｃｏｍｂ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ꎬ而这个与乙酰甲胺磷结合和代谢的关键氨

基酸 Ａｓｎ ２３２ 残基在其他抗性昆虫种群中均未被报

道ꎮ 通过对采自甘肃武威、法国、德国卡尔斯鲁厄、
瑞士库尔、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明斯克、意大利莫利

塞 ７ 个地理种群的苹果蠹蛾成虫样本的 ＣｐＣＥ￣１ 基

因第 １２２、２３２、２３３ 位氨基酸残基进行突变检测ꎬ结
果表明ꎬ２３３ 位点发生 Ｎ２３２Ｔ 和 Ｎ２３２Ａ 的频率分别

为 ２０％和 ３０％(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ꎬ表明 Ａｓｎ ２３２ 与

乙酰甲胺磷的代谢密切相关ꎬ而该位点发生突变可

能与苹果蠹蛾对乙酰甲胺磷潜在抗性的形成有关

(刘吉元ꎬ２０１４ꎻ 杨雪清ꎬ２０１４)ꎮ

图 ２　 ３ 个分子与 ＣｐＧＳＴ１ 结合位点示意图(引自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ＧＳＴ１ ３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

抑制剂 ＧＴＸ 与 ＣｐＧＳＴ１ 结合模式(Ａ)和作用网络(Ｂ)ꎻ高效氯氟氰菊酯与 ＣｐＧＳＴ１ 结合模式(Ｃ)和作用网络(Ｄ)ꎻ
甲基毒死蜱与 ＣｐＧＳＴ１ 结合模式(Ｅ)和作用网络(Ｆ)ꎮ 黄色虚线表示氨基酸残基与小分子基团形成的氢键ꎮ

Ｔｈ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 ｏｆ ＧＴＸ ｗｉｔｈ ＣｐＧＳＴ１. Ｔｈ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Ｄ)
ｏｆ ｌａｍｂｄａ￣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ｗｉｔｈ ＣｐＧＳＴ１. Ｔｈ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 ｏｆ ｃｈｌｏｐｙｒｉｆｏｓ￣ｍｅｔｈｙｌ ｗｉｔｈ ＣｐＧＳＴ１.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ｓｈｏｗ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ｂｏｎ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有关苹果蠹蛾代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的研究相

对较少ꎮ 除上述研究外ꎬ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还克隆

了一个苹果蠹蛾 Ｐ４５０ 基因 ＣＹＰ９Ａ６１ꎬ并对其时空

表达模式和杀虫剂诱导表达模式进行了研究ꎮ 研

究结果表明ꎬＣＹＰ９Ａ６１ 可能与高效氯氟氰菊酯的代

谢相关(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啶虫脒对苹果蠹蛾 ３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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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有较好的胃毒活性ꎬ其 ＩＣ５０值为 ３.１６ ｍｇＬ－１ꎬ
但亚致死剂量的啶虫脒对解毒酶 ＣＹＰ９Ａ６１、ＣｐＧＳＴ１
及 ＣｐＣＥ￣１ 基因表达量无明显影响 (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亚致死剂量的乙基毒死蜱和高效氯氟氰菊

酯能显著诱导苹果蠹蛾 ＣｐＣＥ￣１ 基因表达上调ꎬ并
抑制异源表达的 ＣｐＣＥ￣１ 蛋白羧酸酯酶活性(Ｙａｎｇꎬ

２０１５)ꎮ 为进一步阐述解毒酶基因在杀虫剂代谢和

潜在抗性形成方面的作用ꎬ分子模拟是阐释解毒酶

与杀虫剂相互作用的强有力的方法ꎮ 上述研究表

明ꎬ分子模拟与生物学试验相结合是研究昆虫解毒

酶与杀虫剂相互作用的可靠方法ꎬ为深入研究昆虫

解毒酶对杀虫剂代谢分子机制提供了理论保障ꎮ

图 ３　 抗原表位图(引自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
Ｆｉｇ.３　 Ｃａｖｉｔｙ ｄｅｐ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ＣｐＣＥ￣１ ａｎｄ Ｎ２３２Ａ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

Ａ: 野生型 Ｗｉｌｄ ＣｐＣＥ￣１ꎻ Ｂ: Ｎ２３２Ａ 突变体 Ｍｕｔａｎｔ Ｎ２３２Ａꎮ

４　 展望
随着计算机技术、量子化学和统计力学的发

展ꎬ分子模拟技术在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方面

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ꎮ 仅靠传统的试验方法难以

揭示所研究的科学问题的机制ꎬ联合分子模拟和其

他方法已成为现今研究的主流ꎮ 当然ꎬ基于蛋白质

序列的分子模拟ꎬ可能忽视了活体细胞中的修饰对

其构型的影响ꎬ使得结果不够可靠ꎮ 随着相关理论

和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ꎬ分子模拟的准确度越来

越高ꎬ已成为蛋白质功能研究中强有力的工具ꎮ 分

子模拟技术应用最广、最有发展前景的领域是药物

开发和设计ꎮ 虽然目前分子模拟技术在昆虫学研

究中的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ꎬ但随着人们对分子模

拟技术认识的逐步深入ꎬ以及对利用计算机科学、
生物信息学、统计力学等多学科联合探究生物学问

题的意识的增强ꎬ分子模拟将在苹果蠹蛾等昆虫代

谢杀虫剂分子机制研究中ꎬ以及抗性机制的阐释和

基于受体结构的新杀虫剂的设计、具有杀虫剂残留

去除功能的昆虫源工程菌的开发等方面研究中发

挥巨大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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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荒漠绿洲生态区苹果蠹蛾生物学、
生态学和防治技术研究与应用进展

郭文超∗ꎬ 吐尔逊艾合买提ꎬ 付开赟ꎬ 丁新华ꎬ 许建军ꎬ 何　 江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农业部西北荒漠绿洲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ꎬ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

摘要: 苹果蠹蛾是我国重要的检疫害虫ꎬ自 １９５３ 首次在新疆库尔勒地区发现以来ꎬ疫情保持不断扩张的趋势ꎬ目前已经在

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和吉林 ７ 个省区发现ꎬ对我国苹果产业构成了严重威胁ꎮ 新疆在苹果蠹蛾生物

学、生态学等研究领域起步较早ꎬ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和应用工作ꎮ 本文通过对新疆苹果蠹蛾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

分析ꎬ回顾和总结了新疆绿洲荒漠生态区苹果蠹蛾生物学、生态学和综合防治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进展ꎬ以期对今后

该虫的研究和防治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新疆荒漠绿洲ꎻ 苹果蠹蛾ꎻ 生物学ꎻ 生态学ꎻ 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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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Ｌ.)是世界上具有

毁灭性的果树蛀果类害虫之一ꎬ已被列为我国对

内、对外重大检疫对象ꎮ 该虫隶属于鳞翅目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小 卷 蛾 亚 科 Ｏｌｅｔｈｒｅｕｔｉｄａｅ 小 卷 蛾 属

Ｃｙｄｉａꎬ俗称食心虫ꎮ 苹果蠹蛾原产于欧亚大陆中

南部地区ꎬ目前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苹果种植

区ꎬ我国于 １９５３ 在新疆库尔勒地区首次发现ꎬ随后

在新疆北部的伊犁河谷地区、塔城地区、乌鲁木齐

地区ꎬ东疆的吐鲁番地区ꎬ南疆的库尔勒市、轮胎县

以及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的主要县市

果园也相继发现ꎮ 苹果蠹蛾主要危害苹果、沙果、
香梨、桃、李、杏、山楂和核桃等几十种水果(张学

祖ꎬ１９５７)ꎬ作为新疆苹果、梨和杏等果树的重要害

虫ꎬ其发生和危害十分严重(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ꎻ 茹克

亚阿不力孜ꎬ２００９ꎻ 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ꎮ 每年全疆因

苹果蠹蛾为害而造成的受害果树面积达数十万公

顷ꎬ被害果树的虫果率普遍超过 ５０％ꎬ部分虫果率

可达 ８０％ ~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２ 年新疆苹果、香梨等林果

面积已达到 １５.４１５１ 万 ｈｍ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

计局ꎬ２０１３)ꎮ 而果园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发生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２７４－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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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ꎬ且常年危害严重ꎬ即使使用化学农药防治ꎬ产
量也会损失 ２０％~３０％ꎬ使得新疆苹果、香梨等特色

林果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我国自 １９５３ 年在新疆库尔勒首次发现苹果蠹

蛾以来ꎬ其发生地一直仅限于新疆ꎬ但于 １９８６ 年开

始传入甘肃敦煌后迅速沿河西走廊向东扩散至甘

肃的酒泉、张掖、武威、白银、兰州等地ꎬ并进一步扩

散蔓延ꎬ到 ２００８ 年已在我国新疆、甘肃、黑龙江、内
蒙、宁夏等地发生ꎬ疫情发生面积达 ３２.６７ 万 ｈｍ２ꎬ
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９.６１ 亿元(曹爱东和秦庆

红ꎬ２００９)ꎮ 根据苹果蠢蛾的发生危害和传播扩散

趋势ꎬ其进一步向我国其他苹果主产区扩散的风险

依然较大ꎮ 而新疆有关苹果蠹蛾的研究工作起步

较早ꎬ多年来在生物学、生态学和防治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ꎮ 因此ꎬ回顾和总

结这些成果对于我国苹果蠹蛾的合理治理将具有

一定的指导作用ꎮ

１　 生物学及发生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进展
由于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最早发现地是新疆ꎬ并

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仅分布于新疆ꎮ 因此ꎬ新
疆在苹果蠹蛾的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起步较早ꎮ 张学祖等(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ｂ、１９６０)首次对苹

果蠹蛾的形态进行了描述ꎬ并对其年生活史、生活

习性、危害情况及各虫态发育历期ꎬ以及发生与环

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表明ꎬ伊犁河谷地区和

库尔勒地区苹果蠹蛾一年发生 ２~３ 代ꎻ对不同品种

的苹果而言ꎬ苹果蠹蛾产卵和蛀果率有所不同ꎬ晚
熟品种产卵最多ꎬ蛀果率最高ꎬ中熟品种次之ꎬ早熟

品种产卵最少ꎬ危害最轻ꎻ苹果蠹蛾对不同品种苹

果的“入蛀”部位各异ꎬ中熟品种(夏立蒙)主要从

果实“萼洼”和“胴部”入蛀ꎻ而晚熟品种(阿波尔

特)主要从“胴部”和“梗洼”入蛀ꎻ幼虫具有滞育现

象ꎬ第 １ 代幼虫滞育率高达 ５０％以上ꎻ营养条件对

苹果蠹蛾的幼虫发育影响作用较强ꎮ 这些开创性

的研究工作不仅为后来苹果蠹蛾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ꎬ而且为新疆荒漠绿洲区苹果蠹蛾的监测和科学

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ꎮ
近年来ꎬ新疆植保科技工作者不断探索ꎬ在已

有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对苹果蠹蛾的生物学、生态学

进行了系统研究ꎬ取得了重要进展ꎮ 于江南等

(２００４)在新疆乌鲁木齐地区通过系统调查ꎬ结合黑

光灯和性信息素诱集ꎬ发现苹果蠹蛾幼虫越冬主要

在离地 ３０~９０ ｃｍ 处的树皮下和裂缝中越冬ꎬ幼虫

化蛹和成虫羽化始期分别在 ４ 月下旬和 ５ 月中下

旬ꎬ羽化高峰在 ５ 月底至 ６ 月初ꎬ越冬蛹的发育起

点温度 ９.４ ℃ꎬ有效积温 ２１６.４ 日度ꎮ
苹果蠹蛾在新疆喀什疏勒县杏复合系统(杏—

麦、杏—棉花间作模式下) 一年发生 ３ 代(李宏ꎬ
２０１０)ꎮ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苹果和香梨园一年发生

４ 代(排除越冬代ꎬ实际为 ３ 代)ꎬ越冬代成虫于 ４
月中旬梨花萌动时开始羽化ꎬ４ 月 ２４ 日左右达到全

年羽化最高峰ꎮ 第 １ 代幼虫 ４ 月底开始出现ꎬ成虫

６ 月 １４ 日左右达到羽化高峰ꎻ第 ２ 代幼虫于 ６ 月下

旬出现ꎬ一部分幼虫从果实的萼部或两果实交接处

钻蛀果实ꎬ成虫 ８ 月下旬达到羽化高峰ꎻ第 ３ 代幼

虫于 ８ 月底开始出现ꎬ成虫于 ９ 月初达到羽化高

峰ꎮ 第 ４ 代幼虫于 ９ 月底出现ꎬ由于摘果ꎬ不能完

成发育ꎬ是一个局部世代ꎮ
苹果蠢蛾成虫发生期无明显的间断ꎬ表明有世

代重叠现象ꎬ同一调查点的越冬代、第 １ 代和第 ３
代所诱到的雄成虫有逐渐减少的趋势ꎬ表明其有明

显的兼性滞育现象ꎬ给防治带来一定的困难(林伟

丽等ꎬ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ꎮ
徐婧等(２０１２)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使用性信息素

诱捕器对新疆、甘肃及内蒙古不同区县的 １６ 个果

园苹果蠢蛾成虫发生规律进行长期监测ꎮ 结果表

明ꎬ苹果蠢蛾在西北地区每年发生 ２.５ 代ꎬ正常气候

条件下 ３ 个成虫发生高峰分别出现在 ５ 月上旬、７
月中下旬和 ８ 月中下旬ꎬ但不同地区及同一地区不

同果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ꎬ化学防治和迷向防治等

措施对苹果蠹蛾成虫捕获量的影响较大ꎮ
林伟丽(２００６ａ)采用 Ｔａｙｌｏｒ 幂法则和 Ｉｗａｏ′ｓ 回

归分析法测定出苹果蠢蛾分布格局:苹果蠢蛾成虫

在平均密度 ｍ≤３ 时ꎬ个体间相互吸引ꎬ分布的基本

成分为个体群ꎬ呈聚集分布ꎬ且聚集强度随种群密

度的升高而增加ꎻ在 ｍ>３ 时ꎬ个体间相互排斥ꎬ呈
均匀分布ꎮ 构建了苹果蠢蛾的种群数量消长模型ꎬ
越冬代、第 １ 代苹果蠢蛾成虫种群密度消长拟合模

型分别为:Ｎｔ ＝ ０.０２６６９ｔ３.０７０９５ｅ－０.２６８８１ｔꎬＲ ＝ ０.９３７３ꎻ
Ｎｔ ＝ ５.２７４９７×１０－７ ｔ６.７０８３３ｅ－０.２４７７１ｔꎬＲ＝ ０.９０７４ꎮ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ꎬ冯宏祖等(２０１２)对采

集自新疆阿拉尔地区的苹果蠹蛾幼虫线粒体 ＤＮＡ
细胞色素氧化酶Ⅰ亚基(ＣＯＩ) 基因进行了扩增、克
隆和测序ꎬ并对 ＣＯＩ 序列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

５７２　 第 ４ 期 郭文超等:新疆荒漠绿洲生态区苹果蠹蛾生物学、生态学和防治技术研究与应用进展



苹果蠹蛾 ＤＮＡ 扩增出的 ＣＯＩ 基因序列片段长度为

７０９ ｂｐꎬ序列中 Ａ＋Ｔ 含量极高ꎬ占 ６８.７％ꎬ而 Ｇ ＋ Ｃ
的含量只有 ３１.３％ꎮ 经基因序列比对ꎬ与其他几种

食心虫的同源性为 ８５.４％ ~８８.１％ꎬ遗传距离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２ꎻ采用 ＮＪ 法构建了卷蛾科系统树ꎬ所得的聚

类结果与传统的分类结果基本一致ꎮ 该研究结果

为苹果蠹蛾快速鉴定的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研究奠定

了重要基础ꎮ

２　 监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苹果蠹蛾作为蛀果性害虫ꎬ其防治适期的有效

监测既是技术难点ꎬ也是决定害虫防治效果的关

键ꎮ 张学祖(１９５８ａ)提出了利用有效积温法预测喷

药防治苹果蠹蛾卵的始期监测技术ꎬ根据苹果蠹蛾

的发育起点和平均有效积温ꎬ通过对春季有效积温

的预测来预测苹果蠹蛾的发蛾期ꎮ 实践证明ꎬ利用

有效积温法预测苹果蠹蛾卵的孵化始期与果园实

际发生情况较为吻合ꎮ 该监测技术方法简便、准
确ꎬ较好地解决了蛀果性害虫的科学监测难题ꎬ成
为我国最早利用有效积温法则监测害虫发生期的

成功范例之一ꎬ对后来多种害虫的预测预报起到积

极而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随着昆虫化学信息学的发展ꎬ苹果蠹蛾性信息

素得到成功开发ꎬ使苹果蠹蛾的监测技术发生了革

命性变化ꎮ 国外在应用苹果蠢蛾性信息素进行监

测、诱杀和迷向防治方面ꎬ取得了较好效果ꎮ 王崇

德等(１９８１)引进美国产苹果蠹蛾性引诱剂进行引

诱苹果蠹蛾成蛾的试验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中国科

学院新疆化学所成功研制并生产了苹果蠹蛾性信

息素ꎬ为新疆逐步大规模推广基于性信息素引诱剂

的使用奠定了基础ꎮ 宋美杰(１９８８)于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６
年对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所研制的苹果蠹蛾性信

息素的引诱效果与传统黑光灯的田间诱蛾效果进

行了比较ꎬ认为利用信息素诱蛾效果优于传统黑光

灯ꎮ 以 １９８６ 年诱蛾为例ꎬ春季 ４ 月初在库尔勒地

区采用引诱剂诱蛾ꎬ其成蛾始见期较黑光灯诱集提

前 １０ ｄꎬ而秋季 １０ 月初成蛾终见期比黑光灯晚 ３０
ｄꎬ全年单个诱捕器(碗型诱捕器)诱蛾量比单盏黑

光灯诱蛾量高 ５.５２ 倍ꎮ 周成军和刘文平(１９９７)认
为诱捕器的类型、设置密度、悬挂高度、植被遮盖以

及天气状况等对诱捕效果均有显著影响ꎮ 张新平

等(２０１１)研究发现ꎬ 在苹果蠢蛾诱捕过程中应用

三角盒粘胶法好于水盆法ꎮ 由于新疆夏季气候较

为干燥ꎬ且浮沉天气较为频繁ꎬ灰尘粘附在粘虫板

会直接影响粘虫效果ꎮ 从粘虫板和诱芯的更换周

期等对引诱效果的影响来看ꎬ每 １０ ｄ 更换 １ 次粘虫

胶的诱捕效果好于 ３０ ｄ 更换 １ 次ꎬ但诱芯更换周期

对引诱效果影响并不明显(阿地力沙塔尔等ꎬ
２０１１)ꎮ 此外ꎬ对诱芯载体的研究和多点试验发现ꎬ
５ 种新型(毛细管诱芯)诱捕性能较传统(橡胶)诱
芯平均诱蛾量高 ４２.７％(李晶等ꎬ２０１１)ꎮ

３　 防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ꎬ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和多点示范ꎬ新

疆植保科技工作者总结制定了适宜新疆绿洲荒漠

生态区的苹果蠹蛾综合防控技术ꎬ经大规模田间应

用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郭文超ꎬ
２０１０)ꎬ并提出苹果蠹蛾的关键防控时期为越冬代

和第 １ 代发生期ꎮ 主要防控技术包括物理诱杀、越
冬场所治理、环境友好型化学防治、自然天敌资源

的保护利用ꎬ以及利用人工繁殖寄生蜂及其综合配

套技术等 (阿地力沙塔尔等ꎬ ２０１１ꎻ 郭文超ꎬ
２０１０ꎻ 林伟丽ꎬ２００６ａꎻ 王兰等ꎬ２０１１ꎻ 许建军等ꎬ
２０１４ꎻ 余江华ꎬ２００７)ꎮ

３.１　 加强果园管理、压低越冬基数

果园管理重点在 ３ 月结合果园春季修剪(复
剪)ꎬ刮除树干(离地 ３０ ~ ９０ ｃｍ)老翘皮ꎬ以降低越

冬虫口基数ꎮ 同时ꎬ根据各地苹果蠹蛾的发生规

律ꎬ于 ８ 中旬至 ９ 月初ꎬ在果树主干距地面 ２０ ~
３０ ｃｍ处绑 １０ ｃｍ 宽麻布片ꎬ翌年春天去除ꎬ消灭化

蛹幼虫ꎮ 在第 ２、３ 代发生期ꎬ即 ６ 月以后对梨园重

点清理授粉品种ꎬ摘除虫果ꎬ捡拾落果并深埋ꎬ苹果

园重点清理早熟品种ꎮ

３.２　 信息素防治措施的应用

３.２.１　 诱捕器诱杀成虫　 在新疆监测和防治苹果

蠹蛾一般使用盆式、杯式诱捕器ꎬ但新疆地区由于

蒸发量大、风沙大等不利天气因素ꎬ这 ２ 种诱捕器

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ꎮ 目前常见的诱捕器为三角

形胶粘式诱捕器ꎬ该诱捕器不受蒸发量的影响ꎬ诱
捕量高ꎬ重点用于防治苹果蠹蛾越冬代和第 １ 代成

虫ꎮ 诱捕器的设置密度一般为每 ６６７ ｍ２ 挂 ２ 个诱

芯(或迷向丝ꎬ对于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混合发

生区ꎬ可选用含有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 ２ 种性信

息素的“双价迷向丝”)ꎬ诱捕器安放于苹果蠹蛾的

寄主植物上ꎬ若没有寄主植物ꎬ也可安放于其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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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上ꎮ 三角形胶粘式诱捕器的悬挂高度一般为树

冠上部 １ / ３ 处通风较好且稍粗的枝条上ꎬ距地面高

度不低于 １.７ ｍꎬ诱捕器内若使用粘虫板ꎬ应注意粘

虫胶的粘性ꎬ以便及时更换粘虫胶(阿地力沙塔

尔等ꎬ２０１１)ꎮ 苹果蠹蛾发生较重的地方ꎬ可增加诱

捕器的数量ꎮ 虽然苹果蠹蛾诱捕器能有效降低虫

口数量ꎬ但利用性诱剂诱捕并不能作为唯一防治该

害虫的方法ꎮ Ｋｎｉｇｈｔ ＆ 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４)研究表明ꎬ在
苹果蠹蛾种群密度较大时ꎬ性诱剂诱捕效果不明显

且不稳定ꎮ 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发现ꎬ种群密度高

时利用性诱剂干扰交配的防治效果不明显ꎮ 因此

对苹果蠹蛾应采用综合防治ꎬ不能完全依赖性诱捕

器诱杀成虫ꎮ
３.２.２　 迷向法防治 　 迷向又称阻断交配(Ｍ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ꎬＭＤ)ꎬ主要通过使用高浓度的性信息素

进行弥散干扰ꎬ阻断和延迟害虫交配从而达到防治

的目的ꎮ 该技术具有极强的物种专一性ꎬ可同时结

合其他方法进行综合防治ꎮ 朱虹昱等(２０１２)在新

疆、甘肃和宁夏的 ３ 个实验点进行了苹果蠹蛾国产

迷向剂的释放研究ꎬ发现在进行迷向处理后ꎬ果园

中雄虫平均净诱捕量下降 ２８.６％ ~ １００％ ꎬ平均下

降 ７４.１％ꎻ迷向处理区中成虫平均诱捕量明显减

少ꎬ对照区域则存在诱集高峰ꎮ 目前ꎬ生产上主要

使用双管手挂式迷向信息素ꎬ在越冬代成虫羽化期

进行防治ꎮ 手挂式迷向信息素一般持效时间 １５０ ~
１８０ ｄꎬ基本涵盖整个发生期ꎬ其间不用更换ꎮ 迷向

信息素悬挂于树冠上部 １ / ３ 处稍粗且通风较好的

枝条上ꎬ距地面不低于 １.７ ｍꎬ一般每 ０.６７ ｈｍ２ 挂 １
~２ 个ꎮ 成虫的整个发生期均可使用该方法防治ꎮ

３.３　 物理防治技术的应用

利用黑光灯进行诱杀是苹果蠹蛾综合防治及

疫情监测的重要措施之一ꎮ 付文君和吉别克

(２０１３)指出ꎬ黑光灯的田间布局和波长的选择直接

影响诱捕效果ꎬ在伊犁河谷地区挂灯时间为每年 ４
月下旬至 ９ 月下旬ꎬ黑光灯设置密度为每 １.６７ 公顷

果园设置 １ 盏ꎬ呈棋盘式或闭环式分布ꎬ安放高度

以高出树冠为宜ꎮ 朱银飞等(２０１０)通过研究认为ꎬ
苹果蠹蛾对黑光灯最敏感的波长为 ３５１ ｎｍꎬ １１ 次

试验共诱集到苹果蠹蛾成虫 ６９ 头ꎬ 与其他波长的

灯管在诱集数量上差异极显著ꎻ３ 个时间段内诱集

总量比较表明ꎬ 黑光灯诱集效果最佳时间段为黄

昏后 ２ ｈ ꎬ在该时间段内诱集到的苹果蠹蛾数量占

诱集总数的 ６９.３８ ％ꎮ 张润志等(２０１２)在野外测

试了黑光灯对苹果蠹蛾的诱捕效果ꎬ１４ ｄ 共诱到成

虫 ３７６ 头ꎬ该诱捕量显著大于信息素和雌雄均诱诱

捕器的诱捕量ꎬ表明苹果蠹蛾对黑光灯具有良好的

趋性ꎬ黑光灯极具监测与防治苹果蠹蛾的潜力ꎮ

３.４　 化学防治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重点防治第 １ 代幼虫是有效控制苹果蠹蛾危

害的关键ꎮ 根据诱芯测报确定适施期ꎬ一般越冬代

成虫盛发期后 ５ ｄ 为产卵盛期和孵化始期(此时一

般为沙枣花盛花期)ꎬ进行喷药防治ꎬ可选用高效、
低毒、低残留的农药ꎬ如菊酯类农药 ２.５％三氟氯氰

菊酯乳油 ２０００ 倍、１.８％阿维菌素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倍、
３％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２０００ 倍、３％啶虫脒等

新烟碱类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倍、０.３％苦参碱等生物农药

６００~８００ 倍、１.２％烟碱苦参碱 ８００ ~ １００ 倍ꎮ 同时ꎬ
对于兼防果园其他害虫ꎬ如蚜虫、木虱、粉虱等同翅

目害虫ꎬ在喷施上述农药的同时ꎬ可适当混配 ２０％
吡虫啉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倍液ꎬ混配 ２０％三唑锡悬浮剂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倍液可兼防叶螨(李晶等ꎬ２０１１ꎻ 余江

华ꎬ２００７)ꎮ

３.５　 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ꎬ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ꎬ新疆南部

绿洲荒漠区果树面积发展十分迅速ꎬ截至目前环塔

里木盆地杏、核桃、香梨、苹果和红枣等果树面积超

过 １３３ 万 ｈｍ２ꎮ 由于南疆塔里木盆地绿洲人多地

少ꎬ林果发展以间套模式的复合种植体系为主ꎬ
果—粮和果—棉复合生产体系发展普遍ꎬ在此背景

下ꎬ针对苹果蠹蛾等主要害虫危害ꎬ积极探索和挖

掘果园天敌资源ꎬ开发相关生物防治和天敌保护利

用技术对发展开发新疆特色的绿色果品ꎬ提升其市

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为此ꎬ结合新疆林果业发

展的需要ꎬ近年来ꎬ新疆植保科技工作者在该领域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ꎬ取得了一系列具有

国内先进水平的成果ꎬ研究开发的苹果蠹蛾生物防

治及其综合配套技术在林果生产上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ꎬ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ꎮ
３.５.１　 天敌资源的研究　 通过系统研究和调查ꎬ摸
清了新疆南部喀什地区疏勒县杏复合系统(杏—
麦、杏—棉间作模式下)主要害虫的捕食性天敌资

源种类 ３７ 种(表 １)ꎮ 由此可见ꎬ新疆南部喀什地

区疏勒县杏—棉和杏—麦间作果园天敌资源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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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ꎬ保护和利用果园各种捕食性天敌对于有效控

制苹果蠹蛾、蚜虫、介壳虫、叶螨等多种果园害虫具

有重要作用(李宏ꎬ２０１０)ꎮ

表 １　 新疆南部不同间作模式下主要害虫捕食性天敌种类(２０１０ꎬ新疆喀什)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０ꎬ Ｋａｓｈｉ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瓢虫科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孪斑唇瓢虫 Ｃｈｉｌｏｃｏｒｕｓ ｇｅｍｉｎｕｓ Ｚａｓｌａｖｓｋｉｊ
深点食瞒瓢虫 Ｓｔｅｔｈｏｒｕｓ ｐｕｎｃｔｉｌｌｕｍ Ｗｅｉｓｅ
菱斑巧瓢虫 Ｏｅｎｏｐｉａ ｃｏｎｇｌｏｂａｔａ Ｌ.
孪斑瓢虫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ａ ｇｅｍｉｎ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Ｌｉｕ

方头甲科 Ｃｙｂｏｃｅ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日本方头甲 ＣｙｂｏｃｅｐｈａＩｕ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ｕｓ Ｅｎｄｒｏｂｙ￣Ｙｏｎｇｅ
敦煌方头甲 Ｃｙｂ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ｉａｎ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草蛉科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晋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ｓｈａｎｓｉｅｎｓｉｓ Ｋｕｗａｙａｍａ
普通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ｃａｒｎｅａ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叶色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ｐｈｙｌｌｏｃｈｒｏｍａ Ｗｅｍａｅｌ
大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Ｗｅｓｍａｅｌ

半翅目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盲蝽科 Ｍｉｒｉｄａｅ 黑食蚜盲蝽 Ｄｅｒａｅｏｃｏｒｉｓ ｐｕｎｃｔｕｌａｔｕｓ Ｆａｌｉｅｎ
花蝽科 Ａｎｔ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肩毛小花蝽 Ｏｒｉｕｓ ｎｉｇｅｒ Ｗｏｌｆｆ

蜘蛛目 Ａｒａｎｅｉｄａ 蟹蛛科 Ｔｈｏｍｉｓｉｄａｅ 三突花蛛 Ｍｉｓｕｍｅｎｏｐｏ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Ｆａｈｒｉｃｉｕｓ
冠花蟹蛛 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Ｃｌｅｒｃｋ
蒙古花蟹蛛 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

跳蛛科 Ｓａｌｔｉｃｉｄａｅ 考氏伊蛛 Ｉｃｉｕｓ ｃｏｕｒｔａｕｌｄｉ Ｂｒｉｓｔｏｗｅ
卷叶蛛科 Ｄｉｃｔｙｎｉｄａｅ 合古卷叶蛛 Ａｒｃｈａｅｏｄｉｃｔｙｎａ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ａ Ｏ.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王氏卷叶蛛 Ｄｉｃｔｙｎａ ｗａｎｇｉ Ｓｏｎｇ ＆ ｚｈｏｕ
园蛛科 Ａｒａｎｅｉｄａｅ 大腹园蛛 Ａｒａｎｅｕｓ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ｕｓ Ｌ. Ｋｏｃｈ

灌木新园蛛 Ｎｅｏｓｃｏｎａ ａｄｉａｎｔａ 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
黑亮腹蛛 Ｓｉｎｇａ ｈａｍａｔａ Ｃｌｅｒｃｋ
四点亮腹蛛 Ｓｉｎｇａ ｐｙｇｍａｅａ 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

肖蛸科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ｅ 直伸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 ｅｘｔｅｎｓａ Ｌ.
锥腹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 ｍａｘｉｌｌｏｓａ Ｔｈｏｒｅｎ
圆尾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 ｓｈｉｋｏｋｉａｎａ Ｙａｇｉｎｕｍａ

皿蛛科 Ｌｉｎｙｐｈｉｉｄａｅ 弱小皿蛛 Ｍｉｃｒｏｌｉｎｙｐｈｉ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
暗蛛科 Ａｍａｕｒｏｂｉｉｄａｅ 刺瓣隙蛛 Ｃｏｅｌｏｔｅｓ ｓｐｉｎｉｖｕｌｖａ Ｓｉｍｏｎ
狼蛛科 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 鹿熊蛛 Ａｒｃｔｏｓａ ｃｅｒｖｉｎａ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

波氏艾狼蛛 Ｅｖｉｐｐａ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 Ｓｃｈｅｎｋｅｌ
雾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 Ｔｈｏｒｅｌｌ
星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ａｓｔｒｉｇｅｎａ Ｌ. Ｋｏｃｈ

逍遥蛛科 Ｐｈｉｌｏｄｒｏｍｉｄａｅ 新疆逍遥蛛 Ｐｈｉｌｏｄｒｏｍｕ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ａｎｇ ｅｔ ｓｏｎｇ
草皮逍遥蛛 Ｐｈｉｌｏｄｒｏｍｕｓ ｃｅｓｐｉｔｕｍ Ｗａｌｃｋｅｎｅｒ
阿拉逍遥蛛 Ｐｈｉｌｏｄｒｏｍｕｓ ａｌａｓｃｅｎｓｉｓ Ｋｅｙｓｅｒｌｉｎｇ
蚁形狼蟹蛛 Ｔｈａｎａｔｕｓ ｆｏｒｍｉｃｉｎｕｓ Ｃｌｅｒｃｋ
普通狼蟹蛛 Ｔｈａｎａｔｕｓ ｖｕｉｌｇａｒｉｓ Ｓｉｍｏｎ
短胸长蟹蛛 Ｔｉｂｅｌｌｕｓ ｏｂｌｏｎｇｕｓ Ｗａｌｃｋｅｎａｅｒ

　 　 在寄生性天敌资源研究方面ꎬ张学祖等(１９６０)
在新疆库尔勒地区发现苹果蠹蛾卵寄生蜂———赤

眼蜂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ｐ.ꎬ苹果蠹蛾第 ２ 代卵自然寄生

率最高可达 ４４％ꎻ李保平和孟玲(２０１２) 、孟玲等

(２００１)通过对新疆伊梨地区野苹果林和栽培苹果

园的苹果蠢蛾寄生性天敌的系统调查ꎬ发现了光点

瘤姬蜂 Ｌｉｏｔｒｙｐｈｏｎ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蠢蛾玛姬蜂 Ｍａｓｔｒ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 Ｇｒａｖｅｎｈｏｒｓｔ )、 红 足 微 茧 蜂 Ｍｉｃｒｏｄｕｓ
ｒｕｆｉｐｅｓ Ｎｅｅｓ、四齿革腹茧蜂 Ａｓｃｏｇａｓｔｅｒ ｑｕａｎｄｒ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Ｗｅｓｍａｅｌｓ、 凹 腹 双 短 刺 金 小 蜂 Ｄｉｂｒａｃｈｙｓ ｃａｖｕｓ

(Ｗａｌｋｅｒ)５ 种幼虫和蛹寄生蜂ꎬ其中凹腹双短刺金

小蜂是苹果蠹蛾的重寄生蜂ꎬ并记述了迄今世界范

围内已发现的苹果蠢蛾幼虫和蛹寄生蜂共 ７ 科 ３０
属 ４３ 种ꎬ这一研究结果为今后进一步挖掘和利用

苹果蠹蛾寄生性蜂资源奠定了基础ꎮ
在昆虫病原微生物方面ꎬＫｕｃ̌ｅｒａ(１９７１)报道ꎬ

捷克斯洛伐克正研究高致病力的白僵菌菌系发酵

生产方法ꎮ 有关白僵菌防治鳞翅目害虫在我国已

有大量报道ꎮ 哈密植检站(１９８５)首次从苹果蠹蛾

僵虫中分离并鉴定发现了感染苹果蠹蛾幼虫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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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菌———白僵菌 Ｂｅａｕｖｅｖｉａ ｓｐ.ꎮ 王敦等(２０１２)首次

分离获得了苹果蠢蛾颗粒体病毒(ＣｙｐｏＧＶ)中国本

土分离株 ３ 株ꎬ分别是分离自甘肃张掖的张掖株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分离自新疆喀什的喀什株 １ ( Ｃｙ￣
ｐｏＧＶ￣ＫＳ１)、喀什株 ２ ( ＣｙｐｏＧＶ￣ＫＳ２)ꎮ 通过对病

毒本土株的分离、鉴定、扩繁ꎬ对 ３ 株病毒的毒力进

行了测定ꎬ分别为 ３.４３×１０４、８.８１×１０４和 １.０４×１０４

ＯＢｓｍＬ－１ꎮ 并对三者的田间防效与国外同类制剂

(苹果蠢蛾颗粒体病毒比利时株ꎬＣｙｐｏＧＶ￣ＢＧ)进行

了比较ꎬ发现 ３ 株本土病毒株的田间防效与化学药

剂灭幼脉接近ꎬ单位面积果园的诱虫数量显著降

低ꎬ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ꎮ
３.５.２　 利用赤眼蜂等寄生蜂防治苹果蠹蛾技术研

究与应用 　 为了适应新疆荒漠绿洲生态条件的果

品精品化和无害化发展的需要ꎬ针对苹果蠹蛾等果

树害虫种类增多ꎬ危害趋于严重的局面(郭文超和

马祁ꎬ２００４)ꎬ新疆植保科技工作者积极探索相关的

生物防治技术ꎬ取得了重要成果ꎮ
冯宏祖等(２０１３)研究了赤眼蜂对新疆荒漠绿

洲生态区苹果蠹蛾卵功能反应及自身的干扰反应ꎬ
表明在 ２５ ℃下不同密度的苹果蠹蛾卵对松毛虫赤

眼蜂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 ｐｉｎｔｏｉ(吉林品系)、(新疆抗旱品

系)、螟黄赤眼蜂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ｅ ｃｈｉｌｏｎｉｓ Ｉｓｈｉｉ 的寄生

作用有明显的影响ꎬ其寄生效应符合功能反应模型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型ꎬ其方程分别为 Ｎａ ＝ ０. ９４５９Ｎｔ / ( １ ＋
０.０４４６Ｎｔ)、Ｎａ ＝ ０. ９６７５Ｎｔ / ( １ ＋ ０. ０４１６Ｎｔ ) 和 Ｎａ ＝
０.７４０３Ｎｔ / (１＋０.０３５６Ｎｔ)ꎬ对苹果蠹蛾卵的日最大

寄生量为 ２１.２０、２３.２４ 和 ２０.７９ 粒ꎬ寄生 １ 粒卵所需

的时间为 ０.０４７２、０.０４３ 和 ０.０４８ ｈꎬ搜索效率分别为

０.９４５９、０.９６７５ 和 ０.７４０３ꎻ赤眼蜂自身密度对寄生作

用也存在干扰效应ꎬ用 Ｈａｓｓｅｌｌ￣Ｖａｒｌｅｙ 模型可表示为

Ｅ＝ ０.４４１１Ｐ ｔ －０.５２３１、Ｅ ＝ ０.３４６２Ｐ ｔ －０.６２０５ 和 Ｅ ＝
０.３３２６Ｐ ｔ －０.４４４１ꎮ 这一研究结果为正确评价赤眼

蜂控制苹果蠹蛾的作用提供了依据ꎮ
王兰等(２０１１)通过研究人工繁殖赤眼蜂在果

园生态环境中的自然扩散规律ꎬ发现赤眼蜂在果园

自然扩散距离可达 １６ ｍꎬ但 ２ ~ ８ ｍ 范围内赤眼蜂

的寄生数量最多ꎬ寄生卵占总卵数的 ９３.４％ꎬ在 ２、
４、６ 和 ８ ｍ 范围内平均寄生率分别为 ３２.６％、２１％、
１４.３％和 ９.５％ꎮ 在此基础上ꎬ提出了利用赤眼蜂防

治苹果蠹蛾的田间释放技术ꎬ即在各代卵始盛期开

始放蜂ꎬ放蜂 ２~ ３ 次ꎬ蜂卡间隔距离 ８ ｍ 为宜ꎮ

许建军等(２０１４)通过试验筛选出了适宜新疆

南部荒漠绿洲生态区果园环境条件对苹果蠹蛾有

效的赤眼蜂蜂种ꎮ 果园试验表明ꎬ经过高温驯化的

抗旱松毛虫赤眼蜂对苹果蠹蛾有较好的寄生效果ꎬ
室内外试验对苹果蠹蛾卵寄生率最高分别达到

７９.９２％和 ３０.１６％ꎬ田间罩笼试验释放松毛虫赤眼

蜂ꎬ最高防效可达 ８３.４８％ꎮ 针对荒漠绿洲果园特

点ꎬ通过田间多点示范ꎬ提出了“应用抗旱松毛虫或

螟黄赤眼蜂＋性引诱剂(或喷施生物源农药)”为重点

的果树害虫生物防治或绿色综合配套防治技术ꎬ苹
果蠹蛾蛀果减退率最高达 ７４.３４％ꎬ平均 ５６.５８％ꎬ释
放赤眼蜂配合双向迷向丝蛀果减退率达 ８５.９３％ꎬ化
学防治为 ８２.７１％ꎬ累计应用面积超过 ６６６６７ 公顷

次ꎬ连续释放赤眼蜂持续防治效果十分明显ꎮ 此

外ꎬ张新平等(２０１２)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开展了利用

周氏啮小蜂 Ｃｈｏｕｉｏｉａ ｃｕｎｅａ Ｙａｎｇ 防治苹果蠢蛾的

初步试验ꎬ结果表明释放周氏啮小寄生的柞蚕蛹 ３０
和 ９０ 粒ｈｍ－１ꎬ平均防效均达 ８０％以上ꎮ

４　 展望
虽然新疆在苹果蠹蛾相关研究领域起步较早ꎬ

在苹果蠹蛾生物学、生态学和防治学等领域做了大

量的研究和应用工作ꎮ 但是ꎬ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

的迅速发展ꎬ从分子水平探讨和揭示苹果蠹蛾遗传

变异性、与梨小食心虫等其他蛀果类害虫种间竞争

机制、苹果蠹蛾滞育诱导机制等相关基础性的研究

尚需进一步加强ꎮ 随着人们对于果品和农产品安

全问题日益关注ꎬ针对苹果蠹蛾发生和猖獗危害的

现状ꎬ在已有技术基础上ꎬ积极探索符合新疆荒漠

绿洲生态区生产实际的绿色有机生产标准的单项

防控和集成防控技术ꎬ将是新疆植保科技工作者未

来工作的重点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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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苹果蠹蛾是果园最重要的害虫之一ꎬ１９８７ 年入侵甘肃敦煌ꎬ２００５ 年苹果蠹蛾在河西地区严重发生ꎮ 各地先后开展了

一系列的防控与监测工作ꎬ并对苹果蠹蛾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ꎮ 本文就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历史、为
害与防控现状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及防治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ꎬ以期为全国苹果蠹蛾的防控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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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Ｌ.)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
ｄｏｐｔｅｒａ 卷蛾科 Ｔｏｔｒｉｃｉｄａｅꎬ原产于欧亚大陆南部ꎬ现
已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苹果产区ꎬ是为害苹果、梨、
沙果、桃、杏等仁果类和核果类果树的一种世界性

检疫害虫ꎮ １９８７ 年该虫从新疆传入甘肃敦煌后逐

渐向东扩散(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ꎬ到 ２００５ 年相继在河

西局部地区严重发生ꎬ造成重大经济损失ꎬ并进一

步向东扩散ꎬ对甘肃乃至我国东部地区的苹果产业

造成严重威胁(王春林和王福祥ꎬ２００９)ꎮ 为了有效

控制苹果蠹蛾危害及疫情的扩散蔓延ꎬ在中央及省

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ꎬ甘肃有关科研院校及农

技推广部门先后对甘肃苹果蠹蛾的灾变机理及防

控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ꎬ并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

署ꎬ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了阻截苹果蠹蛾疫情的“百日防

控行动”ꎬ通过几年的努力有效控制了苹果蠹蛾的

扩散与危害ꎮ 本文就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与防控

现状及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ꎬ旨在为全国苹果蠹

蛾的防控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ꎮ

１　 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与为害现状

１.１　 苹果蠹蛾在甘肃的扩散与传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我国旅游事业和果品贸

易的发展ꎬ苹果蠹蛾随游客携带的果品由新疆传入

敦煌市后(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ꎬ逐步由河西走廊向东

扩散蔓延ꎬ为害程度也逐年加重ꎮ １９９１ 年扩散至瓜

州县(赵生梅ꎬ２０１２)和玉门市ꎻ１９９４ 年在肃州城区

西部果园发现苹果蠹蛾危害 (杨晓萍和王文军ꎬ
２００８)ꎻ１９９９ 年又扩散至金塔县鼎新镇笈笈村(成
玉萍和袁大兴ꎬ２００８)ꎬ但在此期间ꎬ苹果蠹蛾的传

播与扩散速度相对缓慢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随着果品调用尤其是果品加工

业的飞速发展ꎬ苹果蠹蛾的扩散速度明显加剧ꎬ发
生范围急剧扩大ꎬ并且越过河西走廊的天然屏障乌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２８１－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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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岭ꎬ进一步向东扩散ꎮ ２００３ 年在张掖市高台县监

测到苹果蠹蛾(张文军ꎬ２００８)ꎻ２００４ 年在与高台县

相邻的临泽县临泽农场发现苹果蠹蛾(刘晓刚和魏

周秀ꎬ２００９)ꎻ２００５ 年又相继在张掖市甘州区(赵泽

普ꎬ２０１２)和民乐县南古镇黑崖头村发现苹果蠹蛾

(柴武高等ꎬ２００９)ꎻ２００６ 年传入山丹县东乐乡山羊

堡村(鲁月蛾ꎬ２００８)ꎻ２００７ 年在金昌市永昌县、武
威市民勤县(王兆平ꎬ２０１２)及兰州市的七里河区和

西固区发现新的疫点ꎻ２００８ 年在武威市古浪县(张
开骅ꎬ２０１０)、白银市景泰县、白银区以及兰州市安

宁区、城关区、皋兰县和平凉市静宁县先后发现苹

果蠹蛾ꎻ２００９ 年传入武威市凉州区和兰州市永登

县ꎻ２０１２ 年在兰州市红古区和白银市靖远县又先后

发现苹果蠹蛾疫情ꎮ
从甘肃苹果蠹蛾传播扩散的情况看ꎬ苹果蠹蛾

主要沿国道、省道、铁路等交通要道沿线扩散传播ꎬ
且呈现跨越式、跳跃式传播的特点ꎬ传播途径主要

是随果品和包装材料以及务工和旅游人员携带的

水果进行远距离传播ꎬ近距离扩散主要靠其自身的

飞行能力及走亲串户者所携带的虫果传播ꎮ

１.２　 甘肃苹果蠹蛾的发生与为害现状

苹果蠹蛾于 １９８７ 年初传入甘肃省敦煌市时发

生面积仅 ０.６ ｈｍ２ꎬ后扩散到敦煌全市ꎬ苹果平均蛀

果率达 ４５％ꎻ１９９２ 年已扩散至酒泉市的 ６３ 个乡

(镇)ꎬ发生面积增至 ０.５４ 万 ｈｍ２ꎬ年均经济损失约

４０００ 多万元(秦晓辉ꎬ２００６)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苹果蠹

蛾的发生范围和面积迅速扩大ꎬ其分布区域已遍及

酒泉、嘉峪关、张掖 ３ 市的 ９ 个县 (区) ８７ 个乡

(镇)ꎬ发生面积 １.６９ 万 ｈｍ２ꎬ严重地块沙果蛀果率

高达 ３７.９％、苹果蛀果率 １５.６％、梨蛀果率 １４.３％ꎮ
２００６ 年苹果蠹蛾的发生范围和面积进一步扩大ꎬ已
扩至 １１ 个县(区)９７ 个乡(镇)ꎬ发生面积 ２.７１ 万

ｈｍ２ꎬ平均被害株率 ４０％以上ꎬ平均蛀果率 ７％ꎬ重发

区面积约 １ 万 ｈｍ２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随着防控力度的加大ꎬ甘肃苹果蠹

蛾的发生面积和为害程度逐年下降ꎬ但分布区域有

所扩大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ꎬ其发生面积由 ２.０８ 万 ｈｍ２

(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 １.６９ 万 ｈｍ２(２０１２ 年)ꎬ平均被害

株率由 １９.８％(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 ２.４６％(２０１２ 年)ꎬ
平均蛀果率由 ２.７５％(２００７ 年)下降至 ０.２８％(２０１２
年)ꎬ发生范围则由 １５ 个县(区) (２００７ 年)扩大至

２６ 个县(区)(２０１２ 年)ꎮ 截至目前ꎬ甘肃苹果蠹蛾

被控制在兰州、白银及河西走廊地区ꎬ其为害程度

也得到了有效控制ꎮ

１.３　 苹果蠹蛾对不同寄主的为害程度

杨晓萍和王文军(２００８)报道ꎬ苹果蠹蛾主要为

害苹果和梨ꎬ零星为害桃、杏ꎻ苹果品种中以沙果、
倭锦、金冠、秋李受害较重ꎬ尤其是沙果和倭锦的蛀

果率可达 ７０.０％以上ꎬ而国光、元帅等受害较轻ꎻ梨
树中以早酥梨、砀山酥梨、鸭梨、长把梨受害较重ꎬ
苹果梨、锦丰梨受害轻ꎮ

２　 生物学特性研究

２.１　 越冬规律

苹果蠹蛾主要以老熟幼虫在树干和主枝的粗

皮裂缝、翘皮下、树洞中及主枝分叉处的缝隙中结

茧越冬(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闫玉兰ꎬ
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ꎻ 周昭旭等ꎬ２００８)ꎮ 在主干

和主枝上的越冬虫量分别占总虫数的 ７７. ４７％和

２２.５３％ꎻ在主干和主枝上的越冬部位主要集中在距

地面 １ ｍ 内的主干和距主干 １ ｍ 内的主枝上ꎬ其越

冬虫量分别占主干和主枝上越冬虫量的 ８８％以上ꎻ
且在树冠下的土壤中未发现其越冬虫态(周昭旭

等ꎬ２００８)ꎮ 另据许永锋(２００８)报道ꎬ在树干及主枝

分叉处的越冬量占 ９１.８％ꎬ在蛀果(落果)中的越冬

比例占 ６.４％ꎻ另在根基土缝中发现了 １.８％的越冬

幼虫ꎮ

２.２　 生活史

大多数研究表明ꎬ苹果蠹蛾在甘肃一年发生 ２
~３ 代ꎮ ４ 月上旬苹果发芽时越冬幼虫开始化蛹ꎮ
越冬代成虫最早出现在 ４ 月下旬ꎬ并可持续至 ６ 月

上中旬ꎬ５ 月上中旬为越冬代成虫的羽化高峰期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石磊等ꎬ２００９ꎻ 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翟

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越冬代成虫的发生期与第 １ 代成

虫的发生期分界明显ꎬ且有一个明显的间隔期(许
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ꎻ 周昭旭等ꎬ２００８)ꎮ ５
月上旬至 ６ 月中旬为第 １ 代卵的发生期ꎬ盛期在 ５
月中旬(闫玉兰ꎬ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５ 月上中

旬第 １ 代幼虫开始为害ꎬ６ 月上中旬为第 １ 代幼虫

的蛀果盛期ꎬ６ 月中下旬为第 １ 代幼虫的脱果盛期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闫玉兰ꎬ２００８)ꎮ ６ 月中下旬出现

第 １ 代成虫ꎬ７ 月中旬为第 １ 代成虫的羽化高峰期ꎬ
７ 月底至 ８ 月初进入羽化末期(许永锋ꎬ２０１０ꎻ 翟小

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７ 月初出现第 ２ 代卵ꎬ第 ２ 代卵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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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盛期在 ７ 月中旬ꎻ７ 月上旬第 ２ 代幼虫开始孵化

蛀果ꎬ７ 月底至 ８ 月初为第 ２ 代幼虫的孵化高峰期

(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ꎮ 第 ２ 代幼虫于 ８
月上旬开始陆续脱果ꎬ脱果较早的小部分幼虫结茧

化蛹并发育成第 ３ 代ꎬ而大部分幼虫则寻找适宜的

场所越冬ꎮ ８ 月中旬至 ９ 月中旬可见第 ２ 代成虫ꎬ８
月下旬出现第 ３ 代幼虫ꎬ９ 月中旬约有 ８７％的幼虫

脱果ꎬ剩余幼虫继续在果实中为害ꎬ直至采收后在

贮藏场所及包装物上做茧越冬(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２.３　 生活习性

２.３.１　 成虫　 成虫具有趋光性和趋化性ꎬ黑光灯、
糖醋液均可诱捕到成虫(张耀荣和蒋银荃ꎬ２００１)ꎮ
白天多潜伏于叶背和树干背光处ꎬ黄昏进行交尾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成虫主要在白天羽化ꎬ羽化高

峰期在 ８: ００ ~ １３: ００ꎬ羽化量占当天羽化量的

５０.１８％ꎬ傍晚至凌晨羽化较少ꎻ雌虫羽化后第 ２ 天

开始产卵ꎬ产卵期可持续至羽化后的第 ９ 天ꎬ羽化

后第 ２~５ 天的产卵量最多ꎻ雌蛾的日产卵时间主要

集中在 １８:００ ~ ２２:００ꎬ其产卵量占 ２４ ｈ 产卵量的

９２.８％ꎬ凌晨有少量产卵(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４)ꎮ 单雌

产卵量一般 ４０ 粒ꎬ最多 １１８ 粒(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在 ２０~３１ ℃恒温条件下ꎬ单雌产卵量 ８７ ~ １６５ 粒ꎬ
产卵前期 ２~３ ｄ(刘月英等ꎬ２０１２)ꎮ
２.３.２　 产卵习性　 成虫产卵对树种和品种有明显

的选择性ꎮ 张耀荣和蒋银荃(２００１)报道ꎬ苹果、沙
果树上的卵多于梨树ꎻ在苹果树中ꎬ中秋里蒙、倭
锦、黄元帅等苹果品种上的产卵量较多ꎬ而国光、祝
光、红元帅、富士等品种上的卵量较少ꎻ在梨树中ꎬ
以早酥梨最多ꎬ苹果梨、锦丰梨、乌酒香次之ꎬ鸭梨

最少ꎮ 这一产卵趋势与田间不同树种的受害程度

基本吻合ꎮ
苹果蠹蛾的卵可产于果实、叶片、果柄甚至枝

条上(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研究表明ꎬ苹果蠹蛾第 １
代卵多产于果实胴部ꎬ第 ２ 代卵多产于叶正面ꎬ在
树冠上层及向阳、背风处产卵多(张耀荣和蒋银荃ꎬ
２００１)ꎮ 从梨树上卵的分布情况上看ꎬ第 １ 代卵高

峰期幼果上的着卵量显著高于叶片ꎬ第 ２ 代卵高峰

期叶片上的着卵量高于果实ꎬ而 １、２ 代叶片上的卵

主要分布于叶片背面(翟小伟等ꎬ２００９)ꎮ 从苹果园

第 ２ 代卵的分布情况上看ꎬ２ 代卵在叶片上的着卵

量显著高于果实ꎬ且以叶片正面的着卵量最多ꎻ无
论是叶片上还是果实上ꎬ均以树冠东、南面的着卵

量较多ꎬ但在树冠不同层次上的着卵量差异不显著

(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２)ꎮ 而据许永锋(２００８)报道ꎬ在苹

果树上ꎬ果实上的着卵量高于叶片ꎬ在树冠上以东、
南面的卵量较多ꎬ而在树冠不同层次上的分布没有

显著差异ꎮ
２.３.３　 卵的孵化　 苹果蠹蛾的卵主要在白天孵化ꎬ
从黎明(５:００)开始ꎬ孵化的数量逐渐上升ꎬ到 ８:００
~０９:００ 达到孵化高峰(占 ２６.７％)ꎬ１５:００ 后数量

急剧减少ꎬ并可持续到 １８:００ꎬ其中 １４:００ 以前卵的

孵化数占 ８８.６％ꎮ 因此药剂防治苹蠹蛾时ꎬ施药时

间应在上午 ９:００ 以后至中午 １４:００ 以前进行ꎬ以
使药剂直接接触大部分初孵幼虫ꎬ从而提高防治效

果(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４)ꎮ
２.３.４　 幼虫的蛀果习性　 幼虫孵化后即开始向果

实爬行ꎬ常从萼洼处、果柄洼及两果相接处蛀入果

实为害ꎻ第 １ 代有 ６５％以上的初龄幼虫从萼洼处蛀

果ꎬ第 ２ 代有 ８４％以上的幼虫从果实胴部和两果相

接处入果(张开骅ꎬ２０１０)ꎮ 据观察ꎬ远离果实的初

孵幼虫在向果实爬行的过程中ꎬ啃食叶肉作为补充

营养ꎻ在没有寻找到果实的情况下ꎬ蛀入嫩梢为害

并可发育至 ３ 龄ꎮ 初孵幼虫先在果皮下反复取食

形成虫室ꎬ２ 龄后向种室方向钻蛀ꎬ３ 龄后蛀入种室

并取食果核ꎬ４ 龄开始向外钻蛀(许永锋ꎬ２００８)ꎮ
幼虫有偏食种子和转果为害的习性ꎬ一般一头幼虫

可为害 ３~４ 个果实(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２.４　 发育历期

苹果蠹蛾雌蛾寿命 ４ ~ １３ ｄꎬ雄蛾 ４ ~ ７ ｄꎬ第 １
代卵期 ５~ ２４ ｄꎬ第 ２、３ 代卵期 ５ ~ １０ ｄꎬ幼虫期约

３０ ｄꎬ越冬代、第 １ 代、第 ２ 代和第 ３ 代蛹的发育历

期分别为 １２ ~ ３６ ｄ、９ ~ １９ ｄ、１３ ~ １４ ｄ 和 １２ ~ １９ ｄ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ꎮ 在 １８.８ ~ ２１.８６ ℃的自然变温

条件下ꎬ平均卵期 ６. ６７ ｄꎬ幼虫期 ２１. ５６ ｄꎬ蛹期

１０.９８ ｄꎬ雌蛾寿命 １０.５１ ｄꎬ雄蛾寿命 ６.７ ｄ(周昭旭

等ꎬ２００８)ꎮ 刘月英等(２０１１)还研究了恒温条件下

苹果蠹蛾各虫态的发育历期ꎮ

３　 生态学特性研究

３.１　 气象因子

３.１.１　 温度　 刘月英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研究了温度对

苹果蠹蛾生长发育、存活及繁殖的影响ꎬ结果表明:
在 １５~３１ ℃的恒温条件下ꎬ各虫态的发育历期随温

度的升高而缩短ꎬ世代发育历期由 １５ ℃时的 １１２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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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至 ３１ ℃ 时的 ２６.２ ｄꎻ世代存活率在 ２０ ℃ 和

２５ ℃下最高ꎬ达 ８０％以上ꎻ在 １５ ℃和 ３４ ℃下ꎬ各
虫态虽有一定的存活率(５１.３％和 ４.４％)ꎬ但无有效

的产卵ꎻ２５ ℃时其种群的内禀增长率( ｒｍ)和种群

趋势指数( Ｉ)最高ꎬ表明 ２５ ℃为苹果蠹蛾生长发育

和繁殖的最适宜温度ꎻ并测得卵、幼虫、蛹及世代发

育的起点温度 １０.６４、１０.６８、９.３３ 和 １０.４１ ℃ꎬ有效

积温 ７５.４６、２９３.５７、１４７.６３ 和 ５０８.８６ 日度ꎮ 这一研

究结果与国外有关报道基本一致(Ａｇｈｄ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ａ)ꎮ Ａｇｈｄ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报道ꎬ苹果蠹蛾伊朗

种群在 １０ 和 ３５ ℃下ꎬ不能完成发育ꎻ在 １４ 和３３ ℃
下ꎬ虽然能完成发育ꎬ但成虫不能完成交配或产卵ꎬ
２７ ℃时的内禀增长率( ｒｍ)最高ꎬ但 ２５ ℃时的产卵

量最大ꎮ 可见ꎬ苹果蠹蛾甘肃种群与伊朗种群在温

度的适应性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ꎬ当温度低于

１５ ℃或高于 ３３ ℃时ꎬ不利于其生长发育ꎬ种群发育

的起点温度在 １０ ℃左右ꎮ
３.１.２　 湿度　 作者曾研究过苹果蠹蛾的卵和蛹对

湿度条件的适应能力ꎬ发现在相对湿度为 １０％的极

端干燥条件下ꎬ卵和蛹的存活率分别达到 ８９.７％和

７２.２％ꎬ而在饱和湿度(１００％)条件下ꎬ两者的存活

率仍保持在 ７７.１％和 ８９.６％ꎻ相比较而言ꎬ卵具有较

强的耐干燥能力ꎬ而蛹具有较高的耐湿能力ꎬ卵和

蛹存活的适宜相对湿度分别为 ３０％ ~７０％(存活率

９５.７％ ~ ９９. １％) 和 ９０％ ~ １００％ (存活率 ８９. ６％ ~
９３.８％)ꎮ 林伟等(１９９６)认为ꎬ当大气相对湿度降

至 ３５％ ~ ４９％ꎬ对成虫产卵无影响ꎻ相反ꎬ当相对湿

度大于 ７４％时ꎬ成虫飞行能力受阻ꎬ也间接地影响

了成虫的交配和产卵ꎬ成虫只有在相对湿度小于

７４％的条件下才能产卵ꎮ 由此可见ꎬ湿度对苹果蠹

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成虫的影响ꎮ
３.１.３　 降雨　 金瑞华等(１９９６)通过室内模拟降雨

研究了降雨对苹果蠹蛾的影响ꎬ结果表明:浸水时

间越长及降雨强度愈大ꎬ幼虫和蛹的死亡率愈高ꎬ
而化蛹率和羽化率则愈低ꎻ经模拟不同降雨、降雨

强度和降雨次数组合试验表明ꎬ降雨量愈大、降雨

强度愈高及降雨次数愈多ꎬ幼虫和蛹的死亡率愈

高ꎬ化蛹率和羽化率愈低ꎮ

３.２　 滞育

张耀荣和蒋银荃(２００１)报道ꎬ在甘肃酒泉苹果

蠹蛾的自然滞育率达 ２８％ꎮ 刘月英等(２０１５)研究

了光周期和温度对苹果蠹蛾滞育诱导的影响ꎬ结果

表明:苹果蠹蛾张掖种群属于典型的兼性滞育ꎬ其
滞育率随光照时数的缩短而显著增高ꎬ尤其是当光

照时数缩短至 １２ ｈ 时ꎬ滞育急剧增加ꎬ２０、２５ 和 ３０ ℃
下的滞育率由 Ｌ１４ ∶ Ｄ１０ 时的 ４４. ７％、３８. ６％ 和

３６.９％增至 Ｌ１２ ∶ Ｄ１２ 时的 １００％、８１.２％和 ７６.７％ꎻ
光周期、温度及其交互作用均对其滞育诱导具有重

要影响ꎬ其中光周期起主导作用ꎬ温度伴随着光周

期起作用ꎬ低温对滞育诱导有很好的促进作用ꎻ在
２０、２５ 和 ３０ ℃条件下ꎬ幼虫滞育的临界日长分别为

１４.２１、１３.６８ 和 １３.７３ ｈꎻ苹果蠹蛾对光照反应的 ２
个最敏感虫期是初孵幼虫阶段和预蛹期阶段ꎬ卵期

对光照反应不敏感ꎮ 苹果蠹蛾张掖种群的临界光

周期与美国密歇根州种群基本相同(Ｇａｒｃｉａ￣Ｓａｌ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８)ꎮ

３.３　 寄主

杨富银等(２００９)研究了红玉苹果、红元帅苹果、
张掖 ２ 号苹果、沙果、苹果梨、早酥梨、杏对苹果蠹蛾

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ꎬ结果表明:不同寄主对苹果

蠹蛾幼虫和蛹的发育历期、存活率、蛹重、雌成虫寿

命、产卵量等均有显著影响ꎻ幼虫取食沙果、早酥梨、
红玉苹果最有利于其生长发育和繁殖ꎻ取食红元帅

苹果和张掖 ２ 号苹果的影响居中ꎻ而取食杏和苹果

梨ꎬ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表现出明显的不利性ꎬ主要

表现为幼虫死亡率增加ꎬ幼虫期延长ꎬ蛹期延长ꎬ蛹
重减轻ꎬ雌成虫寿命缩短ꎬ单雌产卵量降低ꎮ

４　 监测与防治

４.１　 监测技术研究

自苹果蠹蛾传入敦煌后ꎬ甘肃省就开始了利用

性诱剂监测苹果蠹蛾的工作 (宋东宏等ꎬ１９９３)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不少学者在甘肃对不同诱捕器的监测效

果进行了研究ꎮ 杜磊等(２００７)认为三角胶粘式诱

捕器的诱捕量不仅是水盆式诱捕器的 ２.８４ 倍ꎬ而且

最早监测到成虫的时间早于水盆式诱捕器 ３ ~ ４ ｄꎮ
石磊等(２００９)认为三角胶粘式、水盆式和水瓶式 ３
种诱捕器中ꎬ以三角胶粘式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最

好ꎬ其诱捕量分别是水盆式诱捕器和水瓶式诱捕器

的 ３.７ 和 ４.６ 倍ꎮ 王安勇等(２００９)报道ꎬ三角式和

飞翼式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显著优于水盆式和圆筒

式ꎬ诱捕器的悬挂高度以 ４ ｍ 处的诱蛾量最高ꎬ绿
色诱捕器的诱捕效果优于粉红色和黑色诱捕器ꎮ

作者于 ２０１３ 年通过标记回收技术研究了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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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式诱捕器的有效诱捕距离ꎬ结果表明:在距释

放点 １００ ｍ 的范围内均可诱捕到苹果蠹蛾雄虫ꎬ但
以 ２０ ｍ 范围内的诱捕量最多ꎬ５０ ｍ 后诱捕量急剧

下降ꎬ因此建议在苹果蠹蛾监测中诱捕器的悬挂密

度最低为 ３ 个ｈｍ－２ꎮ

４.２　 防治技术研究

４.２.１　 性信息素迷向技术　 魏玉红等(２０１０)利用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丝开展了迷向技术防治苹

果蠹蛾的试验ꎬ结果表明:对照区连续 ３ 年全年每

个诱捕器的诱蛾量分别为 １６.６７、３４.０ 和 １９.２５ 头ꎬ
而迷向区只有 ０.１７、０.３３ 和 ０ 头ꎻ９ 月上中旬调查ꎬ
对照区的蛀果率分别为 １.８７％、０.５５％和 ０.１９％ꎬ而
迷向区均未发现蛀果ꎮ 多数研究表明ꎬ迷向技术不

仅有效控制苹果蠹蛾的危害ꎬ而且降低了化学农药

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０ꎻ 涂洪涛等ꎬ
２０１２ꎻ 朱虹昱等ꎬ２０１２)ꎮ
４.２.２　 老熟幼虫诱杀技术　 作者在甘肃省金塔县

金塔镇上杰村进行了瓦楞纸诱捕老熟幼虫试验ꎬ试
验结果表明:瓦楞纸诱虫带对苹果蠹蛾老熟幼虫具

有较好的诱捕效果ꎬ平均每条诱虫带的诱捕量为

１８.８ 头(魏玉红等ꎬ２０１２)ꎮ 林明极等(２０１２)在黑

龙江东宁县比较了编织袋、旧衣物和瓦楞纸 ３ 种材

料对老熟幼虫的诱捕效果ꎬ发现旧衣物对老熟幼虫

的诱捕效果最好ꎬ其诱捕量占总诱捕量的 ６８.４２％ꎬ
而瓦楞纸的诱捕量仅占总诱捕量的 ５.２％ꎮ 可见ꎬ
不同诱虫带的褶皱对老熟幼虫的诱捕效果有明显

影响ꎮ
４.２.３　 药剂防治　 苹果蠹蛾发生后ꎬ各地普遍采用

高效氯氰菊酯、阿维菌素、吡虫啉等药剂进行防治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ꎻ 王兆平ꎬ２０１２ꎻ 杨晓萍和王文平ꎬ
２００８)ꎮ 杨建强等(２０１１)比较了甲氰菊酯、联苯菊

酯、溴氰菊酯、丙溴磷、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苏云金芽孢杆菌(Ｂｔ)及灭幼脲等 ７ 种药剂对苹果

蠹蛾的田间防治效果ꎬ结果表明:各药剂在药后 １ ｄ
的卵果和蛀果率防效就达到 ７９.４％ ~ ９１.８％ꎬ药后

３０ ｄ 的防效仍保持在 ７４.０％ ~ ８０.８％ꎻ各药剂中以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和 Ｂｔ 效果最好ꎬ药后 ３ ｄ
防效达到 ９５％以上ꎬ药后 ３０ ｄ 防效达到 ８０％ꎮ 张

润志等(２０１２)分别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和酒泉

市金塔县进行了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和 Ｂｔ 防治

第 ２ 代苹果蠹蛾试验ꎬ试验表明:４.５％高效氯氰菊

酯乳油 １０００ 倍液防治苹果蠹蛾的效果最好ꎬ其药

后 ５、１０、１５ ｄ 的蛀果率防效分别达到 ８８.１％、８２.４％
和 ８３.６％ꎻ其次为 Ｂｔꎬ其 ３００ ~ ５００ 倍液药后 ５、１０、
１５ ｄ 的蛀果率防效分别达到 ７２.４％ ~８３.７％、７０.６％
~７１.７％和 ７０.２％~７１.０％ꎻ而 ４８％毒死蜱乳油 １０００
倍液对苹果蠹蛾几乎没有效果ꎬ其最高防效只有

３５.２％ꎮ

５　 结束语
自 ２００５ 年苹果蠹蛾在甘肃严重发生后ꎬ引起

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ꎬ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ꎬ开展了苹果蠹蛾疫情的监测、防控与阻截工

作ꎬ甘肃省先后颁布实施了«苹果蠹蛾疫情监测技

术规范»(ＤＢ ６２ / Ｔ ２１４５—２０１１)和«苹果蠹蛾综合

防控技术规范»(ＤＢ ６２ / Ｔ ２１４５—２０１１)２ 个地方标

准ꎬ建立健全了疫情监测体系和防控工作机制ꎬ并
连续多年开展了以农业措施、物理诱杀、迷向防治

及药剂防治为内容的苹果蠹蛾“百日防控行动”ꎬ虽
然苹果蠹蛾的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ꎬ疫情扩散蔓延

的势头得以遏制ꎬ但仍不能放松警惕ꎮ 纵观苹果蠹

蛾在甘肃发生危害的过程可以看出ꎬ苹果蠹蛾之所

以迅速扩散蔓延、危害加剧ꎬ其原因在于没有长期

坚持苹果蠹蛾的防控工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苹果蠹

蛾在甘肃酒泉局部区域发生危害后ꎬ当地有关部门

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ꎬ使苹果蠹蛾的危害得到控

制ꎬ但此后逐步放松了对苹果蠹蛾的防控ꎬ造成虫

源逐年积累ꎬ危害程度加重ꎬ加之果品流通领域的

飞速发展和检疫不力ꎬ最终导致苹果蠹蛾迅速扩散

蔓延ꎮ 因此ꎬ今后除继续做好发生区苹果蠹蛾的防

控工作之外ꎬ应加大果品调用过程中的检疫力度ꎬ
以防止其进一步扩散蔓延ꎬ并加强防治技术及抗药

性方面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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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蠹蛾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李玉婷ꎬ 陈茂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ꎬ农业部西北黄土高原作物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 苹果蠹蛾是重要的世界性果树害虫ꎬ寄主广泛ꎬ通过形成各种生态型或种群适应新入侵环境ꎬ对当地果品生产造成严

重损失ꎮ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有关苹果蠹蛾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进展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寄主植物、地理隔离和杀虫剂等因素影

响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ꎮ 其中ꎬ地理隔离是种群间形成遗传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ꎬ寄主分布格局、气候条件、虫
体飞行能力和人为活动等因素都会影响种群间遗传分化的程度ꎮ 苹果蠹蛾是我国重要的入侵害虫ꎬ我国东北地区和西北

地区的苹果蠹蛾种群具有不同的遗传多样性水平ꎬ并且种群间有一定程度的分化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我国苹果蠹蛾

种群遗传的重要因素ꎬ明确该虫种群间分化情况、入侵来源和扩散路径ꎬ这对于延缓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扩散ꎬ制定合理有效

的综合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遗传多样性ꎻ 遗传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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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重要果树害虫之一ꎮ 该虫起源于欧洲东南部ꎬ
之后随着苹果的移植和人为因素扩散到整个欧洲

大陆ꎬ目前已广泛分布于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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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果为害习性ꎬ蛀果率普遍在 ５０％以上ꎬ严重时可

达 １００％ꎻ其危害常造成大量落果ꎬ降低果品的产量

和品质ꎬ对水果生产造成巨大损失ꎬ也严重影响水

果的出口(李明远ꎬ２００６ꎻ 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９ꎻ 张学祖ꎬ
１９５７ꎻ 朱淑梅ꎬ２００７ꎻ Ｂａｒｎｅｓꎬ１９９１)ꎮ

遗传多样性主要指种内不同群体或种群内不

同个体间的遗传变异的总和 (胡志昂和张亚平ꎬ
１９９７ꎻ 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ꎬ可以体现在不同的水平

上ꎬ而最直接和最显著的表现形式是遗传差异的程

度ꎮ 遗传多样性的根本来源是遗传物质的改变ꎬ但
也受外在环境因素如寄主植物、地理隔离、农药使

用、人为协助的扩散、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ꎻ Ｃｈｅｎ ＆ Ｄｏｒｎꎬ２００９ꎻ ＤｅＣｈａｉｎｅ ＆
Ｍａｒｔｉｎꎬ２００４ꎻ Ｆｅｄ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４ꎻ Ｆｕｅｎ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 Ｌａｎｄｅ ＆ Ｓｈａｎｎｏｎꎬ１９９６ꎻ Ｍｅｄｉ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苹果蠹蛾具有较强的适

应性ꎬ通过形成各种生态型和种群成功适应不同的

栖境ꎬ从而在寄主选择、抗药性、繁殖能力、活动能

力等方面产生差异(Ｂｏｉｖ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５ꎻ
Ｇ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ꎻ Ｋｅｉ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ꎻ Ｎｅｖｅｎꎬ１９９９ꎻ Ｓａｕ￣
ｐｈａｎｏ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ꎻ 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７ꎻ Ｔ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ꎬ且一些特性可以在种群内遗传并在选择

压力的作用下不断加强(Ｍｅｒａｎ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Ｔ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种群遗传多样性反映了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ꎬ通过分析苹果蠹蛾不同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ꎬ
可以深入了解其种群结构动态和抗药性ꎬ揭示具有

不同生物学特性的种群或生态型背后的遗传学基

础ꎬ并为科学合理地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ꎮ 目

前ꎬ针对苹果蠹蛾遗传多样性已开展了一系列的研

究ꎬ本文主要从寄主隔离、地理隔离和抗药性等方

面综述国内外有关苹果蠹蛾遗传多样性的研究ꎬ深
入理解遗传多样性的变化规律ꎮ

１　 国外苹果蠹蛾遗传多样性研究

１.１　 不同寄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寄主植物与植食性昆虫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

协同进化、相互作用(钦俊德ꎬ１９９５)ꎬ昆虫对不同寄

主植物的选择和适应是形成种群间遗传多样性的

原因之一 ( Ｄｒèｓ ＆ Ｍａｌｌｅｔꎬ ２００２ꎻ Ｍｅｄｉ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早期的生理学和行为学相关研究发现ꎬ采
自苹果、李和核桃等寄主植物上的苹果蠹蛾存在明

显的生物学差异(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 Ｂａｒｎｅｓꎬ１９７５)ꎮ 有分析

认为ꎬ苹果蠹蛾存在明显不同的寄主相关的寄主型ꎬ
核桃寄主型来自苹果寄主型ꎬ李寄主型来自核桃寄

主型(Ｂａｒｎｅｓꎬ１９９１ꎻ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 Ｂａｒｎｅｓꎬ１９７５)ꎮ 因此ꎬ
苹果蠹蛾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适应性不仅影响种群的

遗传多样性ꎬ而且对种群分化具有重要作用ꎮ
Ｂｕè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利用 ７ 个等位酶多态位点对

来自法国和智利苹果、梨、核桃和杏的苹果蠹蛾种

群进行分析ꎬ发现虽然不同寄主种群间遗传分化程

度很低ꎬ但是不同种群的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显著ꎮ
Ｔｉｍ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通过 ５ 对 ＡＦＬＰ 引物对南非不同

寄主植物(梨、苹果和核果)上的苹果蠹蛾种群间的

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ꎬ并选取 １ 个英国田间种群和

１ 个加拿大实验室种群用以比较ꎬ结果显示ꎬ南非种

群间的遗传多样性高于英国和加拿大种群ꎬ且不同

寄主植物上的种群间无遗传分化ꎮ Ｖｏｕｄｏｕｒ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用 １１ 个微卫星位点分析了希腊和法国苹

果、梨和核桃上的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结构和基因

流ꎬ结果表明ꎬ不同寄主种群间无显著分化且不影

响苹果蠹蛾的遗传结构ꎮ Ｔｈａ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运用

ＡＦＬＰ 标记研究发现ꎬ采自意大利核桃和苹果上的

苹果蠹蛾种群存在遗传分化ꎮ Ｃｈｅｎ ＆ Ｄｏｒｎ(２００９)
选取 ９ 个微卫星位点对瑞士的苹果、杏和核桃园中

的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分化和基因流进行研究ꎬ结
果表明ꎬ瓦莱州 ３ 种寄主植物上的苹果蠹蛾种群间

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ꎬ分析认为ꎬ苹果蠹蛾对寄主

的产卵选择性以及寄主的物候差异造成了该虫种

群间的分化ꎮ

１.２　 不同地理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地理隔离使生物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产生差异ꎬ
是影响种群间基因交流和种群遗传结构ꎬ并促进种

群间遗传分化的重要因素(Ｏｌｄｒｏｙｄ ＆ Ｆｅｗｅｌｌꎬ２００７ꎻ
Ｓｌａｔｋｉｎꎬ１９９３)ꎮ 苹果蠹蛾分布范围广泛ꎬ且飞行能

力较弱ꎬ地理屏障如峡谷、山脉、海拔等会限制苹果

蠹蛾的扩散和迁移ꎬ从而影响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ꎮ
Ｐａｓｈｌｅｙ ＆ Ｂｕｓｈ(１９７９)利用等位酶多态性分析

了南非、澳大利亚、奥匈帝国、智利、加拿大及新西

兰等 ６ 个国家的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差异ꎬ结果表

明这些种群间无显著的遗传分化ꎮ Ｅｓｐｉｎｏ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选取了 ８ 个微卫星位点对智利的 ６ 个苹果

蠹蛾地理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ꎬ结果显

示ꎬ尽管一些种群间的地理距离约 １８０ ｋｍꎬ但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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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间遗传分化程度较低(ＦＳＴ ＝ ０.０ ~ ０.０００９７)ꎬ地理

距离和遗传距离间无显著相关性ꎮ Ｆｕｅｎｔｅｓ￣Ｃｏｎｔｒ￣
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对智利苹果蠹蛾种群的研究也表

明ꎬ与水果生产相关的人为活动促进了不同果园间

苹果蠹蛾种群间的基因交流ꎬ种群间的遗传分化程

度较低(ＦＳＴ＝ ０.００２１７６)ꎬ该地区果园管理模式(废
弃果园、有机果园、传统果园)与苹果蠹蛾种群的遗

传结构不相关ꎮ Ｆｒａｎ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使用 ７ 个微卫

星位点研究了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和智利的 ２７
个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ꎬ结果表

明ꎬ４ 个国家的苹果蠹蛾种群间存在遗传分化ꎬ遗传

距离与地理距离相关ꎬ但法国的 ２４ 个苹果蠹蛾种

群间遗传分化不明显ꎮ Ｔｉｍ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发现ꎬ南
非的 ９ 个苹果蠹蛾地理种群间有显著的种群遗传

结构ꎬ当地苹果蠹蛾种群的基因流动较少ꎬ相隔

１ ｋｍ以内的种群都存在遗传多样性ꎮ Ｔｈａ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采用 ＡＦＬＰ 标记研究了意大利的苹果蠹蛾

种群遗传多样性ꎬ结果显示ꎬ虽然苹果蠹蛾各种群

内个体的遗传多样性很低ꎬ但即使在小范围内ꎬ苹
果蠹蛾各种群间也显示出高水平的遗传分化ꎻ分析

认为ꎬ分布地的微气候、生态环境和地理隔离使苹

果蠹蛾种群分成许多局部种群ꎬ害虫防治活动也对

苹果蠹蛾具有选择压力ꎬ这些因素影响了苹果蠹蛾

意大利种群的遗传结构ꎮ Ｋｈａｇｈａｎ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利用 ＲＡＰＤ 标记分析了伊朗西北部 １３ 个地理种群

的遗传结构ꎬ结果显示ꎬ种群间和种群内遗传分化

显著ꎬ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显著相关ꎬ认为苹果蠹

蛾弱的飞行能力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是影响其种群

遗传分化的重要因素ꎮ Ｃｈｅｎ ＆ Ｄｏｒｎ (２００９)研究表

明ꎬ瑞士的 １５ 个苹果蠹蛾地理种群间存在显著的

遗传分化ꎬ即使来自距离较近(１０ ｋｍ)果园的苹果

蠹蛾种群间遗传分化也非常明显ꎻ分析认为ꎬ造成

该结果的主要因素是苹果蠹蛾自身迁移能力、人为

因素以及地理隔离ꎮ Ｇｕ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选取 ６ 个微

卫星位点和线粒体 ＣＯＩ 基因分析了欧洲的苹果蠹

蛾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ꎮ 微卫星结果表明ꎬ４ 个

国家(德国、瑞士、荷兰和奥地利)所有种群的整体

遗传分化不显著ꎬ且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不相关ꎬ
方差分析显示ꎬ６ 个地区的苹果蠹蛾种群间存在显

著的遗传分化ꎬ但莱茵河流域的 ４ 个地区种群间无

显著的分化ꎻ线粒体 ＣＯＩ 基因结果显示ꎬ３ 个国家

(德国、荷兰和奥地利)的 ８ 个苹果蠹蛾种群的所有

单倍型分为 ２ 支ꎬ德国的苹果蠹蛾种群与邻近国家

的种群具有遗传分化ꎮ

１.３　 抗药性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防治苹果蠹蛾的主要方法有化学杀虫剂、干扰

交配以及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ＣｐＧＶ)ꎬ其中化学

杀虫剂是最主要的防治方法( Ｆｕｅｎ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Ｖｏｕｄｏｕｒ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长期的化学防治

和不合理的用药导致苹果蠹蛾对大多数杀虫剂产

生抗性(段辛乐等ꎬ２０１５ꎻ Ａｓｓｅｒ￣Ｋａｉｓ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Ｆｒａｎ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Ｍｏｔａ￣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杀虫剂选择压

力促进了苹果蠹蛾种群间遗传差异的产生ꎬ而抗性

基因在种群中的积累和扩散会进一步影响苹果蠹

蛾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Ｂｏｉｖ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Ｂｏｕｖ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ꎻ Ｍｅｒａｎ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Ｆｒａｎ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对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

和智利的 ２７ 个苹果蠹蛾抗性种群研究发现ꎬ杀虫

剂对这些苹果蠹蛾种群遗传多样性和微卫星等位

基因丰富度的影响低于对种群遗传结构的影响ꎮ
杀虫剂的使用影响了苹果蠹蛾种群动态ꎬ并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种群的等位基因丰富度ꎮ Ｃｈｅ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应用 ＡＦＬＰ 标记分析了德国 ８ 个 ＣｐＧＶ 抗性

种群的遗传多样性ꎬ结果显示ꎬ苹果蠹蛾种群具有

高的遗传多样性ꎬ田间敏感种群遗传多样性略高于

抗性种群ꎬＣｐＧＶ 处理的选择压力使抗性种群内部

的遗传多样性随着时间推移而丢失ꎮ Ｍｅｒａ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利用线粒体基因标记研究了意大利苹果蠹

蛾的 ２１ 个实验室种群和 ４ 个野外种群的遗传多样

性和系统进化关系与除虫脲抗性之间的关系ꎮ 结

果表明ꎬ意大利的苹果蠹蛾种群分为 ２ 个大的遗传

群ꎬ这 ２ 个遗传群很可能在更新世的前期或中期就

已相互分离ꎬ但除虫脲抗性和敏感种群间无显著的

遗传分化ꎬ未发现与除虫脲抗性相关的单倍型或单

倍型组合ꎬ因此ꎬ线粒体单倍型分布模式不能预测

田间杀虫剂选择压力下苹果蠹蛾种群的抗性ꎮ
Ｔｈａ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研究了意大利苹果蠹蛾除虫脲

抗性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ꎬ结果显示ꎬ除
虫脲抗性和敏感种群间无显著的分化ꎬ除虫脲抗性

与地理距离或遗传距离不相关ꎬ ＡＦＬＰ 标记不适用

于田间苹果蠹蛾抗药性的预测ꎮ Ｆｒａｎｃｋ ＆ Ｔｉｍｍ
(２０１０)基于 ３ 个微卫星位点和 ２ 个杀虫剂抗性标

记(钠离子通道基因和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基因)对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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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苹果蠹蛾抗性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发现ꎬ杀虫剂的使用历史促进了 ２ 个种群的分

化ꎬ微卫星和钠离子通道基因标记发现种群间无遗

传结构ꎬ而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基因的结果显示ꎬ苹果蠹

蛾种群中 Ｐ４５０ 活性易受时间的影响ꎮ 因此ꎬ杀虫

剂使用是苹果蠹蛾种群间遗传多样性短暂变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ꎮ Ｐａｊａ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选用 １０ 个微卫

星位点对克罗地亚 ３ 个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结构

和基因流进行了研究ꎬ其中 ２ 个种群在过去 １５ 年

一直使用化学防治ꎬ１ 个种群未使用化学防治ꎬ结果

发现苹果蠹蛾种群间遗传分化不显著ꎮ Ｇ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对苹果蠹蛾 ＣｐＧＶ￣Ｍ 抗性和敏感种群的遗

传多样性分析发现ꎬ抗性种群和敏感种群间遗传分

化不显著ꎬ且种群水平和个体水平均没有与抗性相

关的遗传结构ꎮ Ｋｉｌ′ ＆ Ｂｅｓｅｄｉｎａ(２０１３)利用 ＲＡＰＤ
和微卫星标记研究了俄罗斯 ２ 个地区 ５ 个苹果蠹

蛾种群的遗传多样性ꎬ发现杀虫剂处理和不处理的

种群间遗传多样性差异不显著ꎬ杀虫剂的使用影响

种群大小但不影响种群的遗传多样性ꎮ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利用 ５ 个微卫星位点对智利

一个农药防治的经济果园和未使用农药防治的果

园 ２ 个世代的苹果蠹蛾种群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

构进行了研究ꎬ结果表明ꎬ种群间存在显著的遗传

分化ꎬ２ 种类型果园中第 １ 代和第 ２ 代苹果蠹蛾种

群间遗传分化显著ꎬ成虫在果园周边的扩散影响种

群动态ꎬ不对称的杀虫剂选择压力影响当地苹果蠹

蛾种群的遗传结构ꎮ

２　 国内苹果蠹蛾遗传多样性研究
苹果蠹蛾是我国禁止入境和全国检疫性有害

生物ꎬ１９５３ 年首次在我国新疆库尔勒地区被发现

(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ꎬ随后扩散至新疆全境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该虫传入甘肃敦煌境内ꎬ并持续向东扩

张ꎬ目前在张掖、酒泉、武威等地严重发生ꎬ正沿着

河西走廊逼近我国苹果优势产区陕西及其东部地

区(秦晓梅等ꎬ２００６ꎻ 吴立峰ꎬ２０１５)ꎮ 该虫 ２００６ 年

在黑龙江地区被发现ꎬ后在牡丹江市和鸡西市的大

部分地区普遍发生(吴立峰ꎬ２０１５ꎻ 赵星民ꎬ２０１１)ꎮ
近年来ꎬ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扩散速度加快ꎬ并且危

害程度日趋加重ꎬ严重威胁我国水果产业的安全ꎮ
相较于国外ꎬ我国关于苹果蠹蛾种群遗传多样

性和遗传结构的研究较少ꎮ 董昆(２０１０)基于线粒

体 ＣＯＩ 基因研究了新疆和甘肃的 １０ 个苹果蠹蛾种

群的遗传分化ꎬ结果表明ꎬ种群间的分化不明显ꎬ伊
犁种群较为古老ꎬ可能是新疆或整个西部疫区最早

的入侵地ꎮ 李玉婷等(２０１３)基于线粒体 ＣＯＩ 基因

序列对甘肃河西走廊 ８ 个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多

样性和遗传分化进行了研究ꎬ发现河西走廊苹果蠹

蛾遗传多样性较低ꎬ种群间具有一定程度的遗传分

化ꎬ而种群间地理距离与遗传距离不相关ꎮ 门秋雷

(２０１２)和 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选用 ８ 个微卫星位点对

我国 １２ 个苹果蠹蛾种群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

进行分析ꎬ并采集了德国和瑞士的种群作为对照ꎮ
结果表明ꎬ相较于德国和瑞士种群ꎬ我国苹果蠹蛾

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较低ꎬ而东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高于西北种群ꎬ虽然未发现瓶颈效应ꎬ但入侵过程

中奠基者种群连续的扩散导致遗传多样性的降低ꎬ
东北地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可能来源于多次入侵ꎻ
苹果蠹蛾种群在分布上具有明显的遗传结构ꎬ而东

北的 ２ 个种群与德国和瑞士的种群具有相似的遗

传结构ꎬ因此欧洲可能是我国东北地区苹果蠹蛾种

群的入侵来源之一ꎻ西北种群间地理距离与遗传距

离不相关ꎬ但 ２ 个东北种群加入后变得显著相关ꎬ
且东北和西北种群间有高的遗传分化ꎮ 李玉婷

(２０１３)和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通过 ３ 个线粒体基因标记

(ＣＯＩ、ＣＯＩＩ 和 Ｃｙｔｂ)对我国主要疫区新疆、甘肃和

黑龙江的 １４ 个苹果蠹蛾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

进行了研究ꎬ并加入 ９ 个国外种群分析我国苹果蠹

蛾的入侵来源ꎮ 结果显示ꎬ东北种群与国外田间种

群均表现高的单倍型数量和高的遗传多样性ꎬ但西

北种群遗传多样性明显较低ꎻ东北和西北种群均与

国外种群共享一些单倍型ꎬ且单倍型在东北和西北

的分布不同ꎬ东北种群拥有较多的独享单倍型ꎬ而
西北种群的大量个体共享几个单倍型ꎻ新疆和甘肃

种群间遗传分化不显著ꎬ但东北和西北种群间遗传

分化显著ꎬ并且东北、西北和欧洲种群间遗传分化

显著ꎮ 分析认为ꎬ东北和西北种群具有不同的入侵

来源ꎬ苹果蠹蛾首先从中亚入侵到新疆ꎬ随后从新

疆传到甘肃ꎬ而东北种群与俄罗斯相邻ꎬ频繁的贸

易交流加速了苹果蠹蛾的入侵ꎮ

３　 总结与展望
苹果蠹蛾是扩散能力较弱的蛾类害虫ꎬ其种群

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容易受到分布地区的环境

因子和人为活动的影响ꎬ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ꎬ该
虫具有不同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特点ꎬ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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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要考虑当地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情况ꎮ
苹果蠹蛾入侵我国后整体遗传多样性水平降低ꎬ不
同地理种群间有一定程度的分化ꎬ但东北地区苹果

蠹蛾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和遗传结构与欧洲地区相

似ꎬ表明欧洲可能是东北地区苹果蠹蛾的入侵来源

之一ꎬ而西北的苹果蠹蛾种群可能来自中亚地区ꎮ
针对入侵害虫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不仅有

利于全面了解其遗传分化、适应性、入侵来源和扩

散路径ꎬ而且对入侵种群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ꎮ 目前ꎬ有关我国苹果蠹蛾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仍

较少ꎬ今后需深入研究寄主、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农药的选择压力等因素对我国苹果蠹蛾种群的影

响ꎬ进一步明确该虫种群间分化情况、入侵来源和

扩散路径ꎬ从而制定合理有效的综合防治策略ꎬ切
断或延缓苹果蠹蛾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扩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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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蠹蛾滞育特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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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苹果蠹蛾是苹果、梨等仁果类果树上的重要害虫ꎬ也是重要的入侵害虫ꎮ 其具有寄主广泛、适生性强、蛀果为害等特

点ꎬ一旦侵入很难彻底根除ꎮ 老熟幼虫脱果后寻找隐蔽场所滞育的习性是其适应不利环境和维持种群繁衍的重要生存策

略ꎮ 本文就苹果蠹蛾幼虫滞育的诱导和终止因素、滞育场所的选取及聚集习性、滞育幼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内在生理生

化特性以及针对滞育幼虫的防治技术等研究进行了综述ꎬ为探明苹果蠹蛾的灾变机理、预测预报和防治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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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是苹果、梨等果

树的重要蛀果害虫ꎬ也是世界性检疫害虫ꎬ目前在

各大洲苹果产区都有分布ꎮ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

我国新疆发生以来ꎬ其不断加剧的入侵态势已对我

国黄土高原和环渤海湾两大苹果主产区构成严重

的威胁ꎮ 该虫寄主多ꎬ适生区广泛ꎬ除了成虫及卵

以外ꎬ其他虫态均隐藏于果实内或树皮树干裂缝

里ꎬ世代重叠ꎬ可在苹果生长期内对果实造成持续

危害ꎮ 苹果蠹蛾在我国西北地区一年发生 ２~３ 代ꎬ
是多化性、兼性滞育昆虫ꎮ 研究其滞育特性ꎬ探明

其滞育诱导和终止的条件、滞育场所选择的行为特

性、滞育幼虫的环境适应性及滞育幼虫的生理生化

基础等ꎬ可为苹果蠹蛾的防治提供依据ꎮ

１　 苹果蠹蛾老熟幼虫滞育诱导与终止因素
光照、温度、湿度、食物等均能诱导昆虫滞育ꎬ

而光周期作为年变化规律性最强的自然因素ꎬ是苹

果蠹蛾最主要的滞育诱导因子ꎮ 临界光周期是指能

诱使 ５０％个体进入滞育的光照时间ꎬ不同地理种群

的临界光周期随纬度升高而延长ꎬ如美国加利福利

亚南部(３２°Ｎ)苹果蠹蛾种群临界光周期为 １３.５ ｈꎬ
而高纬度的匈牙利(４７°Ｎ)则为 １６ ~ １７ ｈ(Ｄｙｃｋ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ｔｏｅｃｋｌ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温度也是诱导滞育的

重要因素之一ꎮ 研究表明ꎬ即使在长光照条件下ꎬ
低温(１４.８ ℃)饲养的苹果蠹蛾仍有 １５％的幼虫进

入滞育状态(Ｈｏｗｅｌｌ ＆ Ｎｅｖｅｎꎬ２０００)ꎮ 可见ꎬ短光照

和低温是诱导苹果蠹蛾滞育的重要条件ꎬ通常 ８ ~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２９４－２９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１２ ｈ 光照和不低于 １２ ｈ 的 １５~２５ ℃低温共同作用

可成功诱导该虫滞育(Ｄｙｃｋꎬ２０１０)ꎮ 然而ꎬ田间调

查表明ꎬ每代苹果蠹蛾都有部分幼虫滞育ꎬ这是由

外界其他因素引起的还是内在的遗传调控决定的

尚不清楚ꎮ
光周期是终止滞育的最重要因素ꎬ而温度在滞

育维持和终止方面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ꎮ 研究表

明ꎬ在短光照 １２ ∶ １２(Ｌ ∶ Ｄ)条件下饲养 ６ 个月后ꎬ
有 ６２.９％的苹果蠹蛾处于滞育状态ꎬ而最终能羽化的

只有 ０.２％(Ｎｅｖｅｎ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３)ꎮ 由此可见ꎬ短光照不

足以使幼虫打破滞育而正常羽化ꎮ 另外ꎬ４ ~ ７ ℃低

温处理超过 ５０ ｄ 才能打破苹果蠹蛾滞育(Ｃｉｓｎｅｒｏｓꎬ
１９７１)ꎮ ０ ℃以下的低温(－１０ 或－１５ ℃)处理 ２~６ ｄ
可以缩短滞育时间并提高成虫羽化整齐度(Ｎｅｖ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ꎮ

２　 滞育幼虫越冬场所选取及相关习性
对田间滞育幼虫的调查表明ꎬ树皮树干裂缝、

修剪枝干处及近地面的树干部分均为其越冬场所ꎬ
且老 树 明 显 多 于 幼 树 ( Ｂｌｏｍｅｆｉｅｌｄ ＆ Ｇｉｌｉｏｍｅｅꎬ
２０１２)ꎮ 但幼虫结茧位置分布ꎬ因果树树龄、品种、
修剪程度等不同而异ꎬ如在老龄果树上ꎬ多数茧分

布于 １.４ ｍ 以下ꎻ而在幼龄果树 １.６ ｍ 以下及２.６ ｍ
以上树枝裂缝内均有越冬幼虫结茧(Ｂｌｏｍｅｆｉｅｌｄ ＆
Ｇｉｌｉｏｍｅｅꎬ２０１２)ꎮ 于江南等(２００４)调查表明ꎬ离地

面 ３０~９０ ｃｍ 树皮裂缝中越冬幼虫分布最多ꎮ 而杜

磊等(２０１２)通过室内木桩模拟试验表明ꎬ离地面

５０ ｃｍ 以内为苹果蠹蛾主要结茧位置ꎮ 此外ꎬ由于

昆虫的体温直接受到小环境温度的影响ꎬ在研究幼

虫对温度反应时发现ꎬ取食阶段的幼虫在苹果内倾

向于温度高的一面ꎬ而老熟幼虫对结茧位置的选择

不存在温度偏好(Ｋüｈｒ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通过对结茧的老熟幼虫释放出的化合物进行

收集和气相色谱分析表明ꎬ８ 种化合物对幼虫具有

引诱聚集的作用(Ｊｕｍｅ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ꎬ这可以解释

田间调查中 ４０％以上幼虫存在聚集结茧的现象

(Ｂｌｏｍｅｆｉｅｌｄ ＆ Ｇｉｌｉｏｍｅｅꎬ２０１２)ꎮ 这些化合物的探索

将为滞育幼虫聚集行为的化学生态研究奠定分子

基础ꎮ
对梨园苹果蠹蛾的滞育情况调查表明ꎬ７ 月份即

有小部分(８％~４５％)苹果蠹蛾滞育ꎬ８ 月上旬滞育幼

虫已占大多数(４４％~８５％)ꎬ８ 月下旬及以后的老熟

幼虫几乎全部滞育(ｖａｎ Ｓｔｅｅｎｗｙ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３　 苹果蠹蛾滞育幼虫的环境适应性
昆虫滞育是对不利环境的适应ꎮ 滞育苹果蠹

蛾幼虫对不同温度的适应能力直接关系到其能否

安全越冬ꎮ 一个月的低温(５ ℃)处理试验表明ꎬ滞
育初期的幼虫死亡率明显高于经冷驯的滞育幼虫

(２３％ ｖｓ. ４％)ꎬ说明滞育幼虫对低温的适应性具有

明显的季节性(Ｋｈ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ａ)ꎮ 对采自伊朗

德黑兰的苹果蠹蛾过冷却点( Ｓｕｐ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ꎬ
ＳＣＰ)测定表明ꎬ取食阶段(非滞育)的幼虫 ＳＣＰ 为

(－１２.４±１.１) ℃ꎬ结茧初期(１ ~ ２ ｄ)幼虫的 ＳＣＰ 为

(－１５.１±１.２) ℃ꎬ>５ ｄ 时为(－１９.２±１.８) ℃ꎬ越冬

幼虫则为(－２０.２±０.２) ℃(Ｋｈａｎｉ ＆ Ｍｏｈａｒｒａｍｉｐｏｕｒꎬ
２０１０)ꎮ 报道还显示ꎬ滞育幼虫保存于 １５ ℃环境中

６~１８ 个月ꎬ其存活率能达到 ９２％以上ꎬ而将其存放

于 ０~２ ℃可维持超过 ２ 年(Ｄｙｃｋꎬ２０１０)ꎮ
热致死试验表明ꎬ滞育幼虫比非滞育幼虫有较

强的耐热性ꎬ但在 ５０ ℃ 处理 ５ ｍｉｎ 后全部死亡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另外ꎬ研究表明ꎬ结合高浓度

ＣＯ２、低浓度 Ｏ２ 的热处理对苹果蠹蛾滞育幼虫的防

治有效ꎬ但该方法需时长且杀虫机制尚不清楚

(Ｎｅｖ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而氧限制热耐受理论(Ｏｘｙ￣
ｇ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ＯＣＬＴＴ)可能用于揭示高温对昆虫致死作用的机

理ꎬ即低氧或高温下组织获氧气量的减少阻碍了氧

化磷酸化作用 ＡＴＰ 的产生(Ｐöｒｔｎｅｒꎬ２０１０)ꎮ 对不

同温度(５~５０ ℃)下ꎬ环境中 Ｏ２ 消耗速率及代谢热

速率的实时监测表明ꎬ两者速率均随温度增加而升

高(５~４０ ℃)ꎻ低于 ４０ ℃时部分代谢热量来自于同

化作用ꎬ而高于 ４０ ℃时 Ｏ２ 消耗速率及代谢热速率

接近于 ０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在高于 ４５ ℃时短时的热

处理足以有效杀死滞育老熟幼虫 ( Ｎｅｖ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４　 苹果蠹蛾滞育幼虫的生理生化特性
幼虫在滞育过程中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生理生

化变化ꎬ而这些改变将是其抵御不良环境的内在物

质基础ꎮ Ｒｏｚｓｙｐ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对中欧苹果蠹蛾种

群的调查表明ꎬ其 ＳＣＰ 能从夏季的－１５.３ ℃降到冬

季的－２６.３ ℃ꎬ并且超过 ８３％的幼虫能够安全越

冬ꎮ 经分析表明ꎬ过冷能力季节性增强得益于虫体

部分脱水、体液渗透压的增强、冬季特异性代谢混

合物的积累ꎮ 在冬季ꎬ幼虫体内糖原、谷氨酰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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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ꎬ而果糖及其他糖类、多元醇和丙氨酸等自

由氨基酸含量增加ꎻ海藻糖和脯氨酸浓度在整个冬季

一直很高并相对稳定ꎬ可能有助于蛋白和细胞膜在

０ ℃以下低温保持稳定ꎮ Ｋｈ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ａ)调查也表

明ꎬ越冬幼虫会积累大量海藻糖(１８.４ ｍｇｇ－１ＦＷ)ꎬ其
含量是非滞育幼虫的 ３.６ 倍ꎮ

对滞育和非滞育幼虫脂肪酸组成的比较分析

表明ꎬ两者的 ６ 种主要脂肪酸均依次为油酸、棕榈

酸、亚油酸、棕榈油酸、硬脂酸、亚麻酸ꎮ 而滞育幼

虫亚油酸含量比非滞育幼虫增加 ９.７％ꎬ棕榈酸含

量下降 ８.７％ꎬ这使得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升高ꎬ推测

其与滞育密切相关(Ｋｈ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ｂ)ꎮ 研究还

表明ꎬ苹果蠹蛾幼虫中共有 ９７ 种膜磷脂ꎬ但各磷脂

组分季节性变化很小ꎬ并且膜的流动性一直保持非

常高的水平ꎮ 在滞育过程中ꎬ磷酸胆碱与磷酸乙醇

胺比值没有明显增高ꎬ表明苹果蠹蛾可能采用了耐

冻性抗寒策略ꎻ脂肪熔解度的不断下降可以反映出

脂肪酸不饱和度的季节性升高 ( Ｒｏｚｓｙｐ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５　 其他生理生化变化
由于滞育的发生与否伴随着多种生化物质的

急剧变化ꎬ相关激素(保幼激素)、代谢物合成或降

解相关的酶类也是滞育研究的一大焦点ꎬ包括山梨

醇脱氢酶、氧化还原酶、Ｈ２Ｏ２ 酶、谷胱甘肽 Ｓ－转移

酶、热激蛋白等ꎮ 对法国东南部苹果蠹蛾种群的调

查表明ꎬ对灭幼脲或溴氰菊酯具有抗性的种群滞育

临界光周期有延长的现象ꎬ由此推测抗性产生过程

中相关基因的改变也引起了滞育特性的变化(Ｂｏ￣
ｉｖ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体积微小(<１０ μＬ)的纯水过冷却至－３９ ℃以

下仍可不结冰ꎬ而冰核物质则可以促使水从液态向

固态转变ꎮ 生物冰核ꎬ如细菌、真菌、病毒、血液等ꎬ
是自然界具冰核活性最强的异质冰核ꎬ可以使水在

较高的亚低温下 ( － ２ ~ － ５ ℃) 结冰 (樊绍刚等ꎬ
２００９)ꎮ 对于大多数越冬昆虫ꎬ在对冰冻的适应策

略划分中属于不耐结冰型ꎮ 其会在寒冬来临前停

止取食ꎬ排除大多数水分ꎬ清除体内冰核物质ꎬ降低

虫体过冷却点ꎬ同时合成并积累大量多元醇、糖类

等抗寒物质ꎬ有些还可合成抗冻蛋白 ( Ａｎｔｉｆｒｅｅｚ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ＡＦＰ ) (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ｓｓｅｎ ＆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ꎬ ２０００)ꎮ
ＡＦＰ 可以通过防止细胞外冰晶的形成而保护生物

体免受极度低温的伤害ꎬ目前已在脊椎动物、无脊

椎动物、植物、细菌、真菌中发现(Ｖｅｎｋｅｔｅｓｈ ＆ Ｄａｙ￣
ａｎａｎｄａꎬ２００８)ꎮ 对鳞翅目色卷蛾属 Ｃｈｏｒｉｓｔｏｎｅｕｒａ ４
个种抗冻蛋白的分析表明ꎬβ 螺旋结构和保守的苏

氨酸残基是该类蛋白的主要特征(Ｔｙｓｈｅｎｋ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而在苹果蠹蛾滞育幼虫中未见抗冻蛋白产

生(Ｎｅｖｅｎꎬ１９９９)ꎮ 是否有其他相关蛋白及其在滞

育幼虫中的作用尚不清楚ꎮ
昆虫滞育期间不仅代谢减慢、活动减缓ꎬ而且

需要抵御外界病原物的侵染ꎮ 一些发育调节物质

和防御成分已在昆虫滞育时期被发现ꎬ如日本柞蚕

Ａｎｔｈｅｒａｅａ ｙａｍａｍａｉ Ｇｕｅｒｉｎ￣Ｍｅｎｅｖｉｌｌｅ 蛹滞育时产生

的一种抑制发育的五肽 ( Ｙａｍａｍａｒｉｎ)、从天蚕蛾

Ｈｙａｌｏｐｈｏｒａ ｃｅｃｒｏｐｉａ Ｌ.滞育蛹中分离到的天蚕素、丽
蝇 Ｃａｌｌｉｐｈｏｒａ ｖｉｃｉｎａ Ｒｏｂｉｎｅａｌｌ 滞育幼虫中的防御物

Ａｌｌｏｆｅｒｏｎｓ、叶甲 Ｇ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ｕｓａ ａｔｒｏｃｙａｎｅａ Ｍｏｔｓ.滞育成

虫中有抗真菌活性的滞育特异性多肽等 ( Ｄｅｎ￣
ｌ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０８)ꎮ 而有关苹果蠹蛾滞育和非滞育幼虫

免疫差异的比较及相关的防御物质少有报道ꎮ

６　 苹果蠹蛾滞育幼虫防治技术
对滞育幼虫的清除是减少虫源的重要措施ꎮ

研究表明ꎬ采用诱集带可以做到无公害防治苹果蠹

蛾越冬幼虫ꎬ其捕杀数量是刮老翘皮方法的 １３ 倍

(王庆波等ꎬ２０１４)ꎮ 对诱集材料的研究发现ꎬ旧衣

物效果要比编织袋和瓦楞纸好(林明极等ꎬ２０１２)ꎮ
覆土试验表明ꎬ果园耕土可以有效阻止翻入土中

(深度≥１ ｃｍ)的苹果蠹蛾滞育幼虫和蛹的正常发

育(Ｂａｕｇ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这说明对蛀果或落果

及时掩埋可以达到防治效果ꎮ 苹果运输的果箱往

往是滞育幼虫结茧的场所ꎬ熏蒸处理能够达到快速

杀灭该虫的目的ꎮ 试验表明ꎬ用冰醋酸累计(１ ｈ)
熏蒸处理 １７４８２３ ｍｇＬ－１ꎬ可以杀死全部滞育幼

虫ꎬ尤其对于塑料制果箱效果最好(Ｒａｎｄ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在生物防治方面ꎬ滞育幼虫的聚集行为增

加了自身被寄生蜂发现的可能ꎬ但似乎并未提高被

寄生效率( Ｊｕｍｅ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由于滞育幼虫越

冬场所在地表及树干近地处ꎬ使得用病原线虫防治

该虫成为可能(Ｄｅ Ｗａａ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 Ｎａｖａｎｅｅｔ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７　 小结
虽然已经明确光照和温度是苹果蠹蛾滞育诱

导和终止的重要因素ꎬ但其他外在因素尤其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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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树皮树干裂缝等小环境的差异ꎬ是否对该虫滞

育的发生有所影响等尚不清楚ꎮ 另外ꎬ虫体自身对

环境刺激的接收与反应、个体遗传水平等差异是否

与兼性滞育有关需要进一步探讨ꎮ 苹果蠹蛾滞育

幼虫能够通过减少体内冰核ꎬ积累海藻糖、自由氨

基酸ꎬ提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等途径成功度过严

寒ꎮ 通过对这些生化物质代谢途径及分子调控机

理的研究很可能揭示调节该虫滞育的关键基因ꎬ进
而发现新的作用靶标ꎬ为该虫的防治提供新途径ꎮ

参考文献

杜磊ꎬ 朱虹昱ꎬ 鲁天文ꎬ 姜红霞ꎬ 张润志. ２０１２. 苹果蠹蛾幼

虫爬行特性. 应用昆虫学报ꎬ ４９(１): ５４－６０.
樊绍刚ꎬ 张党权ꎬ 邓顺阳ꎬ 明付焕. ２００９. 抗冻蛋白和冰核

蛋白对植物抗冻性能的作用机制. 经济林研究ꎬ ２７(２):
１２５－１３０.

林明极ꎬ 焦晓丹ꎬ 隋广义. ２０１２. 苹果蠹蛾老熟幼虫诱杀技

术. 应用昆虫学报ꎬ ４９(１): １０４－１０８.
王庆波ꎬ 林明极ꎬ 郭金洪ꎬ 周进华. ２０１４. 诱杀苹果蠹蛾老

熟幼虫试验分析. 山西果树ꎬ (３): １５－１６.
于江南ꎬ 吾木尔汗ꎬ 肉孜加玛丽ꎬ 范菊兰. ２００４. 苹果蠹蛾

越冬生物学及有效积温的研究. 新疆农业科学ꎬ ４１(５):
３１９－３２１.

Ｂａｕｇｈｍａｎ Ｗ Ｂꎬ Ｎｅｌｓｏｎ Ｐ Ｎ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ｓｈｏｐ Ｍ Ｊ. ２０１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ｂｕｒｉａｌ ｏｎ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ｏｔｒａｃｈｅｌｕｓ ｎｅｎｕｐｈａｒ (Ｃｏ￣
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ＤＯＩ: 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９３ / ｊｅｅ / ｔｏｖ０７１.

Ｂｌｏｍｅｆｉｅｌｄ Ｔ Ｌ ａｎｄ Ｇｉｌｉｏｍｅｅ Ｊ Ｈ. ２０１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ｃｏｏｎ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ｐａｕｓｉｎｇ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ａｒｖａｅ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ｏｎ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ｐｐｌｅ ｔｒｅ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 １８２－１８６.

Ｂｏｉｖｉｎ Ｔꎬ Ｂｏｕｖｉｅｒ Ｊ Ｃꎬ Ｂｅｓｌａｙ Ｄ ａｎｄ Ｓａｕｐｈａｎｏｒ Ｂ. ２００４. Ｖａｒ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ｍ.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８３: ３４１－３５１.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 Ｆ Ｈ. １９７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ａｎｄ Ｗａｌｎｕｔ Ｈｏｓｔ 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ｄ￣
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ꎬ Ｃ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ｅ Ｗａａｌ Ｊ Ｙꎬ Ｍａｌａｎ Ａ Ｐ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Ｍ Ｆ.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ｕ￣
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ｓｕｐｅｒａｂｓｏｒｂｅｎｔ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
ｃａｃｙ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ｃａ (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ｄａ: Ｈｅｔｅｒｏｒｈａｂ￣
ｄｉｔｉｄａ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 Ｌ.)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ꎬ ２３(１): ６２－７８.

Ｄｅｎｌｉｎｇｅｒ Ｄ Ｌ. ２００８. Ｗｈｙ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３８: １－９.

Ｄｙｃｋ Ｖ Ａ. ２０１０.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Ｒｏｍｅ: ＦＡＯꎬ １－１９９.

Ｈｏｗｅｌｌ Ｊ Ｆ ａｎｄ Ｎｅｖｅｎ Ｌ Ｇ. ２０００.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ｚｅｒ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９:
７６６－７７２.

Ｊｕｍｅａｎ Ｚꎬ Ｇｒｉｅｓ Ｒꎬ Ｕｎｒｕｈ Ｔꎬ Ｒｏｗｌａｎｄ Ｅ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ｓ Ｇ. ２００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３１:
９１１－９２４.

Ｊｕｍｅａｎ Ｚꎬ Ｊｏｎｅｓ Ｅ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ｓ Ｇ. ２００９. Ｄｏｅ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ａｒｖａｅ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ｂｙ Ｍａｓｔｒ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４９:
２５４－２５８.

Ｋｈａｎｉ Ａ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ｒｒａｍｉｐｏｕｒ Ｓ. ２０１０. Ｃｏｌｄ ｈａｒｄ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０: １－１２.

Ｋｈａｎｉ Ａꎬ Ｍｏｈａｒｒａｍｉｐｏｕｒ Ｓ ａｎｄ Ｂａｒｚｅｇａｒ Ｍ. ２００７ａ. Ｃｏｌｄ 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ｈａｌｏｓ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
ｄａ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４: ３８５－３９２.

Ｋｈａｎｉ Ａꎬ Ｍｏｈａｒｒａｍｉｐｏｕｒ Ｓꎬ Ｂａｒｚｅｇａｒ Ｍ ａｎｄ Ｎａｄｅｒｉ￣Ｍａｎｅｓｈ Ｈ.
２００７ｂ.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ｐｉｄ ｏｆ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ｅｐｉ￣
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４: １２５－１３１.

Ｋüｈｒｔ Ｕꎬ Ｓａｍｉｅｔｚ Ｊ ａｎｄ Ｄｏｒｎ Ｓ. ２００５. 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 ｉｎ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ａｒｖａ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３０:
５４－６１.

Ｎａｖａｎｅｅｔｈａｎ Ｔꎬ Ｓｔｒａｕｃｈ Ｏꎬ Ｂｅｓｓｅ Ｓꎬ Ｂｏｎｈｏｍｍｅ Ａ ａｎｄ Ｅｈｌｅｒｓ
Ｒ Ｕ. ２０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ｏｍ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ｎｅｍａ ｆｅｌｔｉａ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ｉａｐａｕｓｉｎｇ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ａｒｖａｅ (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５５: ７７７－７８８.

Ｎｅｖｅｎ Ｌ Ｇ. １９９９. Ｃｏｌｄ ｈａｒｄｉｎｅｓ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Ｃｒｙ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３８: ４３－５０.

Ｎｅｖｅｎ Ｌ Ｇ. ２０１２. Ｆ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
ｄａｅ)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ａｐｐｌｅｓ ｈ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ｈｏｒｔ ｐｈｏｔｏｐｅｒｉｏｄ.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５: ２９７－３０３.

Ｎｅｖｅｎ Ｌ Ｇ.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ｐｈｏｔｏｐｅｒｉｏｄ ｏｎ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６
(１): ５２０－５２３.

７９２　 第 ４ 期 吴正伟等:苹果蠹蛾滞育特性研究进展



Ｎｅｖｅｎ Ｌ Ｇꎬ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Ｈ Ｊ ａｎｄ Ｋｎｉｇｈｔ Ａ. ２０００. Ｓｕｂ￣ｚｅｒｏ ｃｏｏｌ￣
ｉｎｇ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ｓ ｐｏｓｔ￣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Ｃｒｙ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１: ２０３－２１４.

Ｎｅｖｅｎ Ｌ Ｇꎬ Ｌｅｈｒｍａｎ Ｎ Ｊ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ｅｎ Ｌ Ｄ.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ｎ ｄｉａｐａｕｓｉｎｇ ５ｔｈ ｉｎ￣
ｓｔａｒ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４２: ９－１４.

Ｐöｒｔｎｅｒ Ｈ Ｏ. ２０１０.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
ｇｙꎬ ２１３: ８８１－８９３.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Ｐꎬ Ｓｈｏｌｂｅｒｇ Ｐꎬ Ｊｕｄｄ Ｇ ａｎｄ Ｃｏｓｓｅｎｔｉｎｅ Ｊ. ２０１１.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ｆｕｍ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ｉｎ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ａｐａｕｓｉｎｇ ｃｏｄ￣
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ａｒｖａｅ. Ｈｏｒｔ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４６: １６３４－１６３９.

Ｒｏｚｓｙｐａｌ Ｊꎬ Ｋｏšｔｌ Ｖꎬ Ｂｅｒｋｏｖ Ｐꎬ Ｚａｈｒａｄｎíｃｃ̌ｋｏｖ Ｈ ａｎｄ
Ｓｉｍｅｋ Ｐ. ２０１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
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
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４５: １２４－１３３.

Ｒｏｚｓｙｐａｌ Ｊꎬ Ｋｏšｔｌ Ｖꎬ Ｚａｈｒａｄｎｉｃｋｏｖａ Ｈ ａｎｄ Ｓｉｍｅｋ Ｐ. ２０１３. Ｏ￣
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ｏｌ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８: ｅ６１７４５.

Ｓｔｏｅｃｋｌｉ Ｓꎬ Ｈｉｒｓｃｈｉ Ｍꎬ Ｓｐｉｒｉｇ Ｃꎬ Ｃａｌａｎｃａ Ｐꎬ Ｒｏｔａｃｈ Ｍ Ｗ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ｅｔｚ Ｊ. ２０１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ｖｏｌｔ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ｓｔ ｉｎｓｅｃｔ —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７: ｅ３５７２３.

Ｔｙｓｈｅｎｋｏ Ｍ Ｇꎬ Ｄｏｕｃｅｔ 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 Ｖ Ｋ. ２００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ｒｅｅｚ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ｐｒｕｃｅ ｂｕｄｗｏｒｍ ｓｉｓ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４: ３１９－３２６.

ｖａｎ Ｓｔｅｅｎｗｙｋ Ｒ Ａꎬ Ｆｏｕｃｈｅ Ｃ Ｆ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Ｔ Ｒ. ２００４.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 Ｌｅｐｉ￣
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９７: ９７６－９８０.

Ｖｅｎｋｅｔｅｓｈ Ｓ ａｎｄ Ｄａｙａｎａｎｄａ Ｃ. ２００８.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ꎬ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ｒｅｅｚ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Ｂ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８: ５７－８２.

Ｗａｎｇ Ｓꎬ Ｙｉｎ Ｘꎬ Ｔａｎｇ Ｊ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Ｄ. ２００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
ｄａ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４０: ５６５－５７４.

Ｚａｃｈａｒｉａｓｓｅｎ Ｋ Ｅ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Ｅ. ２０００. Ｉｃｅ 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ｒｙ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４１: ２５７－２７９.

(责任编辑:杨郁霞) 　 　

８９２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４ 卷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５－０６－０８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基金项目: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２００９０３０４２￣０３)
作者简介: 吴正伟ꎬ 男ꎬ 博士ꎮ 研究方向: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ꎮ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ｅｎｇｗｅｉ＿ｗｕ＠ 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ｌｉｎｚｈ＠ ｎｗｓｕａｆ.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８

生物源农药在苹果蠹蛾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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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苹果蠹蛾是世界性检疫害虫ꎬ对我国苹果优势产区构成了巨大威胁ꎮ 长期依赖化学防治使该虫抗性问题变得十分严

峻ꎮ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ꎬ以环境友好的生物源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已成为当前苹果蠹蛾防治的热点ꎮ 本文对国内外现有的

生物源农药ꎬ如寄生蜂、不育昆虫、颗粒体病毒、病原线虫、Ｂｔ、病原真菌、微孢子虫、性信息素、斑蝥素、多杀菌素等ꎬ在苹果

蠹蛾防治中的最新应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ꎬ讨论了生物源农药凭借其种类多、来源广且在用药时期上选择性强等特

点ꎬ在该虫综合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及面临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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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是全球重要的

果树害虫ꎬ也是我国重大检疫害虫之一ꎮ 目前ꎬ该
虫在我国新疆全境、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
夏、黑龙江等局部地区均有发生和危害(张润志等ꎬ
２０１２)ꎬ对我国黄土高原及环渤海湾苹果优势产区

的果业生产构成了严峻威胁ꎮ 在新疆ꎬ苹果蠹蛾危

害严重ꎬ平均蛀果率达 ４１.３４％(１０.６％ ~ ７２.２８％)ꎬ
严重时能达到 ９５％(巴哈提古丽ꎬ２００９)ꎮ 化学农药

的速效性使其成为传统果园防治该虫的主要手段ꎮ
然而ꎬ化学杀虫剂的频繁使用导致世界各地苹果蠹

蛾种群对各类化学杀虫剂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

(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研究表明ꎬ我国西北地区部分苹果蠹蛾

种群对部分杀虫剂的敏感性下降(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１５ｂ)ꎮ 随着有机农业这一理念的提出ꎬ环境友好

的生物源农药或其他防治措施已成为新时期苹果

蠹蛾防治的新手段ꎮ
生物源农药ꎬ简称生物农药ꎬ在我国«农药登记

资料规定»中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标准ꎮ 目前ꎬ学术

上通常采用张兴(２０１０)的分类体系ꎬ即生物农药包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２９９－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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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生物体农药和生物化学农药ꎬ根据来源的不同将

其进一步划分为动物体农药、植物体农药、微生物

体农药、动物源生物化学农药、植物源生物化学农

药、微生物源生物化学农药ꎮ 本文拟对目前生物源

农药在苹果蠹蛾防治上的应用进行论述ꎬ并指出其

未来的应用方向ꎮ

１　 动物体农药
寄生蜂是害虫防治中重要的天敌生物ꎬ全世界

报道的苹果蠹蛾寄生蜂达 ５０ 种之多ꎬ且其寄生率

在各地分布种中有明显不同(李保平和孟玲ꎬ２００１ꎻ
Ｍｉｌｌｓꎬ２００５)ꎮ 如欧洲东部的奥地利四齿革腹茧蜂

Ａｓｃｏｇａｓｔｅｒ ｑｕａｄｒ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Ｗｅｓｍａｌ 卵寄生率为 ４２.６％ꎬ
而哈 萨 克 斯 坦 蠹 蛾 玛 姬 蜂 Ｍａｓｔｒ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Ｇｒａｖｅｎｈｏｒｓｔ 幼 虫 寄 生 率 能 达 到 ４３. ９％ ( Ｍｉｌｌｓꎬ
２００５)ꎮ 但多数寄生蜂的寄生率平均不超过 ４.５％
(Ｍａａｌｏｕｌ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这与果园生物多样性的减

弱及化学农药的频繁施用有关 ( Ｊｏｎ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虽然目前尚无大面积使用寄生蜂防控苹果

蠹蛾的报道ꎬ但对寄生蜂的应用研究仍在延续ꎮ 研

究表明ꎬ苹果蠹蛾 ２ 龄幼虫和结茧期老熟幼虫最易

被寄生(Ｍｉｌｌｓꎬ２００５)ꎬ而老熟幼虫结茧化蛹时的聚

集特性似乎不利于寄生蜂的寄生( Ｊｕｍｅ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ꎮ 在我国ꎬ已经商品化的赤眼蜂 Ｔｒｉ￣
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 也被尝试用于苹果蠹蛾的防治ꎬ放蜂后

苹果蠹蛾幼虫蛀果率能减少一半(许建军等ꎬ２０１４ꎻ
岳朝阳等ꎬ２０１０)ꎻ周氏啮小蜂 Ｃｈｏｕｉｏｉａ ｃｕｎｅａ Ｙａｎｇ
的释放甚至能达到 ８０％的防治效果(张新平等ꎬ
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利用寄生蜂防治苹果蠹蛾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ꎮ
昆虫不育技术(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ꎬＳＩＴ)ꎬ

是一种通过辐射或杂交等手段使害虫丧失繁育能

力而自行绝灭的害虫防治方法ꎮ 自 １９９２ 年起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开始实施昆虫不育技术防治苹

果蠹蛾ꎬ截至 ２００３ 年有 ９７.２％的果园能够将危害

控制在 ０.５％以下ꎮ 但该技术成功应用的前提是实

现苹果蠹蛾大规模饲养ꎬ加拿大实现了工厂化饲养

该虫并保证每周有 １５００ 万 ~ １６００ 万头成虫的产

量ꎬ其还被空运至南非用于苹果蠹蛾的防治(Ｂｌｏｅ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然而ꎬ由于该虫大规模饲养技术在我

国还未实现突破ꎬ利用苹果蠹蛾不育技术控制其种

群数量还有待进一步发展ꎮ

２　 微生物体农药

２.１　 颗粒体病毒

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
ｖｉｒｕｓꎬＣｐＧＶ)是一种高效、专一、安全的生物农药ꎬ
在苹果蠹蛾防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欧美各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先后注册过 ９ 个 ＣｐＧＶ 制剂

(南宫自艳等ꎬ２０１４)ꎬ其中在欧洲的使用面积估计

超过 １０ 万 ｈｍ２( Ｅｂｅｒｌｅ ＆ Ｊｅｈｌｅꎬ２００６)ꎮ 然而ꎬ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已发现有 ３５ 个苹果蠹蛾种群对 ＣｐＧＶ
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Ｓｐｅｉｓｅｒ ＆ Ｔａｍｍꎬ２０１１)ꎮ 因

此ꎬ具有强侵染能力的颗粒体病毒株系的筛选成为

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ꎮ 研究表明ꎬ抗性基因位于苹

果蠹蛾性染色体 Ｚ 上ꎬ其出现频率的不同决定着抗

性水平的变化(Ａｓｓｅｒ￣Ｋａｉｓ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Ｇｅｂ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对 ５ 个病毒分离株系的基因组比

较及突变检测ꎬ发现病毒 ｐｅ３８ 基因中一段 ２４ 个核

苷酸序列的变异是害虫抗性形成的关键ꎮ 可见ꎬ长
期使用单一病毒株防治苹果蠹蛾存在抗性风险ꎬ这
为制定害虫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考验ꎮ

病毒制剂在田间受紫外线照射后容易失活ꎬ影
响其持久性ꎮ 研究表明ꎬ通过木质素包埋将病毒制

成微胶囊剂可明显提高其光稳定性ꎻ以 ＴｉＯ２ 及 ＺｎＯ
作为反射剂的添加也可以提高病毒的紫外耐受性

(Ａｒｔｈｕｒ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ａ)ꎮ 进一步提

高田间持久性是研制病毒杀虫剂所面临的共性问

题ꎬ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ꎮ

２.２　 昆虫病原线虫

昆虫病原线虫 ( Ｅｎｔｏｍ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ꎬ
ＥＰＮ)可携带共生菌主动搜索寄主ꎬ通过昆虫口、肛
门、气孔、节间膜及伤口进入体腔ꎬ其大量繁殖造成

宿主组织损伤最终死亡(Ｋａｙａ ＆ Ｇａｕｇｌｅｒꎬ１９９３)ꎬ
ＥＰＮ 是近年来苹果蠹蛾生物防治的一大研究热点ꎮ
多数线虫可以通过培养基生产ꎬ从而节省了寄主饲

养的步骤ꎬ便于其开发利用ꎮ 根据苹果蠹蛾老熟幼

虫喜于树干裂缝或树皮下结茧越冬的习性ꎬ针对树

干集中喷洒线虫杀虫剂可达到压制越冬虫数的目

的ꎮ 目前ꎬ最具应用潜力的是斯氏线虫 Ｓｔｅｉｎｅｒｎｅｍａ
和异小杆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ꎮ 在南非ꎬ异小杆线虫

Ｈ. 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ｃａ 和 Ｈ.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ａ 对苹果蠹蛾、苹果

异胫小卷蛾 Ｔｈａｕｍａｔｏｔｉｂｉａ ｌｅｕｃｏｔｒｅｔ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暗
色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ｂｕｒｎｉ ( Ｓｉｇｎｏｒｅｔ)、庭园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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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ｌｙｃｔｉｎｕｓ ｃａｌｌｏｓｕｓ (Ｓｃｈöｎｈｅｒｒ)均有防效(Ｖａｎ Ｚｙｌ ＆
Ｍａｌａｎꎬ２０１４)ꎮ 在所筛选的高效病原线虫品系中ꎬ
与 Ｓ. ｆｅｌｔｉａｅ 和 Ｈ.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ａ 相比ꎬＳ. ｙｉｒｇａｌｅｍｅｎｓｅ
对寄主的田间致死率最高(Ｏｄｅｎｄａａ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环境温度、湿度是线虫农药能否成功应用的两大因

素ꎬ为避免冬季低温造成线虫失活ꎬ可选择春秋季

施用或选育抗寒线虫(Ｎｉｍｋｉｎｇｒａ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同
时辅以覆盖物或保湿剂(如高吸水性聚合物)ꎬ可以

提高线虫对苹果蠹蛾的防治效果(Ｄｅ Ｗａ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ꎮ 然而ꎬ昆虫病原线虫致病力较低是目

前制约其广泛应用的主要因素ꎮ 如何提高昆虫病

原线虫在害虫防治过程中的致病力、保持其致病力

的稳定性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２.３　 病原细菌

苏云金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ꎬＢｔ)是

植保领域开发利用最为广泛的微生物源农药ꎬ在杀

虫剂中占约 ２％的市场份额(Ａｄ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Ｂｔ 芽孢内会产生晶体ꎬ有 ７０ 个血清型、８２ 个亚种

(张兴ꎬ２０１０)ꎬ其中 Ｃｒｙ 家族就包含约 ３００ 个成员

(Ｃｒｉｃｋｍｏｒ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针对苹果蠹蛾ꎬ研究人员

已筛选出比商业 Ｂｔ 制剂活性高 ２４ 倍的新 Ｂｔ 菌株

ＭＰＵ Ｂ６３ꎬ并有望开发为新的生物源农药(Ｋｏｎｅｃｋ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Ｂｔ 在营养期生长阶段开始分泌的营

养期杀虫蛋白(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Ｖｉｐ)
虽然不形成蛋白晶体ꎬ但为另一种重要的杀虫因

子ꎮ Ｂａｒａｎ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究表明ꎬＶｉｐ３ 家族蛋白

对鳞翅目害虫苹果蠹蛾、欧洲松毛虫 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ｕｓ
ｐｉｎｉ Ｌ.、甜菜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ｅｘｉｇｕａ Ｈüｂｎｅｒ 均具有

很高毒性ꎬ这将为 Ｂｔ 菌的筛选利用提供新的参考依

据ꎬ并为转基因作物提供新的抗虫基因ꎮ Ｂｔ 是以胃

毒方式发挥作用且田间持久性低ꎬ而苹果蠹蛾以幼

虫蛀果危害ꎬ因此ꎬ在田间应用中 Ｂｔ 防效往往低于兼

具触杀活性的其他农药ꎮ 为此ꎬ在苹果蠹蛾卵到幼

虫蛀果前期喷施 Ｂｔ 将可最大限度发挥其防治效果ꎮ

２.４　 病原真菌

昆虫病原真菌可以直接穿透寄主体壁进行侵

染并最终导致寄主死亡ꎮ 在德国ꎬ１９５５ ~ ２０１２ 年对

２０５５０ 头苹果蠹蛾幼虫自然发病情况的调查表明ꎬ
白僵菌 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 ｂａｓｓｉａｎａ 是其最主要的病原真菌ꎬ
病死幼虫身体僵硬呈粉红或棕红色ꎬ发病率达 ３２％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而早期试验表明ꎬ

Ｂ.ｂａｓｓｉａｎａ对苹果蠹蛾的防效并不理想ꎬ每树喷雾 ６
×１０９ 个孢子才能达到 ５０％的防效( Ｆｅｒｒ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７８)ꎮ 因此ꎬ目前很少有直接用白僵菌防治苹果

蠹蛾的报道ꎮ

２.５　 微孢子虫

微孢子虫(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ｉｄａ)是一类在专性细胞内

寄生的单细胞真核生物ꎬ系统发育研究表明ꎬ其进

化上应归于真菌界(Ｈｉｒｔ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ꎮ 在苹果蠹蛾

幼虫、蛹及成虫体内均发现有微孢子虫 Ｎｏｓｅｍａ
ｃａｒｐｏｃａｐｓａｅ 的寄生ꎬ其发生率能达到 ５７.３％ꎬ还会影

响虫体产卵量及孵化率(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对于微孢子虫杀虫剂ꎬ我国仅在蝗虫防治中有所应

用(洪军等ꎬ２０１４)ꎮ 实现微孢子虫广泛应用还需解

决其寄主饲养、扩繁效率、杀虫效率、环境适应性等

问题ꎮ

３　 植物体农药
植物体农药是具有防治农业有害生物功能的

活体植物ꎬ特指抗有害生物或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

物(张兴ꎬ２０１０)ꎮ 早在 １９８６ 年ꎬ孟山都公司的抗虫

棉、抗虫玉米、抗虫大豆和抗草甘膦玉米就获得美

国 ＥＰＡ 批准进行环境释放试验ꎬ１９９４ 年批准商品

化生产并将转基因生物列入农药范畴 (张兴等ꎬ
２００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

经达到 １. ７５ 亿 ｈｍ２ꎬ并且以每年 ３％的比例增长

(Ｊａｍｅｓꎬ２０１３)ꎮ 另外ꎬ转基因树木也有至少 １５ 种

进行了田间试验ꎬ其中转 Ｂｔ 欧洲黑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
种植面积就达 ４５０ ｈｍ２(胡建军等ꎬ２０１０)ꎮ 目前ꎬ导
入苹果的外源抗虫基因有 ＣｐＴＩ、Ｂｔ、生物素绑定蛋

白基因等(李玉生等ꎬ２０１１)ꎬ但尚无抗虫转基因苹

果进入市场ꎮ 虽然转基因植物仍然存在诸多争议ꎬ
但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ꎬ转基因抗虫果树研究将会

取得新的进展ꎮ

４　 动物源生物化学农药
性信息素是目前应用最多的生物化学农药ꎮ

利用苹果蠹蛾雌虫释放的性信息素对雄虫有引诱

作用的原理ꎬ把合成的性信息素通过载体(诱芯、发
散器)施于田间ꎬ用于诱捕或迷向干扰成虫正常交

配ꎬ进而达到控制害虫的目的ꎮ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已合成超过 ４０ 种性信息素ꎬ包括苹果蠹

蛾性信息素ꎬ(Ｅ８ꎬＥ１０) －十二碳二烯醇(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王安勇等(２００９) 研究了诱捕器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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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颜色和悬挂高度对苹果蠹蛾诱捕效果的影响ꎬ
结果表明ꎬ三角式和飞翼式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显著

优于水盆式和圆筒式ꎬ绿色显著优于粉红色和黑

色ꎬ但与红色、白色、黄色和蓝色之间差异不显著ꎬ
诱蛾量随诱捕器悬挂高度的增加而增大ꎮ 而将其

作为生物农药通过迷向(交配干扰)技术防治苹果

蠹蛾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才得以实现ꎬ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
世界范围针对苹果蠹蛾的交配干扰防治面积达 ２２
万 ｈｍ２(Ｍｉｌｌｅｒ ＆ Ｇｕｔꎬ２０１５)ꎮ 研究表明ꎬ在大面积

果园(１００ ｈｍ２ 以上)且苹果蠹蛾越冬幼虫密度低

于 １０００ 头ｈｍ－２时才适合使用该技术ꎬ同时需防

止邻近果园苹果蠹蛾的迁入(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近几年ꎬ在我国新疆开始尝试用性信息素诱捕和迷

向技术防治苹果蠹蛾ꎬ其中迷向防控能降低近一半

的蛀果率ꎬ但核心示范区蛀果率仍有 ２.８８％(王同

仁等ꎬ２０１４ꎻ 张煜等ꎬ２０１４)ꎮ 在田间应用中发现ꎬ
“吸引并移除(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ｅ)”技术比交配干

扰技术更能有效控制苹果蠹蛾种群(Ｒｅｉｎｋ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而性信息素与其他引诱物质(植物利它素、
醋酸) 的混合使用效果反而不如其单独使用

(Ｋｎ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目前的迷向防控技术还有待

改进ꎬ特别是性信息素的释放量ꎬ同时有必要与诱

捕监测、选择性使用杀虫剂或其他措施相结合ꎮ
利用昆虫或其他节肢动物产生的毒素或防卫

毒素进行苹果蠹蛾的防治并不多见ꎮ 最近研究表

明ꎬ芫菁科昆虫产生的斑蝥素对苹果蠹蛾具有杀虫

活性(ＬＣ５０ ＝ ０.０５７ ｍｇｍＬ－１)ꎬ并具有一定的田间

防效(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ｂ)ꎮ 活体试验表明ꎬ斑蝥素可

明显提升苹果蠹蛾幼虫谷胱甘肽转移酶活性ꎬ抑制

其多功能氧化酶和羧酸酯酶活性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ｂ)ꎮ 研究还发现ꎬ斑蝥素可明显抑制异源表达

的谷胱甘肽转移酶 ＣｐＧＳＴｄ１ 活性ꎬ其抑制中浓度

ＬＣ５０大于 ２ ｍｍｏｌＬ－１(Ｙ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５ａ)ꎮ 但

斑蝥素对苹果蠹蛾的杀虫效果还有待提高ꎬ且目前

尚无法实现斑蝥素的大量生产ꎬ因此制约了其推广

应用(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ｂ)ꎮ

５　 微生物源生物化学农药
微生物源生物化学农药包括抗生素类、毒蛋白

类、糖类等ꎮ 研究表明ꎬ一种植物内生真菌 Ｍｕｓ￣
ｃｏｄｏｒ ａｌｂｕｓ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 Ｘｙｌａｒｉａｌｅｓ)产生的挥发性

混合物可以用作熏蒸剂ꎬ对苹果蠹蛾幼虫及成虫都

有杀伤作用(Ｌａｃｅ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抗生素产品已成

为我国生物农药产业又一主体ꎬ其中具有杀虫活性

的农用抗生素如多杀菌素已用于苹果蠹蛾的防治

(Ａｒｔｈｕｒ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但抗生素的使用同样面临

抗性问题ꎬ已发现苹果蠹蛾对多杀菌素与谷硫磷可

以产生交互抗性(Ｒｅｙ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因此ꎬ如何

高效利用微生物源生物化学农药且延长其使用寿

命是其用于害虫防治的关键性问题ꎮ

６　 植物源生物化学农药
在植食性昆虫和植物协同进化过程中ꎬ植物通

过合成许多对植食昆虫具有毒性的次生代谢物质ꎬ
达到防御或降低植食性昆虫取食的目的ꎮ 目前ꎬ人
们基于植物毒素已经开发出众多植物源生物化学

农药ꎬ常见的有除虫菊素、苦参碱、苦皮藤素、鱼藤

酮、印楝素、黎芦碱、烟碱、雷公藤等ꎮ 这些化合物

已被注册并商品化ꎬ丰富了用于苹果蠹蛾防治的生

物农药种类ꎮ 已有植物源生物化学农药防治蛀果

害虫的报道ꎬ如 ０.６％苦参碱 ＡＳ 及 １.５％除虫菊素

ＥＷ 对于桃小食心虫 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 ｎｉ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ｌｓｉｎｇ￣
ｈａｍ 的防治效果为 ６０％ ~ ７０％(赵楠等ꎬ２０１４)ꎮ 而

最近ꎬ在对菊科蒿属 ５ 种植物的驱虫活性研究中发

现ꎬ藜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Ｌ.叶片粗提物对苹果

蠹蛾初孵幼虫的最低拒食浓度为 １ ｍｇｍＬ－１ꎬ是
α￣侧柏酮的 １ / １０(Ｃｒｅｅ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但由于其效

果还不够理想ꎬ在苹果蠹蛾防治中的应用仍属少见ꎮ

７　 结语
苹果蠹蛾是世界性重要果树害虫ꎬ对全球林果

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９)ꎮ 随

着人们对绿色植保、食品安全、生态调控治理等认

识和要求的不断提升ꎬ环境友好的防治方法将在苹

果蠹蛾综合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ꎮ 可用于

苹果蠹蛾防治的生物农药来源广泛、种类丰富且在

使用策略及防治时期上选择性强ꎻ但是ꎬ许多生物

源农药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不足ꎮ 因此ꎬ只有

坚持综合防治的方针才能有效控制该虫的危害和

扩散ꎮ 例如ꎬ在密切跟踪苹果蠹蛾田间发生情况的

同时ꎬ可在越冬代幼虫羽化时期进行交配干扰或不

育昆虫释放ꎬ在产卵期释放卵寄生蜂并喷雾病毒制

剂ꎬ之后交替喷雾病毒、多杀菌素、除虫菊素、昆虫

激素、Ｂｔ 等生物农药ꎻ对于老熟幼虫和越冬幼虫ꎬ可
结合果园灌水ꎬ喷洒病原线虫、白僵菌或释放幼虫

寄生蜂等加以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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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由于生物源农药的缓效性和持久性差ꎬ
加之成本投入高等问题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大

面积使用ꎮ 然而ꎬ随着有机农业的兴起、有机食品

需求的不断增加、新的生物杀虫剂的不断研发和科

学合理的运用ꎬ以生物农药为主ꎬ结合物理防治和

农业措施ꎬ适当使用化学杀虫剂的防治策略将会在

苹果蠹蛾治理中成为必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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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苹果蠹蛾生殖调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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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苹果蠹蛾是重要的果树害虫和检疫对象ꎮ 研究显示ꎬ苹果蠹蛾体内所含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属于具有诱导胞质不亲

和(ＣＩ)现象的 Ａ 组中 Ｄｏｒ 亚组ꎮ 本研究目的在于摸清苹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宿主的生殖调控是否具有诱导胞质不

亲和的功能ꎮ 【方法】通过饲喂抗生素消除苹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ꎬ比较感染与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苹果蠹蛾生态适合度

以及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感染对苹果蠹蛾生殖的影响ꎮ 【结果】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ꎬ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各虫态的发育历期、产卵量、孵
化率和蛹的存活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ꎻ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苹果蠹蛾成虫的寿命、产卵前期、平均产卵量和性别比例均无影响ꎮ 不

同处理苹果蠹蛾之间的杂交试验结果表明ꎬ４ 种杂交的苹果蠹蛾都能产卵ꎬ且卵可以正常孵化ꎮ 【结论与意义】在自然状态

下苹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不能诱导其宿主的胞质不亲和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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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生殖、雌性化和杀雄等ꎬ其中最常见的调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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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导致寄主杂交细胞质不亲和

现象在昆虫进化和分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ꎬ也
为通过遗传操纵的方法防治昆虫提供了新思路(董
鹏和王进军ꎬ２００６)ꎮ 近年来ꎬ我国在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

分布和检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ꎬ已在很多昆虫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３０６－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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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体内发现了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感染ꎬ并对其系统发

育进行了分析(甘波谊等ꎬ２００２ꎻ 苗慧等ꎬ２００６ꎻ 宋

社吾等ꎬ２００２ꎻ 王欢等ꎬ２００６)ꎮ 这些研究对全面掌

握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在我国昆虫中的感染情况以及分析其

对节肢动物生殖的影响奠定了基础ꎮ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原产于欧洲ꎬ是

我国重要的进境植物检疫性害虫ꎮ 目前ꎬ在我国新

疆全境ꎬ甘肃、内蒙古、宁夏、黑龙江和吉林等部分

地区发生ꎬ对我国东部苹果产业安全生产构成严重

威胁(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作者前期的研究显示:苹
果蠹蛾体内所含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与膜翅目细蜂科的锤

角细蜂 Ｔｒｉｃｈｏｐｒｉａ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 Ｐｅｒｋｉｎｓ) 所感染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冯宏祖等ꎬ２０１４)ꎬ
而锤角细蜂所含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属于具有诱导 ＣＩ 现

象的 Ａ 组中 Ｄｏｒ 亚组ꎮ 本研究目的在于摸清苹果

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宿主的生殖调控是否具有

诱导胞质不亲和的功能ꎬ以明确此共生细菌对苹果

蠹蛾的生殖调控产生的作用及影响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无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苹果蠹蛾品系的培育

苹果蠹蛾成虫饲喂 １.２ ~ ３.０ ｍｇｍＬ－１头孢氨

苄蜂蜜水溶液ꎬ幼虫饲喂含同样浓度抗生素的人工

饲料ꎬ在 ２５ ℃ 培养(ＲＨ:７５％ ±５％)ꎬ１６ ｈ 光 / ８ ｈ
暗ꎬ连续喂食 ３ 代ꎬ各代取 ２０ 头经 ＰＣＲ 检测(冯宏

祖等ꎬ２０１４)体内有无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存在ꎮ

１.２　 不同苹果蠹蛾品系杂交后的繁殖力、卵孵化

率和性别比例

将消除共生微生物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苹果蠹蛾进行

４ 组杂交试验(１.１ 结果表明ꎬ抗生素饲喂 ２ 代后已

检测不出该共生菌ꎬ杂交试验虫源为饲喂抗生素的

第 ３ 代苹果蠹蛾):♀ｗ－×♂ｗ－、♀ｗ－×♂ｗ＋、♀ｗ＋×♂ｗ－

和♀ｗ＋×♂ｗ＋ꎬ每个杂交组都配 ３０ 对刚羽化为成虫

的苹果蠹蛾ꎬ放入直径为 １０ ｃｍ 的无色塑料杯中进

行单对饲养ꎮ 饲养条件:温度为(２５±０.５) ℃、７５％
~８０％ ＲＨꎮ 观察记录不同杂交组的产卵量、卵孵

化率和性别比例ꎮ

１.３　 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的生态

适合度

在养虫笼内放入蜡纸并接入若干苹果蠹蛾成

虫ꎬ饲喂含抗生素的蜂蜜水溶液ꎬ在(２５±０.５) ℃、
７５％~８０％ ＲＨ 的条件下让其产卵ꎮ ２４ ｈ 后移去养

虫笼中的成虫ꎬ将粘附有卵的蜡纸剪成若干小片ꎬ
每一小片上只保存 １ 粒卵ꎬ置于直径为 １０ ｃｍ 的无

色塑料杯中进行单头饲养ꎻ卵孵化后ꎬ在杯中加入

少量的人工饲料(含抗生素)继续培养ꎬ羽化为成虫

后雌雄配对ꎬ雌虫产卵后ꎬ挑取一定数量的卵ꎬ继续

在相同条件下培养观察ꎮ 试验一直进行到第 １、２
代成虫全部死亡为止ꎮ 以共生有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苹果

蠹蛾为对照ꎬ在不含抗生素人工饲料上饲养ꎮ 每个

处理挑取卵 １３５ 头ꎬ重复 ３ 次ꎮ 观察记录各虫态的

发育历期、产卵量、孵化率、幼虫和蛹存活率及雌雄

寿命和性别比例ꎮ

１.４　 数据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按项目进行加权平均ꎬ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显著性测验及模型拟合等ꎬ并
组建实验种群生命表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苹果蠹蛾体内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消除

在蜂蜜水和人工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能去除苹

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ꎮ 苹果蠹蛾经抗生素处理

后ꎬＦ１ 代 ２０ 头中只有 ２ 头检测到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存

在ꎬ但 ＰＣＲ 电泳检测条带的亮度不及对照(即田间

自然种群)ꎬＦ２ 和 Ｆ３ 代没有扩增出相应的条带ꎬ表
明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已消除ꎮ

２.２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苹果蠹蛾生殖的影响

杂交试验结果(表 １)表明ꎬ４ 种杂交的苹果蠹

蛾都能产卵ꎬ且卵可以正常孵化ꎮ 根据细胞质不亲

和的理论ꎬ杂交♀ｗ－×♂ｗ＋
不能产卵或所产卵不能正

常孵化ꎬ说明苹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不能诱导

其宿主的细胞质不亲和现象ꎮ 在所有的杂交组合

中ꎬ当苹果蠹蛾雌雄个体同时共生有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时

产卵量最多(３１.６ 粒)ꎬ卵的孵化率最高(８４.７１％)ꎬ
产卵期最长(４.２ ｄ)ꎬ产卵前期最短(２.９ ｄ)ꎬ但与其

他组合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ꎬ说明当苹果蠹蛾

雌雄个体同时被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共生时才能达到产卵的

最优化ꎬ可能有利于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在该宿主种群的稳

定存在和传播ꎮ 而杂交组♀ｗ－×♂ｗ－
的产卵量、孵化

率最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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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感染对苹果蠹蛾生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产卵前期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ｄ)

产卵期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每雌平均产卵量(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ｅｒ ｆｅｍａｌｅ

孵化率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ｗ＋×♂ｗ＋ ２.９±０.７ ４.２±１.２ ３１.６±９.３ ８４.７１±３.３５
♀ｗ－×♂ｗ－ ３.２±０.９ ３.９±１.３ ２９.２±１０.２ ８２.９２±７.６１
♀ｗ－×♂ｗ＋ ３.１±０.７ ４.０±１.３ ２９.９±１０.６ ８３.７４±６.１９
♀ｗ＋×♂ｗ－ ３.０±０.６ ４.２±１.０ ３０.９±９.２ ８４.０９±９.０４

　 　 　 　 　 所有组合的处理数均为 ３０ 对ꎮ
　 　 　 Ｎ＝ ３０ ｆｏｒ ａｌ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　 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的生态

适合度

结果表明ꎬ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各虫态的发育历期、产卵量、孵化率和蛹的存活

率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ꎬ而幼虫存活率与对照差异

显著(表 ２)ꎮ 这主要是由于对照的人工饲料中没

有加抗生素ꎬ极易霉变ꎬ导致幼虫死亡率升高ꎮ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苹果蠹蛾的成虫寿命、产卵前期和性

别比例均无影响(表 ３)ꎮ

表 ２　 消除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后苹果蠹蛾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和存活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ａｆｔｅ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卵期
Ｅｇｇ ｓｔａｇｅ

(ｄ)

幼虫期
Ｌａｒｖ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ｄ)

蛹期
Ｐｕｐ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ｄ)

全世代
Ｔｏ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

每雌产卵量(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ｎｏ.ｅｇｇｓ / ｆｅｍａｌｅ)

孵化率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幼虫 Ｌａｒｖａ 蛹 Ｐｕｐａ

ＣＫ ４.８７±０.７６ａ ２２.０４±１.３３ａ １０.８５±１.２７ａ ３７.７４±３.３３ａ ２８.８０±９.２６ａ ５５.５３±１９.３３ａ ３６.６７±６.２２ｂ ８６.３６±７.３２ａ
Ｆ１ ５.１２±０.７３ａ ２３.０３±１.９８ａ １１.０６±１.４７ａ ３９.２１±４.２１ａ ２７.０７±１３.２３ａ ５８.８６±１０.７９ａ ５４.６７±６.４５ａ ８７.１０±６.０２ａ
Ｆ２ ５.０７±０.７９ａ ２２.４１±１.５０ａ １０.５５±０.９９ａ ３８.６６±３.５６ａ ２７.８０±９.９８ａ ６１.０５±１６.３９ａ ５６.６７±６.４０ａ ８５.２９±６.０７ａ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０.０５) .

表 ３　 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的
雌性比、寿命和产卵前期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ꎬ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ｎꎬ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ａｆｔｅ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卵前期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ｄ)

寿命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ｎ (ｄ)

雄虫 Ｍａｌｅ 雌虫 Ｆｅｍａｌｅ

雌性比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ＣＫ ２.４７±０.５２ １５.９３±２.８７ １６.５３±２.１３ ０.５４±０.０５
Ｆ１ ２.６７±１.８４ １６.２７±４.６７ １７.３３±３.３６ ０.５２±０.０５
Ｆ２ ２.３３±０.４９ １６.１３±２.２３ １７.８７±２.６７ ０.５３±０.０５

２.４　 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的种群

生命表

根据苹果蠹蛾种群的存活率和成虫繁殖力ꎬ分
别组建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的实验

种群特定年龄生命表(表 ４)ꎬ表中的起始卵数为假

定数ꎬ各发育阶段的存活率、雌成虫比例、单雌产卵

量均为实际观察值ꎮ 下代产卵量由起始数量、世代

存活率、雌性比和平均产卵量的乘积求得ꎬ种群趋

势指数是预计下代卵量与当代实际卵量的比值ꎮ
结果表明ꎬＣＫ、Ｆ１、Ｆ２ 代的种群趋势指数分别为

２.７３、３.７３、２.８９ꎬ均大于 １ꎬ表明下代种群数量都呈

增长趋势ꎮ 由于人工饲料饲养苹果蠹蛾中ꎬ产卵量

低、幼虫死亡率高(尤其是不加抗生素的对照)的问

题未得到解决ꎬ３ 个处理的种群趋势指数均比较小ꎮ
以净增殖率为指标ꎬ感染和未感染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苹

果蠹蛾种群的适合度无显著差异ꎮ

表 ４　 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的种群生命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ｆｒｏｍ Ｆ１ꎬ Ｆ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ＣＫ Ｆ１ Ｆ２

起始卵量(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ｏ. ｏｆ ｅｇｇ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幼虫存活率 Ｌａｒｖ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５５.５３ ５８.８６ ６１.０５
蛹存活率 Ｐｕｐ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２０.３６ ３０.４１ ３４.６０
成虫羽化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

１７.５８ ２６.４９ ２９.５１

雌成虫比例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０.５４ ０.５２ ０.５３
平均产卵量(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ｇｇｓ

２８.８０ ２７.０７ ２７.８０

预计下代卵量(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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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除具有调控宿

主生殖的作用外ꎬ对宿主适合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ꎬ但其能够在寄主种群中稳定遗传ꎬ更多地依赖

于其对寄主产生的生殖调控作用(潘雪红等ꎬ２００７ꎻ
杨克冬等ꎬ２００８ꎻ Ｓｅｒｂｕ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Ｗｅｒｒ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一些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品系能够提高节肢动物雌

性宿主的生殖力ꎬ而双翅目和膜翅目昆虫中的 Ｗｏｌ￣
ｂａｃｈｉａ 能够降低宿主的生命周期、存活率和运动能

力等(Ｆｒ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目前ꎬ昆虫等节肢动物受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感染后ꎬ是否存在 ＣＩ 现象、ＣＩ 产生的机

理等是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之一ꎮ 本研究

采用抗生素处理的方法去除了苹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ꎬ 进而研究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感染对苹果蠹蛾生

殖及适合度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经抗生素处理后ꎬ
Ｆ２ 和 Ｆ３ 代中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已清除ꎮ 消除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后苹果蠹蛾 Ｆ１、Ｆ２ 代各虫态的发育历期、产卵量、
孵化率和蛹的存活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ꎻ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苹果蠹蛾成虫寿命、产卵前期和性别比例均无影

响ꎮ 此外ꎬ４ 种杂交的苹果蠹蛾都能产卵ꎬ且卵可以

正常孵化ꎬ说明在自然状态下苹果蠹蛾体内的 Ｗｏｌ￣
ｂａｃｈｉａ 不能诱导其宿主的细胞质不亲和现象ꎮ 这

与同苹果蠹蛾具有亲缘关系的锤角细蜂受 Ｗｏｌｂａ￣
ｃｈｉａ 的影响截然不同ꎬ是否与苹果蠹蛾的生存环

境、共生菌消除方式有关ꎬ还需进一步研究ꎮ 同时ꎬ
本试验只对 ４ 组苹果蠹蛾每雌平均产卵量、孵化率

进行了统计分析ꎬ而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对苹果蠹蛾的影响是

否会在其继代中表现或累计表现ꎬ也需要进一步验

证ꎮ 既然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不能诱导苹果蠹蛾的细胞质不

亲和现象ꎬ那么其对苹果蠹蛾起何作用仍亟待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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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强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
田间防效方法的建立

樊江斌ꎬ 吴正伟ꎬ 刘国锋ꎬ 王　 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资源与害虫治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 【背景】苹果蠹蛾是危害苹果和梨等蔷薇科果实的世界性重要蛀果害虫之一ꎬ目前已侵入我国新疆、甘肃、黑龙江、宁
夏、内蒙古、吉林、辽宁等 ７ 省市ꎬ正在向苹果主产区扩散ꎬ严重威胁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ꎮ 欧美国家的田间应用证明ꎬＣｙ￣
ｐｏＧＶ 是防治苹果蠹蛾效果最佳的生防制剂ꎮ 研究开发本土 ＣｙｐｏＧＶ 商业化制剂ꎬ对保证我国苹果业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ꎮ
【方法】用室内和田间生测方法ꎬ在半人工饲料中添加被紫外线处理过的氧化铁和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混合悬液ꎬ其中氧化铁的添

加浓度分别为 ３、５、７、１０、１２ ｍｇｍＬ－１ꎬ并完成其对苹果蠹蛾初孵幼虫的生物测定ꎮ 【结果】在病毒悬液中添加 ７ ｍｇｍＬ－１

的氧化铁能显著提高 ＣｙｐｏＧＶ 在田间的活性和持久性ꎬ与未添加氧化铁处理相比较ꎬ初孵幼虫死亡率分别提高了 ５３.８８％和

９６.６４％ꎮ 【结论与意义】添加低剂量氧化铁ꎬ显著增强了 ＣｙｐｏＧＶ 对田间强日光、强紫外线的适应性ꎬ提高了该病毒在田间

的活性和持久性ꎬ说明氧化铁可作为商业化 ＣｙｐｏＧＶ 制剂的助剂ꎬ提高田间 ＣｙｐｏＧＶ 对苹果蠹蛾防治效果ꎮ 本研究为我国

ＣｙｐｏＧＶ 制剂生产过程中添加助剂提供了依据ꎮ
关键词: 氧化铁ꎻ ＵＶꎻ 生物测定ꎻ 存活率ꎻ 增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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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２Ｏ３ ｉｎ ｂｏｔｈ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ｏｎｇ ＵＶ ａｎｄ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ꎬ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５３.８８％ ａｎｄ ９６.６４％ꎬ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ｖｉｒ￣
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ｗｅ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ｏｆ Ｆｅ２Ｏ３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ｗａｓ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ｆｏｒ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２Ｏ３ꎻ ＵＶꎻ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ꎻ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ꎻ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是世界范围内

苹果和梨等蔷薇科果树的重要害虫之一ꎬ是我国重

要的入侵生物和检疫害虫(杜磊等ꎬ２０１２ꎻ 努尔古

丽马坎等ꎬ２０１４ꎻ Ｇａｒｃｚｙ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１９５３ 年在我国新疆库尔勒首次发现

苹果蠹蛾ꎬ其初孵幼虫蛀入果实内部为害直至老熟

幼虫脱果ꎬ以老熟幼虫在树皮裂缝等隐蔽处越冬ꎬ
对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徐婧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学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３１０－３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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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新疆、甘肃)和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蔓
延至苹果适生区和主产区ꎬ对这些地区的苹果产量

和品质构成严重威胁(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由于化学药剂防治带来的抗药性、环境污染及

农药残留问题ꎬ应用赤眼蜂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 ｃｈｉｌｏｎｉｓ
Ｉｓｈｉｉ(王兰等ꎬ２０１１ꎻ Ｓｔｅｆ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斯氏科线虫

Ｓｔｅｉｎｅｒｎｅｍａ ｃａｒｐｏｃａｐｓａｅ ( Ｗｅｉｓｅｒ ) ( Ｌａｃ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苏云金芽胞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 (Ｂｅｒ￣
ｌｉｎｅｒ)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ｖｉｒｕｓꎬＣｙｐｏＧＶ) (Ｂｅｒ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等生物防治技术控

制苹果蠹蛾发展迅速ꎮ 在欧美等地已有 １０ 种苹果

蠹蛾颗粒体病毒制剂(ＳＡＮ ４０６、Ｖｉｒｏｓｏｆｔ、Ｃａｒｐｏｖｉｒｕ￣
ｓｉｎｅＴＭ ｅｖｏ２、Ｃａｒｐ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ｅＴＭ ２０００、ＣＹＤ￣ＸＨＰ、Ｍａ￣
ｄｅｘＴＭ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ａｎｕｐｏｍＴＭ、 Ｃａｒｐ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ｅＴＭ、
Ｃｙｄ￣ＸＴＭ、Ｖｉｒｏｓｏｆｔ ＣＰ４ 等) 被登记 (南宫自艳等ꎬ
２０１４ꎻ Ｌａｃｅｙ ＆ Ａｒｔｈｕｒｓꎬ２００５)ꎮ 我国利用 ＣｙｐｏＧＶ
防治苹果蠹蛾研究起步较晚ꎬ目前已分离到 Ｃｙ￣
ｐｏＧＶ￣ＺＹ、 ＣｙｐｏＧＶ￣ＣＪ０１、 ＣｙｐｏＧＶ￣ＫＳ１、 ＣｙｐｏＧＶ￣
ＫＳ２、ＣｙｐｏＧＶ￣Ｃ１ 等本土病毒株系ꎬ并完成了室内毒

力及田间防治效果试验(甘恩宇等ꎬ２０１１ꎻ申建茹

等ꎬ２０１２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２０１３ 年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张
掖株)病毒杀虫剂制剂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
利号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３６３１.９)ꎮ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 Ｃｙ￣
ｐｏＧＶ 商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ꎮ

昆虫杆状病毒进入昆虫体内后ꎬ通常需要 ７ ~
１０ ｄ 才能杀死寄主ꎬ添加助剂可提高其田间防效和

持久性ꎮ 研究证实ꎬ添加几丁质酶和 ＢｔＣｒｙ１Ａｂ 毒

素蛋白能分别缩短 ＬＴ５０和 ＬＴ９０(刘强等ꎬ２０１０ꎻ 吕婷

婷等ꎬ２０１３)ꎻ氧化铁(黑色)和增白剂能提高其他昆

虫杆状病毒的紫外线耐受性(Ａｓａｎｏꎬ２００５ꎻ Ｄｏｕｇｈ￣
ｅｒｔｙ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６)ꎻ添加紫外线保护剂二氧化钛和氧

化锌能提高 ＣｏｐｙＧＶ 对紫外线的抵抗力(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本研究利用氧化铁作为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在田

间的保护增效剂ꎬ研究其对病毒毒力和活性的影

响ꎬ为开发新型商业化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制剂及其田间

应用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苹果蠹蛾为本试验在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建立的室内种群ꎬ已连续饲养 ２０ 多代ꎮ 先收集虫

卵ꎬ进入黑头期后用 ＮａＣｌＯ 表面消毒ꎬ选择孵化 ８~
１２ ｈ 的幼虫为供试虫源ꎮ 试虫饲养条件参数:(２５±
０.５ )℃、ＲＨ(６０±７)％、１６ ｈ ∶ ８ ｈ(Ｌ ∶ Ｄ)ꎬ幼虫取

食的半人工饲料参照樊江斌等(２０１５)方法制备ꎮ

１.２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及氧化铁

苹果蠹蛾颗粒体病毒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分子病毒学实验室保存ꎬ在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扩繁并纯化ꎬ制成浓度 １×
１０１０ ＯＢｓｍＬ－１ꎬ４ ℃保存ꎮ 氧化铁购自天津市东

丽区天大化学试剂厂ꎮ

１.３　 试验方法

微量氧化铁 １５ ｍｇｍＬ－１饲喂试虫ꎬ将 ２ μＬ 该

化合物添加到体积约 ４.５ ｍｍ３ 的饲料块内ꎬ待初孵

幼虫取食完全后更换新饲料块ꎮ 测定 ３０ 头ꎬ供试

幼虫均未中毒死亡ꎬ表明低剂量氧化铁对苹果蠹蛾

初孵幼虫无明显毒性ꎮ 因此本试验选取氧化铁浓

度 ３~１２ ｍｇｍＬ－１ꎮ 设置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和蒸馏水 ２
个对照ꎮ
１.３.１　 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保护增效作用的室内

生测　 配制 １×１０４ ＯＢｓｍＬ－１的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与不同浓度的氧化铁混匀液ꎬ氧化铁终浓

度分别为 ３、５、７、１０、１２ ｍｇｍＬ－１ꎮ 病毒混合液在

小培养皿中避光自然晾干ꎬ然后将其置于 ＵＶＢ 紫

外灯管(４０ Ｗ)下照射 ４ ｈꎬ再加入等体积蒸馏水ꎮ
以未添加氧化铁的病毒为对照ꎮ 滴加 ２ μＬ 上述病

毒悬液至 ４. ５ ｍｍ３ 饲料块上ꎬ幼虫取食完饲料块

后ꎬ添加新鲜饲料ꎬ逐日记录死亡和存活虫数ꎬ直至

所有幼虫死亡或化蛹ꎮ 参照 Ｅｂｅｒ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计
算 ７ ｄ 内死亡率ꎬ按照 Ａｂｂｏｒｔ(１９８７)方法计算校正

死亡率ꎮ 每个处理 ３０ 头幼虫ꎬ３ 个重复ꎮ
１.３.２　 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保护增效作用的田间

试验 　 病毒强日照田间处理选择在我国日照强烈

的新疆地区进行ꎮ 向 １×１０６ ＯＢｓｍＬ－１的 ＣｙｐｏＧＶ
中添加氧化铁ꎬ制成氧化铁终浓度分别为 ３、５、７、
１０、１２ ｍｇｍＬ－１的混合液ꎮ 将混合液转移到培养

皿中自然晾干ꎬ然后移至新疆塔里木大学苹果园

中ꎬ选择强日照天气处理 ７ ｄ 后ꎬ用同体积蒸馏水重

悬浮病毒氧化铁混合液ꎮ 设置未添加氧化铁的日

光处理的病毒为对照ꎮ 毒力测定参照 １.３.１ꎮ

１.４　 数据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ＳＰＳＳ ＩｎｃꎬＵＳＡ)进行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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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ꎬ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多重比较分析不同处理间的差

异显著性ꎮ 采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 绘图软件做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的室内保护增效作用

室内生测结果表明ꎬ添加不同浓度氧化铁的病

毒经 ＵＶＢ 处理 ４ ｈ 后ꎬ对苹果蠹蛾初孵幼虫的死亡

率明显高于未添加氧化铁的对照组ꎬ差异极显著

(Ｆ５ꎬ１２ ＝ ２２.２４ꎬＰ<０.０１)(图 １Ａ)ꎮ 当氧化铁浓度为

７ ｍｇｍＬ－１时ꎬ幼虫死亡率最高(７０.７７％)ꎬ与氧化

铁浓度 ５ ｍｇｍＬ－１ 相比ꎬ幼虫死亡率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ꎬ但比未添加病毒的处理增加了 ５３.８８％ꎮ
ＵＶＢ 照射病毒后幼虫存活率 ５３.３３％(图 １Ｂ)ꎬ添加

５ ｍｇｍＬ－１氧化铁后再被 ＵＶＢ 照射ꎬ幼虫存活率

降至 ３３.３３％ꎬ而未被 ＵＶＢ 照射的对照组幼虫存活

率仅为 １３.３３％ꎬ表明低剂量氧化铁能帮助病毒抵

抗 ＵＶＢ 伤害ꎬ进而提高其对宿主昆虫的毒力ꎮ

图 １　 不同浓度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的增效作用(室内)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ｖｉｒｕｓ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２Ｏ３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柱状图上的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经 Ｄｕｎｃａｎ 氏多重比较在 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Ｂ:氧化铁(５ ｍｇｍＬ－１)作为 ＣｙｐｏＧＶ

(１×１０４ ＯＢｓｍＬ－１)的 ＵＶＢ 保护剂对初孵幼虫存活率的影响ꎬ对照处理的幼虫 ８８.８９％在孵化后 １５ ｄ 开始化蛹ꎮ
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 ｇｒａｐ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Ｂ: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１×１０４ ＯＢｓｍＬ－１)ｕｓｉｎｇ Ｆｅ２Ｏ３(５ ｍｇｍＬ－１)

ａｓ ＵＶＢ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８８.８９％ ｌａｒｖａｅ ｐｕ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２　 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的田间保护增效作用

昆虫病毒制剂在田间应用过程中ꎬ强紫外线容

易杀死病毒ꎬ减弱病毒制剂在田间的防治效果ꎮ 图

２ 表明添加氧化铁的病毒经强日照处理ꎬ对苹果蠹

蛾初孵幼虫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未添加氧化铁的对

照组ꎬ并随着氧化铁浓度增加ꎬ差异极显著(Ｆ５ꎬ１２ ＝
３６.２３ꎬＰ<０.０１)ꎬ表明添加氧化铁能提高病毒对强

日照环境的抵抗力及田间持久性ꎮ 向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添加氧化铁终浓度 ７ ｍｇｍＬ－１ꎬ初孵幼虫死亡率

７０.７７％ꎬ比对照提高了 ９６.６４％ꎮ

３　 讨论
昆虫杆状病毒具有寄主专化性和非靶标生物

安全的特点ꎬ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害虫防治ꎮ 但病毒

离开活体寄主ꎬ其活性在外界环境中受到多种非生

物因子的影响ꎮ

图 ２　 不同浓度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ＺＹ 的

增效作用(田间)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ｇｒａｎｕｌｏｖｉｒｕｓ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２Ｏ３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ｅｓｓａｙ
柱状图上的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经 Ｄｕｎｃａｎ 氏多重比较

在 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 ｇｒａｐ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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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线(ＵＶ)是一种严重影响核型多角体病毒

(Ｎｕｃｌｅｏ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ｏｖｉｒｕｓꎬＮＰＶ)和颗粒体病毒(Ｇｒａｎｕ￣
ｌｏｓｉｓ ｖｉｒｕｓꎬＧＶ)活性和持久性的非生物因素之一ꎮ
通过添加吸收剂和反射剂等紫外线保护剂ꎬ能够阻

止 ＵＶ 到达病毒体上ꎬ减弱 ＵＶ 对病毒造成的伤害

(Ｗ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Ｊａｑｕｅｓ(１９７１)验证了 ２９ 种物质

都可作为粉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的 ＵＶ 保护剂ꎮ
室内研究表明ꎬＵＶ 造成 ＣｙｐｏＧＶ 失活是一个

双峰曲线ꎬ大部分(约 ９９％)病毒很快失去活性ꎬ而
少部分表现为持久活性(Ｈｕｂｅｒ ＆ Ｌｕｅｄｃｋｅꎬ１９９６)ꎮ
二氧化钛和氧化铁能增强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ｚｅａ ＮＰＶ 及

Ｈｏｍｏｎａ ｍａｇｎａｎｉｍａ ＧＶ 在 ＵＶ 下的稳定性ꎬ从而提

高病毒活性和持久性(Ａｓａｎｏꎬ２００５ꎻ Ｆａｒｒ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病毒生测试验结果证明ꎬＵＶ 处理时添加 １
~４ ｍｇｍＬ－１氧化铁ꎬ能够减少 １ / ６ ~ １ / １８ 的病毒

失活(Ａｓａｎｏꎬ２００５)ꎮ 本研究中ꎬ未添加氧化铁保护

剂的 ＣｙｐｏＧＶ 被 ＵＶＢ 照射后ꎬ幼虫存活率 ５３.３３％ꎬ
而添加 ５ ｍｇｍＬ－１氧化铁的 ＣｙｐｏＧＶꎬ ＵＶＢ 再处理

时ꎬ幼虫存活率降低至 ３３.３３％ꎮ 田间应用表明ꎬ喷
雾 ３ ｄ 后 ＣｙｐｏＧＶ 感染活性减半ꎬ而在 ４ ~ ８ 周后部

分 ＣｙｐｏＧＶ 仍持有感染活性(Ｇｌｅｎ ＆ Ｐａｙｎｅꎬ１９８４)ꎮ
添加木质素、二氧化钛和蔗糖的 ＣｙｐｏＧＶ 制剂比商

业化添加甘油的 ＣｙｐｏＧＶ 制剂(Ｃｙｄ￣Ｘ)ꎬ能够保护

病毒免受紫外线伤害ꎬ使苹果蠹蛾的死亡率提高

２６％~２７％(Ａｒｔｈｕｒ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本研究通过室内

和田间生测ꎬ表明添加氧化铁可提高 ＣｙｐｏＧＶ 对

ＵＶＢ 抵抗力ꎮ 随着氧化铁浓度增加ꎬ幼虫死亡率先

升后降ꎬ可能是因为高浓度氧化铁影响病毒入侵昆

虫中肠细胞ꎮ 当氧化铁浓度为 ７ ｍｇｍＬ－１时ꎬ显著

增强了 ＣｙｐｏＧＶ 的活性和持久性ꎻ初孵幼虫存活率

曲线也证明氧化铁对 ＣｙｐｏＧＶ 具有保护作用ꎬ它能

减弱 ＵＶ 对病毒的损害ꎬ提高 ＣｙｐｏＧＶ 的防治效果ꎮ
研究表明ꎬ氧化铁可作为 ＣｙｐｏＧＶ 的添加剂ꎬ增强

ＣｙｐｏＧＶ 对苹果蠹蛾的田间防治效果ꎬ这为我国 Ｃｙ￣
ｐｏＧＶ 制剂本土化生产提供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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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型迷向剂处理对苹果蠹蛾
控制效果比较

陈汉杰１∗ꎬ 曹川建２ꎬ 雷银山３ꎬ 唐　 杰２ꎬ 蒲振兴３ꎬ 张金勇１ꎬ 涂洪涛１ꎬ 李晓龙４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ꎬ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９ꎻ ２宁夏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ꎬ
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０２ꎻ ３宁夏中卫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ꎬ宁夏 中卫 ７５５０００ꎻ

４宁夏农林科学院种质资源研究所ꎬ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０２

摘要: 【背景】苹果蠹蛾是我国重要的检疫性害虫ꎬ目前从新疆迅速向东部扩散ꎮ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胶条迷向剂对防控苹

果蠹蛾高效、安全ꎬ但成本较高ꎮ 【方法】２０１３ 年在宁夏中卫市常乐镇马路滩村果园使用 ３ 种不同剂型的迷向剂对苹果蠹

蛾进行了防治试验ꎬ每个处理果园面积 ３.３ ｈｍ２ꎬ分别使用性诱剂处理后ꎬ用诱捕器监测处理后的诱蛾量ꎬ在生长期调查果

实为害率ꎬ比较防治效果ꎮ 【结果】通过整个生长季诱捕器监测ꎬ悬挂点以 ９００ 个ｈｍ－２双层处理ꎬ胶条迷向剂在开花前处

理 １ 次ꎬ整个生长季处理区中心部位没有监测到苹果蠹蛾成虫ꎻ透明塑管迷向剂分别在开花前和 ６ 月底处理 ２ 次ꎬ整个生长

季中心部位平均每个诱捕器诱到 ３.３ 头雄蛾ꎻ膏体迷向剂分别在开花前和 ６ 月底处理 ２ 次ꎬ整个生长季中心部位平均每个

诱捕器诱到 １２ 头雄蛾ꎮ 在 ６ 月下旬和果实采收前进行果实为害率调查ꎬ胶条迷向剂区平均蛀果率分别为 ０ 和 ０.５６％ꎬ透明

塑管迷向剂区蛀果率分别为 ０.８９％和 １.３８％ꎬ膏体迷向剂处理区蛀果率分别为 ０.７９％和 １.３８％ꎮ 常规农药防治区 ２ 个时期

蛀果率分别为 １.４４％和 ３.１３％ꎮ 【结论与意义】综合考虑防治效果和使用成本ꎬ在虫口密度高、效益高的果园可以使用胶条

迷向剂ꎬ膏体迷向剂和透明塑管迷向剂只有在虫口密度较低的情况下使用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昆虫性诱剂ꎻ 迷向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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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ｓｅｒ ｐｌｏ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ｔｉｅｓ ｐｌｏｔｓ.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０ ａｎｄ ０.５６％ ｉｎ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ｔｉｅｓ ｐｌｏ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Ｊｕ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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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０.８９％ ａｎｄ １.３８％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ｅ ｐｌｏｔꎬ ０.７９％ ａｎｄ １.３８％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ｕｂｅｒ ｐｌｏ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１.４４％ ａｎｄ ３.１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ｏ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ｐｅ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ｈｉｇｈꎬ 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ꎬ ｔｈｅ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ｔｉｅ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ｕｂｅｒ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ｅ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ꎻ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ꎻ ｍ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Ｌ.)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
ｄｏｐｔｅｒａ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小卷蛾亚科 Ｏｌｅｔｈｒｅｕｔｉｄ￣
ａｅꎬ俗称苹果小卷蛾ꎬ主要危害仁果类和核果类水

果ꎬ寄主包括苹果、梨、杏、桃、山楂和板栗等ꎬ可严

重降低果实品质并造成大量落果(蔡青年和张青

文ꎬ２００５)ꎮ 该虫为我国重要检疫性害虫ꎬ除了日

本、朝鲜半岛和我国大部分地区外ꎬ广泛分布于世

界上苹果和梨产地(林伟等ꎬ１９９６ꎻ 全国苹果蠹蛾

研究协作组ꎬ１９９４)ꎮ 张学祖于 １９５３ 年首次在我国

新疆发现苹果蠹蛾ꎬ并于 １９５７ 年在国内做了首次

报道ꎬ是新疆自治区内危害最严重的一种果虫(张
学祖ꎬ１９５７)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苹果蠹蛾随游客携带

的果品传入甘肃省敦煌市(秦晓辉等ꎬ２００６)ꎬ然后

疫区面积迅速扩大ꎬ截至 ２００９ 年ꎬ该虫已从新疆扩

散到甘肃省兰州市、内蒙古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等 ５ 省区局部区域ꎬ苹
果蠹蛾疫情发生面积 ３２.９６ 万 ｈｍ２(王春林和王福

祥ꎬ２００９)ꎮ 随着各种贸易活动、果品调运、苗木种

子调运、旅游等活动的频繁ꎬ极大增加了苹果蠹蛾

传入苹果优势产区的风险ꎬ严重威胁我国水果生产

及贸易安全(史惠玲等ꎬ２００８)ꎮ
昆虫信息素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技术ꎬ

具有高效无毒、不伤害天敌、不污染环境等优点ꎮ
该项技术在国外得到广泛应用ꎬ国内对这一新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也很重视(翟小伟等ꎬ２００９)ꎮ 目前利

用信息素防治苹果蠹蛾主要通过监测(阿地力沙

塔尔等ꎬ２０１１ꎻ 翟小伟等ꎬ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ꎻ 张涛等ꎬ
２０１１ꎻ 张新平等ꎬ ２０１１)、诱杀 ( Ｃｈａｒｍｉｌｌｏ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ꎻ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ꎻ Ｌｏｓｅ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和
迷向(涂洪涛等ꎬ２０１０ꎻ Ｊｕｄｄ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７ꎻ ＭｃＤｏｎ￣
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２ꎻ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３)ꎮ 作者从

２００９ 年起ꎬ分别在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地使用高密

度胶条迷向剂进行了不同剂量、不同虫口密度下的

防治试验ꎬ在部分新侵入虫口密度低的果园获得了

铲除虫源的效果ꎮ 几年来经过试验示范ꎬ果农普遍

认识到迷向剂的防治效果良好ꎬ但使用成本高成为

大面积推广的障碍ꎮ 为降低防治成本ꎬ在 ２０１３ 年

对不同剂型的迷向剂防治效果、防治成本进行了试

验比较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苹果蠹蛾信息素高密度胶条迷向剂有效成分

含量 １６０ ｍｇ根－１ꎬ透明塑管迷向有效成分含量 ８０
ｍｇ根－１ꎬ膏体迷向剂有效成分含量 ５％ꎬ均为市售

产品(因比较不同公司产品效果ꎬ考虑对公司销售

影响ꎬ在此未注明公司名称)ꎬ监测诱捕器为三角形

粘胶诱捕器ꎬ市售ꎮ

１.２　 试验设计

１.２.１　 试验果园　 试验果园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常乐镇马路滩村果园ꎬ果园面积 ４１.３ ｈｍ２ꎬ
选择整齐方正的 １０ ｈｍ２ 作为试验区ꎬ果园树龄 ２０
年生ꎬ品种为富士、金冠、红星和秦冠混合栽植ꎬ树
冠高度平均 ７ ｍ 左右ꎬ果园管理一般ꎬ上一年苹果

蠹蛾蛀果率 ２％左右ꎮ
１.２.２　 试验处理　 将试验区域均等分 ３ 份作为处理

区ꎬ每个处理区面积约 ３.３ ｈｍ２(１６５ ｍ×２００ ｍ)ꎮ 根

据相关报道ꎬ当树体高大时ꎬ迷向剂采用双层处理会

提高防治效果ꎬ每个处理均采用 １ 行迷向剂挂在树

冠顶部以下 ０.５ ｍ 左右ꎬ邻行迷向剂挂在树冠中部 ３.
５ ｍ 枝条上的方式进行处理ꎬ悬挂 ９００ 个ｈｍ－２ꎮ 胶

条和透明塑管迷向剂用细铁丝制成环形悬挂ꎬ膏体

迷向剂由于难以直接涂抹在树冠顶部ꎬ采用装入塑

料小笼后再悬挂的方式ꎬ每点 １ ｇꎮ 胶条迷向剂在

开花初期悬挂 １ 次ꎬ透明塑管和膏体迷向剂分别在

开花初期、６ 月底悬挂 ２ 次ꎮ 在悬挂迷向剂的同时ꎬ
在处理区不同部位悬挂三角形粘胶监测诱捕器ꎬ每
周检查 １ 次诱蛾情况ꎬ间隔 １ 个月更换粘板和诱

芯ꎮ 统计监测结果以处理区中部 ３ 个监测诱捕器

诱蛾量为比较效果数据、边缘监测数据为参考ꎮ
在相隔 ２０００ ｍ 外果园设置对照区ꎬ对照区的

品种为富士、金冠、红星和秦冠混合栽植ꎬ树冠高度

平均 ７ ｍ 左右ꎬ面积大约 ５ ｈｍ２ꎬ喷药及管理措施与

处理区相同ꎬ设置 ３ 个监测诱捕器定期监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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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防治效果评价方法

１.３.１　 诱蛾量监测　 每个处理在中心区悬挂 ３ 个

三角式诱捕器监测田间的蛾量ꎬ每隔 ７ ｄ 调查 １ 次ꎬ
大约每月更换 １ 次诱芯和粘板ꎮ 统计平均每周单

个诱捕器的诱蛾量ꎬ比较不同处理区诱到雄蛾数量

变化ꎬ并统计处理期间平均每个监测诱捕器诱到的

雄蛾数量ꎮ
１.３.２　 蛀果率调查　 在 ６ 月下旬调查果实受害情

况ꎬ调查品种为苹果蠹蛾敏感品种金冠ꎬ每个处理

区在中心部位选取 ４ 个点ꎬ每个点选择 ２ ~ ４ 株树ꎬ
分别在树冠上部和下部共调查 ７００~８００ 个果实ꎬ检
查苹果蠹蛾蛀果个数ꎬ调查后进行迷向剂 ２ 次处

理ꎬ在果实成熟期再次调查蛀果率ꎬ每次每个处理

调查金冠和富士 ２ 个品种ꎬ每个品种树冠上下部位

分别调查果实 ８００ 个ꎬ计算防治效果ꎬ用方差分析

及邓肯氏新复全距法进行不同处理防治效果差异

比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诱蛾量监测结果

不同迷向剂剂型处理区诱蛾量结果见图 １(因
高密度胶条迷向剂表现出很好的防治效果ꎬ整个生

长季没有诱到苹果蠹蛾成虫ꎬ数据均为 ０ꎬ故图中没

有体现)ꎮ 在透明塑管和膏体迷向剂处理区ꎬ在越

冬代成虫发生期诱到一定数量成虫ꎬ越冬代成虫有

２ 个发生高峰期ꎬ分别在 ４ 月下旬和 ５ 月中旬ꎮ 在

７ 月上旬ꎬ迷向剂处理区出现第 １ 代成虫高峰期ꎬ随
后没有再监测到成虫ꎮ 在 ８ 月上中旬和 ９ 月中下

旬ꎬ在常规防治区有 ２ 个成虫发生高峰ꎮ 分析认为

在宁夏中卫果区苹果蠹蛾生长季有 ３ 个成虫发生

高峰ꎬ即苹果蠹蛾在该区域可以发生 ３ 代ꎮ

图 １　 迷向剂处理后性诱剂监测诱捕器诱蛾情况(２０１３ꎬ宁夏中卫)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ｍａｌｅｓ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ｒ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３ꎬ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２　 蛀果率调查结果

在 ６ 月下旬调查第 １ 代幼虫蛀果率(表 １)ꎮ 以

苹果蠹蛾敏感的金冠品种为调查对象ꎬ每个处理分

别在树冠上部和下部调查 ７００ 个果实ꎮ 胶条迷向

剂处理区在树冠上、下部均未发现蛀果为害ꎬ透明

塑管和膏体迷向剂区树冠上部蛀果率均为 １.５７％ꎬ
树冠下部仅在透明塑管处理区发现 １ 个蛀果ꎬ膏体

迷向剂区未查到蛀果ꎬ常规药剂防治区树冠上部蛀

果率 ２.８８％ꎬ下部 ０ꎬ说明在树冠高大的果园ꎬ苹果

蠹蛾主要在树冠上部为害ꎮ
在 ９ 月 ４ 日果实采收前调查(表 ２)ꎬ各个处理

区蛀果率均有上升ꎬ高密度胶条迷向区树冠上部平

均蛀果率 １.１３％ꎬ膏体迷向剂区蛀果率 ２.５１％ꎬ透明

胶管迷向剂区蛀果率 ２.１９％ꎬ常规防治区蛀果率

５.０１％ꎬ树冠下部为害率普遍较低ꎬ３ 个处理区的蛀

果率分别是 ０、０.２６％和 ０.５７％ꎬ常规防治区蛀果率

１.２５％ꎮ 这说明在树体高大的果园ꎬ经过双层迷向

剂处理ꎬ获得了良好效果ꎮ 而透明胶管迷向剂和膏

体迷向剂ꎬ在处理区中部都监测到成虫ꎬ在 ６ 月下

旬调查蛀果ꎬ各个区域在树冠下部基本没有发现蛀

果ꎬ而在树冠上部ꎬ都出现一定的苹果蠹蛾为害ꎬ和
常规防治区对比ꎬ为害率下降 ４５％左右ꎮ

７１３　 第 ４ 期 陈汉杰等:不同剂型迷向剂处理对苹果蠹蛾控制效果比较



表 １　 ３ 种迷向剂处理第 １ 代不同树冠部位蛀果率比较(２０１３ꎬ宁夏中卫)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ｏｔ (２０１３ꎬ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剂型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

树冠上部 Ｕｐｐｅｒ ｃａｎｏｐｙ

调查果数 (个)
Ｆｒｕ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蛀果数 (个)
Ｂｏｒ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蛀果率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ｒａｔｅ

(％)

树冠下部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ｎｏｐｙ

调查果数 (个)
Ｆｒｕ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蛀果数 (个)
Ｂｏｒ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蛀果率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ｒａｔｅ

(％)
高密度胶条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ｔｉｅｓ ７００ ０ ０.００ａ ７００ ０ ０.００ａ
膏体迷向剂 Ｐａｓｔｅ ７００ １１ １.５７ｂａ ７００ １ ０.１４ａ
透明胶管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ｕｂｅｒ ７００ １１ １.５７ｂ ７００ ０ ０.００ａ
常规防治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ａｙ ８００ ２３ ２.８８ｃ ８００ ０ ０.００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ꎮ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字母者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表 ２　 ３ 种迷向剂剂型处理采收前不同品种蛀果比较(２０１３ꎬ宁夏中卫)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ｆｒｕｉ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ｏｔ (２０１３ꎬ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剂型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

金冠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树冠上部 Ｕｐｐｅｒ

果数 (个)
Ｆｒｕ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虫果率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

树冠下部 Ｌｏｗｅｒ

果数 (个)
Ｆｒｕ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虫果率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

红富士 Ｆｕｊｉ

树冠上部 Ｕｐｐｅｒ

果数 (个)
Ｆｒｕ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虫果率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

树冠下部 Ｌｏｗｅｒ

果数 (个)
Ｆｒｕ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虫果率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

合计
(个)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
蛀果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

高密度胶条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ｔｉｅｓ

８００ １.２５ ８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８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０.５６ａ

膏体迷向剂
Ｐａｓｔｅ

８００ ２.１３ ８００ ０.３８ ８００ ２.８８ ８００ ０.１３ ３２００ １.３８ｂ

透明胶管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ｕｂｅｒ

８００ １.３８ ８００ ０.３８ ８００ ３.００ ８００ ０.７５ ３２００ １.３８ｂ

常规防治区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ａｙ

８００ ５.６３ ８００ １.２５ ８００ ４.３８ ８００ １.２５ ３２００ ３.１２５ｃ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ꎮ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字母者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３　 讨论
苹果蠹蛾迷向剂在国外得到普遍应用ꎬ但在我

国使用昆虫性信息素技术还处于试验、示范推广阶

段ꎮ 由于性信息素防治害虫的专一性ꎬ往往在使用

一种害虫迷向剂的情况下ꎬ还需要喷洒农药防治其

他害虫ꎬ增加了防治害虫成本ꎮ 如何降低使用成

本ꎬ是推广该项新技术的关键ꎮ 本试验中使用的胶

条迷向剂折合 ３０００ 元ｈｍ－２左右ꎬ膏体迷向剂成

本在 １５００ 元ｈｍ－２ 左右ꎬ透明塑管迷向剂折合

１２００ 元ｈｍ－２左右ꎬ从防治效果看ꎬ不同的剂型防

治效果存在差异ꎬ高密度胶条迷向剂效果好ꎬ但防

治成本高ꎬ透明塑管和膏体迷向剂效果差一些ꎬ但
成本较低ꎮ 这种效果差异受到多种因素影响ꎮ

性诱剂有效成分含量高低和释放速率是影响效

果的主要因素ꎮ 此外ꎬ防治效果的好坏和果园虫口

密度关系密切ꎬ当虫口密度低的情况下ꎬ迷向剂会表

现出良好的效果ꎬ当虫口密度高时ꎬ迷向剂效果相应

会下降ꎮ 同样的迷向剂田间使用时的使用方式对效

果影响也很大ꎮ 李晓龙等(２０１３)在试验梨小食心虫

迷向剂时ꎬ对比不同悬挂高度的效果差异ꎬ当树冠高

度在 ５ ｍ 左右时ꎬ迷向剂悬挂在 ３.５ ｍ 时比挂在 ２ ｍ
处效果明显提高ꎮ 当树冠高度在 ５ ｍ 以上时ꎬ分成

树冠中部和上部 ２ 层悬挂ꎬ可进一步提高效果ꎮ 从

本试验蛀果率调查结果看ꎬ苹果蠹蛾蛀果多数在树

冠上部ꎬ下部为害率较低ꎬ分析原因ꎬ一方面由于果

农喷洒药剂ꎬ下部容易着药ꎬ上部药剂难以均匀覆

盖ꎬ导致树冠上下部差异ꎬ另外ꎬ从苹果蠹蛾活动规律

看ꎬ在生长季苹果蠹蛾成虫喜欢在树冠上部活动ꎬ产卵

部位也多在树冠上部ꎬ因此ꎬ不但迷向剂要悬挂在树冠

上部ꎬ喷药时也要特别注意树冠上部喷洒均匀才能获

得良好的防治效果ꎮ 基于此种情况ꎬ生产中可以根据

防治需要选择不同的产品ꎬ在虫口密度高、对防治效果

要求高的果园ꎬ可以选用胶条迷向剂ꎬ膏体迷向剂和塑

管迷向剂只有在虫口密度较低的情况下使用ꎬ或者配

合使用农药将虫口密度压低才能发挥迷向剂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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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蠹蛾性信息素对梨小食心虫的诱集和迷向作用
朱虹昱１ꎬ２ꎬ３ꎬ 徐　 婧１ꎬ 张润志１ꎬ２∗

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院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ꎻ ２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ꎻ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 【背景】在中国ꎬ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经常混合发生ꎬ但有关苹果蠹蛾迷向设置对梨小食心虫影响的研究却较少ꎮ
【方法】在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同时发生的果园中设置 ２ 种迷向发散器ꎬ使用三角胶粘式信息素诱捕器监测 ２ 种昆虫的

发生动态ꎬ以观察苹果蠹蛾性信息素是否会对梨小食心虫产生诱捕效果或类似的迷向作用ꎮ 【结果】无论是否设置性信息

素迷向发散器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均能诱集到梨小食心虫的雄性成虫ꎮ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田间试验中ꎬ苹果蠹蛾性

信息素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的诱集量最多能达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捕器的 １.１ 倍ꎬ占 ２ 种诱捕器诱集总量的

５１.７％ꎮ 在设置性信息素迷向发散器的果园中ꎬ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的诱集量受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发散器的影响而下

降:相比无迷向设置的对照果园ꎬ同时设置 ２ 种昆虫迷向发散器的果园中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内的梨小食心虫雄性

成虫诱集总量最高下降了 ９０.９％ꎬ梨小食心虫自身性信息素诱捕器内的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诱集总量最高下降了 ９２.４％ꎻ
在仅设置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迷向发散器的果园中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内的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诱集总量最高下降

了 ８７.５％ꎬ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捕器内的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诱集总量最高下降了 ６０.６％ꎮ 【结论与意义】苹果蠹蛾迷

向发散器对于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存在“迷向”作用ꎮ 在 ２ 种害虫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使用 ２ 种迷向发散器ꎬ对于 ２ 种害虫

能够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ꎮ
关键词: 梨小食心虫ꎻ 苹果蠹蛾ꎻ 性信息素ꎻ 诱捕ꎻ 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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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小食心虫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 (Ｂｕｓｃｋ)原产于

我国西北部ꎬ但目前已和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一样成为世界性分布且同时危害核果和梨果

类果实的害虫(Ｒｉｃｅ ＆ Ｋｉｒｓｃｈꎬ１９９０ꎻ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
Ｖｉｃｋｅｒｓꎬ１９９１)ꎮ 这 ２ 种昆虫曾被归为同一属(Ｇｒａ￣
ｐｈｏｌｉｔａ 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ꎬ１８２９)ꎬ目前均归属于卷蛾科 Ｔｏｒ￣
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新小卷蛾亚科 Ｏｌｅｔｈｒｅｕｔｉｎａｅ 小食心虫族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ｉｎｉꎬ其进化关系非常接近ꎬ寄主非常类似

(张学祖ꎬ１９７３ꎻ Ｇｅｉｅｒꎬ１９６３ꎻ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 Ｖｉｃｋｅｒｓꎬ
１９９１ꎻ Ｗｅａｒｉｎｇ ＆ ＭｃＬａｒｅｎꎬ２００１)ꎮ

以性信息素为媒介的监测和防治手段ꎬ如诱捕

和迷向等ꎬ在蛾类害虫综合治理( ＩＰＭ)中已得到广

泛应用(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Ｒｉｅｄ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
报道ꎬ在桃园和苹果园中添加了苹果蠹蛾性信息素

的梨小食心虫诱捕器中的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诱

捕量分别是单独梨小诱芯诱捕数量的 １. ９ 和 ７. ２
倍ꎮ Ａｌｌｒｅｄ (１９９５)通过田间试验发现ꎬ在梨小食心

虫信息素中添加人工合成的苹果蠹蛾信息素后ꎬ梨
小食心虫雄性成虫诱集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ꎻ苹果

蠹蛾雌性成虫的存在也能提高梨小食心虫的诱集

量ꎬ但效果不及添加苹果蠹蛾性信息素ꎮ 风洞试验

结果表明ꎬ添加苹果蠹蛾合成性信息素的梨小食心

虫信息素能提高梨小食心虫振翅(Ｗｉｎｇ ｆａｎｎｉｎｇ)、
飞行(Ｆｌｉｇｈｔ)以及直接接触(Ｃｏｎｔａｃｔ)等交配行为反

应成虫的数量ꎬ且添加较低剂量效果更显著(Ａｌｌ￣
ｒｅｄꎬ１９９５)ꎮ Ｅｖｅｎｄｅｎ ＆ Ｍｃ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２００５)发现ꎬ
混合信息素成分能够同时诱集苹果蠹蛾和梨小食

心虫ꎬ增加苹果蠹蛾诱集量但降低梨小食心虫的诱

集量ꎻ同时ꎬ混合信息素成分能够增加梨小食心虫

的信息素接触行为反应比例ꎮ
多年来ꎬ使用迷向方法针对梨小食心虫进行的

防治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Ｃａｒｄé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７７ꎻ
Ｉｌ′ｉ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２００７ꎻ Ｖｉｃｋ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５)ꎬ但
有关苹果蠹蛾性信息素对于梨小食心虫诱捕量影

响的研究较少ꎮ 为此ꎬ本研究主要调查在设置 ２ 种

昆虫迷向发散器的果园中 ２ 种诱捕器对梨小食心

虫的诱捕数量ꎬ并探讨迷向设置对于防治效果的具

体影响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进行ꎬ试验地点位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甘肃省张掖市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卫市ꎬ共计 １８ 个处理区域(新疆 １３ 个、甘
肃 ３ 个、宁夏 ２ 个ꎻ表 １~２)ꎮ 其中包括 ５ 个设置对

照的迷向处理组(表 １)ꎬ剩余则为监测梨小食心虫

诱捕效果的处理(仅 ２００９ 年ꎻ表 ２)ꎮ

表 １　 迷向及诱捕器设置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Ｍ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ｐｓ ｓｅｔ￣ｕｐｓ ｆｏｒ ｔｒｉａｌ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处理组
Ｇｒｏｕｐ

目标生物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果园编号
Ｏｒｃｈａｒｄ

迷向 / 对照
ＭＤ / ＣＫ

面积
Ａｒｅａ (ｈｍ２)

发散器数量(个ｈｍ－２)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诱捕器数量(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ｐｓ

２００９ 新疆阿克苏 １ ＣＭ＋ＯＦＭ ＣＬ 迷向 ＭＤ１ ０.６４ ３８０ １２ / ９
Ａｋｅｓｕꎬ ＸＪ ＬＧ１ 对照 ＣＫ ０.６７ － ２０ / ２０

２ ＣＭ＋ＯＦＭ ＡＢ 迷向 ＭＤ２ ０.６７ ２７０ １２ / １０
ＷＤ 对照 ＣＫ ０.６０ － １０ / １０

３ ＣＭ＋ＯＦＭ ＴＧ１ 迷向 ＭＤ３ １.３３ ２５０ ６ / ６
ＴＧ１Ｃ 对照 ＣＫ ０.０７ － ５ / ５

２０１０ 甘肃张掖 ４ ＣＭ ＪＧＭ１ 迷向 ＭＤ４ １.２７ ６４７ １５ /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ｙｅꎬ ＧＳ ＣＭ＋ＯＦＭ ＪＧＭ２ 迷向 ＭＤ５ ２.１１ ６１２ ２２ / ２２

ＪＧＣ 对照 ＣＫ ０.３６ － ３ / ３
２０１１ 宁夏中卫 ５ ＣＭ ＳＣＭ 迷向 ＭＤ６ ２.６７ ６０２ ４５ / ４５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ꎬ ＮＸ ＳＣＣ 对照 ＣＫ １.００ － ８ / ８

　 　 ＣＭ 指苹果蠹蛾ꎬＯＦＭ 指梨小食心虫ꎮ∗该列中“ / ”前、后分别为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捕器的布设数量ꎮ
ＣＭ ｉｓ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ꎬ ＯＦＭ ｉｓ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ｒａ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 / "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ｔｒａｐ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ｒ ｍｏｔｈ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ｔｒａｐ.

１.２　 迷向设置

田间迷向处理使用了 ４ 种迷向发散器ꎮ 来自北

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３ 种发散器分别针

对苹果蠹蛾、梨小食心虫以及同时针对该 ２ 种昆虫ꎻ
来自深圳 Ｂｉｏｇｌｏｂａｌ 公司的一种发散器(Ｉｓｏｍａｔｅ￣Ｃ)则

１２３　 第 ４ 期 朱虹昱等:苹果蠹蛾性信息素对梨小食心虫的诱集和迷向作用



单独针对苹果蠹蛾ꎮ 前 ３ 种迷向发散器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应用于新疆、甘肃以及宁夏的试验果园ꎬ最后

一种则仅于 ２０１０ 年应用于甘肃的试验果园ꎮ

表 ２　 ２００９年梨小食心虫诱集监测区域设置(新疆阿克苏)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Ｍ ｓｅｔ￣ｕｐｓ ｉｎ ２００９ (Ａｋｅｓｕꎬ ＸＪ)

果园编号
Ｏｒｃｈａｒｄ

面积
Ａｒｅａ (ｈｍ２)

诱捕器数量(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ｐｓ

苹果蠹蛾 ＣＭ 梨小食心虫 ＯＦＭ

ＬＧ２ ０.４７ １０ １２
ＧＭ １.７３ ３ ３
ＹＬ １.４７ ４４ ４４
ＴＧ２ ０.５３ ４ ４
ＳＦ ２.６７ ２７ ２７
ＳＬ ０.６０ １６ １６
ＨＱ １.３３ ２６ ２６

１.３　 诱捕装置

性信息素诱捕器的作用有 ２ 个方面:(１)监测

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的发生动态ꎻ(２)验证迷向处

理对于梨小食心虫是否存在效果ꎮ
在所有区域内按照 １５ 个ｈｍ－２的密度悬挂载

有 ２ 种昆虫性信息素诱芯的三角胶粘式诱捕器(北
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诱捕器中设置的

中空反口橡皮塞诱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

制生产(国家专利公开号:ＣＮ２０１２１７２５７)ꎬ每个诱

芯含性信息素 １ ｍｇ(美国 ＢＲＩ 公司 Ｂｅｄｏｕｋｉａ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ꎮ 每周定期调查雄性成虫诱捕数量ꎬ并
定期维护ꎮ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诱捕数据计算单个诱捕器在整个生长季

内的平均净诱捕量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分析软件

中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及

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分析各处

理的平均净诱捕量ꎬ确定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性ꎮ
使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在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５ 时进

行分组比较检验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诱捕效果

在所有试验区域中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

平均诱集量占 ２ 种诱捕器总诱集量的 １６.３％ꎬ范围

为 ０.２％~５１.７％ꎮ ２００９ 年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

器中梨小食心虫的平均诱集比例为 ２.２％ꎬ范围为

０.２％~５.９％ꎻ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ꎬ平均诱集比例分别为

４.７％ 和 ４４. ０％ꎬ最高诱集比例分别达 １０. ４％ 和

５１.７％ꎮ 在迷向区域中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

中梨小食心虫的平均诱集比例为 ８. ９％ꎬ范围为

０.４％~ ３６.４％ꎻ在无迷向区域中ꎬ平均诱集比例为

７.８％(表 ３)ꎮ
梨小食心虫自身性信息素诱捕器内诱集到的

成虫数量占 ２ 种诱捕器总诱集量的平均比例为

８９.１％ꎬ最高甚至达到 ９９.８％(表 ３)ꎮ

表 ３　 苹果蠹蛾信息素诱捕器和梨小食心虫信息素
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的诱集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ｆｒｕｉｔ ｍｏｔｈ Ｇ. ｍｏｌｅｓｔａ
ｔｏ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ｖ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ｆｒｕｉｔ ｍｏｔｈ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年份　
Ｙｅａｒ　

果园编号
Ｏｒｃｈａｒｄ

平均诱捕量(头)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ＯＦＭ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Ｍ 诱捕器
Ｉｎ ＣＭ ｔｒａｐｓ

ＯＦＭ 诱捕器
Ｉｎ ＯＦＭ ｔｒａｐｓ

诱捕 ２００９ ＬＧ２ ０.４±０.１ａ ７.８±１.７ａ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ＧＭ ０.２±０.１ａ １０７.３±１６.６ｄ

ＹＬ ０.１±０.０ａ ４.０±１.４ａ
ＴＧ２ ２.８±１.３ｃ ４５.６±６.４ｂｃ
ＳＦ ０.１±０.０ａ ５.４±０.７ａ
ＳＬ ０.３±０.２ａ １３.０±１.９ａ
ＨＱ ０.１±０.０ａ ９.９±１.５ａ

迷向 ＭＤ１ ２００９ ＣＬ ０.０±０.０ａ ２.１±０.４ａ
对照 ＣＫ ＬＧ１ ０.２±０.１ａ ９.８±１.６ａ
迷向 ＭＤ２ ＡＢ ０.０±０.０ａ ０.５±０.１ａ
对照 ＣＫ ＷＤ ０.０±０.０ａ ６.９±１.３ａ
迷向 ＭＤ３ ＴＧ１ １.１±１.１ａｂ ２３.０±２１.２ａｂ
对照 ＣＫ ＴＧ１Ｃ １.０±０.４ａｂ ５５.２±１０.１ｃ
迷向 ＭＤ４ ２０１０ ＪＧＭ１ ０.０±０.０ａ ２.３±０.３ａ
迷向 ＭＤ５ ＪＧＭ２ ０.０±０.０ａ ０.２±０.１ａ
对照 ＣＫ ＪＧＣ ０.１±０.１ａ ２.２±０.３ａ
迷向 ＭＤ６ ２０１１ ＳＣＭ ０.４±０.１ａ ０.９±０.２ａ
对照 ＣＫ ＳＣＣ ２.０±０.４ａｂ ２.６±０.４ａ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字母者表示经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分析在
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ｐ<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２.２　 迷向对诱捕量的影响

２ 种昆虫性信息素诱捕器内梨小食心虫雄性成

虫的诱集数量会随迷向设置而降低(表 ３、图 １)ꎮ
在 ６ 个迷向区域中ꎬ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内梨

小食心虫的诱集数量最高降低了 ９０. ９％ ( ２００９
ＭＤ１ꎻ ｔ＝ －２.７８２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个迷向区域

的梨小食心虫诱集数量与对照区相比分别降低了

８７.５％ 和 ６８. ８％ ( ｔ１ ＝ － １. ３１７ꎬ Ｐ１ ＝ ０. １９５ꎻ ｔ２ ＝
－０.９９０ꎬ Ｐ２ ＝ ０.３２８)ꎮ ２０１１ 年迷向区域中的梨小食

心虫诱集数量与对照区相比降低了 ７８. ９％ ( ｔ ＝
－２.１０９ꎬ Ｐ＝ ０.０４２<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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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迷向与对照周平均梨小食心虫诱集量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ｅｋｌｙ ｌｕｒｅｄ ＯＦＭ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Ｄ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ＣＭ 诱捕器ꎻＢ:ＯＦＭ 诱捕器ꎮ
Ａ: ＣＭ ｔｒａｐｓꎻ Ｂ: ＯＦＭ ｔｒａｐｓ.

　 　 在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捕器内ꎬ梨小食心虫

雄性成虫的诱集数量由于迷向最高降低了 ９２.４％
(２００９ ＭＤ２ꎻ ｔ＝ －４.８６４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０１１ 年ꎬ苹果蠹

蛾单独性信息素迷向区域内梨小食心虫诱集数量

与对照区相比降低了 ６０.６％( ｔ＝ －１.５７２ꎬ Ｐ ＝ ０.１２４)
(表 ３、图 １)ꎮ

２.３　 总体诱捕量比较

将全部区域 ２ 种性信息素诱捕器的梨小食心

虫诱集数据进行总体 ＡＮＯＶＡ 比较ꎬ可以看出:(１)
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中ꎬ大多数区域内梨小食

心虫的诱集数量都相似ꎻ(２)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

诱捕器内ꎬ最高成虫诱集量发生在无迷向区域中ꎬ
迷向及对照区域仅有一组成虫诱集量显著高于其

他无迷向区域(表 ３)ꎮ 不同诱捕器间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在大多数处理区域内ꎬ２ 种诱捕器诱

集到的梨小食心虫数量有明显差异(表 ４)ꎮ

表 ４　 ２ 种诱捕器内梨小食心虫诱集数量的 ｔ 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ｕｒｅｄ ＯＦＭ ｉｎ ＣＭ ａｎｄ ＯＦＭ ｔｒａｐｓ

年份
Ｙｅａｒ

果园编号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ｔ 值
ｔ ｖａｌｕｅ

ｐ 值(双尾)
ｐ￣ｖａｌｕｅ (２￣ｔａｉｌｓ)

年份
Ｙｅａｒ

果园编号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ｔ 值
ｔ ｖａｌｕｅ

ｐ 值(双尾)
ｐ￣ｖａｌｕｅ (２￣ｔａｉｌｓ)

２００９ ＣＬ －５.０７５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９ ＳＦ －７.２３１ <０.００１
ＬＧ１ －５.８７０ <０.００１ ＳＬ －５.２５４ <０.００１
ＬＧ２ －４.３２２ <０.００１ ＨＱ －５.４１０ <０.００１
ＧＭ －６.４６５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 ＪＧＭ１ －７.１３２ <０.００１
ＹＬ －２.４９０ ０.０１７ ＪＧＭ２ －１.６０１ ０.１１７
ＡＢ －３.６１９ ０.００１ ＪＧＣ －６.１９５ <０.００１
ＷＤ －５.２６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１ ＳＣＭ －０.９２５ ０.３６１
ＴＧ１ －１.０３０ ０.３１６ ＳＣＣ ０.１３３ ０.８９５
ＴＧ１Ｃ －５.１２２ <０.００１
ＴＧ２ －５.８７６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结果说明

２００９ 年迷向设置区域 ＴＧ１ 的苹果蠹蛾性信息

素诱捕器内梨小食心虫诱捕量高于对照区域

(ＴＧ１Ｃ)ꎮ 其原因可能是该对照区本身不规则ꎬ是
围绕着 ＴＧ１ 果园外围分布的长条形区域ꎮ 由于迷

向的“边界效应”ꎬ在该区域中布设的 ２ 种性信息素

诱捕器会诱集到更多的梨小食心虫ꎮ
２０１０ 年苹果蠹蛾性信息素单独迷向区域

(ＪＧＭ１)内梨小食心虫诱捕器的梨小食心虫诱捕量

与对照区(ＪＧＣ)相似( ｔ ＝ ０.２１０ꎬ Ｐ ＝ ０.８３４)ꎮ 其原

因在于该区域仅设置了苹果蠹蛾的迷向剂而未设

置梨小食心虫的迷向剂ꎮ
另外ꎬ试验中观察到了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

捕器内诱集到苹果蠹蛾成虫的现象ꎬ但数量仅有

１ 头(ＳＣＭ)ꎮ 这说明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成分对于

苹果蠹蛾雄性成虫没有反向引诱作用ꎬ同时确定了

试验设置中不存在剂型之间的污染对结果的干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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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迷向设置前后的诱集数量变化

所有的迷向处理均进行了 ２ 次ꎬ以控制中后期

的蛀果危害ꎮ 在第 １ 次迷向设置之后梨小食心虫

雄性成虫虫口数量显著下降ꎮ 但如果果园本身虫

口密度较高ꎬ再加上生长季中后期的自然增高ꎬ那
么配合其他防治方法进行压制是必要的ꎬ这一观点

也被 Ｃａｒｄé ＆ Ｍｉｎｋｓ (１９９５)所确认ꎮ

３.３　 “异种”迷向的可能原因

Ｃａｒｄé ＆ Ｍｉｎｋｓ (１９９５)指出ꎬ迷向的机理可能

包括适应驯化、竞争吸引以及气味伪装(掩盖)等几

个类型ꎬ且该虫在接触其自身信息素气味的过程中

可能已发生了适应和驯化ꎮ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证

明了苹果蠹蛾迷向的完整过程包括性信息素迷向

制剂的竞争结合和对于雄性成虫的失活ꎬ并从信号

感受相关信号通路以及酶的相互作用方面进行了

确认ꎮ Ｂａｋｅｒ ＆ Ｃａｒｄé (１９７９)曾认为ꎬ梨小食心虫

是无法被高剂量的信息素所吸引的 ２ 种蛾类之一ꎮ
Ｓｔｅｌ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和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猜测ꎬ梨
小食心虫迷向并非由竞争吸引所导致ꎮ Ｒｅｉｎ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通过试验确认了梨小食心虫在高释放量

的发散器设置下ꎬ迷向机理并非竞争吸引ꎮ
苹果蠹蛾和梨小食心虫 ２ 种害虫信息素的主

要成分结构极其相似ꎬ主链碳原子数均为 １２ 个ꎬ均
属长链烷烃衍生物类ꎬ是结构较为简单的昆虫信息

素类型ꎮ 苹果蠹蛾信息素为共轭二烯醇ꎬ而梨小食

心虫信息素为单烯醇乙酸酯和单烯醇等ꎬ两者最主

要成分仅有一对共价双键和衍生化合物的末端基

团存在差别(Ｃａｒｄé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７９ꎻ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 Ｍｏｆ￣
ｆｉｔｔꎬ１９７４ꎻ Ｒｏｅｌｏｆｓ ＆ Ｃｏｍｅａｕꎬ１９６９ꎻ Ｒｏｅｌｏｆｓ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７１)ꎮ 很多研究证实ꎬ苹果蠹蛾次要性信息素成

分十二醇的微量添加能造成其较为明显的诱捕效

果差异(Ｅｉｎｈｏｒ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４、１９８６ꎻ Ｅｌ￣Ｓａｙｅｄ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９ꎻ Ｗｉｔｚｇ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因此ꎬ包括十二醇在

内的多个在 ２ 个物种间共享的次要信息素成分对

于梨小食心虫的诱集效果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ꎬ这
也是在两者共同危害的果园中同时进行迷向处理

时很可能发生的情况ꎮ
Ｂａｋｅｒ ＆ Ｃａｒｄé (１９７９)曾经通过试验得到ꎬ梨

小食心虫 ３ 种主要信息素成分 Ｚ￣８￣ｄｏｄｅｃｅｎｙｌ ａｃｅ￣
ｔａｔｅ、Ｅ￣８￣ｄｏｄｅｃｅ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和 Ｚ￣８￣ｄｏｄｅｃｅｎ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ꎬ其成虫的行为反应最为强烈ꎬ

高于任何 ２ 种成分的组合和单独的某种成分ꎮ 他

们指出ꎬ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梨小食心虫迷向效果ꎬ
那么仅仅使用标准浓度的高纯度合成信息素是不

够的ꎬ因为某一种组分含量的不同能够明显影响雄

性成虫的行为反应ꎮ Ｚ￣８￣ｄｏｄｅｃｅｎ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作为商

用梨小食心虫迷向制剂增效的重要添加成分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 Ｃａｒｄéꎬ１９８１)ꎬ在高剂量的条件下对于

梨小食心虫雄性成虫反而存在诱集抑制作用(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Ｒｉｅｄｌ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０ꎻ Ｒｏｅｌｏｆｓ ＆ Ｃａｒｄéꎬ
１９７４ꎻ Ｒｏｅｌｏｆｓ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７３)ꎮ

Ａｌｌｒｅｄ (１９９５)研究表明ꎬ添加苹果蠹蛾性信息

素主成分 ＥꎬＥ￣８ꎬ１０￣ｄｏ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１￣ｏｌ 的梨小食心虫

信息素对于梨小食心虫的触角电位反应明显不同

于单独使用其自身性信息素ꎮ 这说明梨小食心虫

诱集量升高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信号感受细胞和神

经通路被苹果蠹蛾性信息素所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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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本刊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２４ 卷第 ３ 期第 １２５~１２６ 页ꎬ由于我部统稿时的排版失误ꎬ误删了 ３.１ 节的内容ꎬ
现予以增补ꎬ具体如下:

３　 口岸检疫要点

３.１　 现场检疫要有针对性

柜装原木须卸货查验ꎬ在集装箱门口及地板仔细查找有无爬落的害虫ꎻ对原木的四周进行查看ꎬ注意

查找有无虫孔和虫害的痕迹ꎻ带皮的原木要扒开树皮检查是否有树皮小蠹、对原木木质部带有坑道及长有

真菌的ꎬ应注意检查有无食菌小蠹ꎻ截获的害虫和抽取的样本要及时送实验室检验ꎮ 对大宗散装入境原木

卸货要根据疫情风险来堆放ꎬ风险高的货要单独堆放ꎮ 欧洲、南美来的原木ꎬ在境外基本上是采用喷洒药

水的检疫处理方式ꎬ处理效果差ꎬ携带活虫几率很高ꎮ 而非洲来的原木ꎬ熏蒸处理效果较差ꎬ常携带林木害

虫ꎮ 这类风险高的货物不得与其他批次混放ꎬ堆垛高度不宜过高ꎬ防止需要熏蒸处理时再次进行移垛造成

费用、增加货主负担(洪树毅等ꎬ２０００)ꎮ

特此声明!

生物安全学报编辑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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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蠹蛾在中国的扩散与危害
徐　 婧１ꎬ 刘　 伟１ꎬ２ꎬ３ꎬ 刘　 慧４ꎬ 吴立峰４ꎬ 张润志１ꎬ２∗

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院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ꎻ ２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ꎻ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ꎻ ４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植物检疫处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摘要: 【背景】苹果蠹蛾原产于欧亚大陆ꎬ是世界著名的严重危害苹果生产的入侵害虫ꎬ也是中国的重要对外检疫性有害生

物ꎮ 【方法】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ꎬ并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使用标准性信息素诱芯对全国各苹果、梨主产区的苹果蠹蛾

发生情况进行系统监测ꎬ明确该虫在我国的分布现状及扩散历史ꎻ此外ꎬ使用特定公式对苹果蠹蛾在发生区造成的当前经

济损失和扩散完成后的潜在经济损失进行了系统评估ꎬ以明确该虫在我国的现有和潜在危害ꎮ 【结果】苹果蠹蛾于 １９５３ 年

首次在中国新疆被发现ꎬ目前在中国分布于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黑龙江、辽宁和吉林 ７ 省的 １４４ 个县(市、区、旗)ꎬ主
要集中分布在东经 ７４.５６° ~１０６.８°以及东经 １２０.０２° ~１３２.９５°ꎬ发生面积约 ４９４１０ ｈｍ２ꎻ经济损失评估结果显示ꎬ苹果蠹蛾导

致中国苹果和梨的潜在减产数量为 １８５.０１ 万和 ８１.３３ 万 ｔꎮ 【结论与意义】该虫已在中国形成东西 ２ 个分布区ꎬ对占据中国

苹果产量 ８０％的西北黄土高原(陕西为主)和渤海湾(山东、河北、辽宁为主)两大苹果主产区构成了严重威胁ꎬ须引起高度

重视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入侵生物ꎻ 中国ꎻ 分布ꎻ 扩散ꎻ 经济损失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ｎｇ ＸＵ１ꎬ Ｗｅｉ ＬＩＵ１ꎬ２ꎬ３ꎬ Ｈｕｉ ＬＩＵ４ꎬ Ｌｉ￣ｆｅｎｇ ＷＵ４ꎬ Ｒｕｎ￣ｚｈｉ ＺＨＡＮＧ１ꎬ２∗

１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Ｐｌ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ｏ￣Ｔｅｃ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ｏｍｅ ａｎｄ ｄｒｕｐｅ ｆｒｕ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ｎｓｅｃ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ｓ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ａｐ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ｌ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ｒｕｉ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５３. Ｂ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 ｔｈｉｓ ｐｅｓｔ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１４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Ｇａｎｓｕ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ꎬ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ꎬ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ｌ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７４.５６°Ｅ~１０６.８°Ｅ ａｎｄ １２０.０２°Ｅ~１３２.９５°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ｖｅｒ ４９４１０ ｈｍ２ .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ｌｏ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ｗｅｒｅ １８５０１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ａｎｄ ８１３３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ａ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ｎ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ｏｓｅ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Ｈｅｂｅｉꎬ ａｎｄ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ａｐｐ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８０％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ꎻ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ꎻ Ｃｈｉｎａ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ｓｐｒｅａｄ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４): ３２７－３３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是世界著名的入

侵性害虫ꎬ严重威胁温带地区仁果类(苹果、梨)和核

果类(杏、李、桃、油桃和樱桃)水果的生产ꎮ 该虫原

产于欧亚大陆南部地区ꎬ１９ 世纪后随苹果种植栽培

面积的扩大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扩散(Ｆｒａｎ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６ꎻ Ｓｈｅｌ′Ｄｅｓｈｏｖａꎬ１９６７)ꎮ 在欧亚

大陆ꎬ该虫已扩展到最初分布区以外的广阔地区ꎬ欧
洲的所有苹果种植国(Ｍｅｒａｎ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Ｓｈｅｌ′Ｄｅ￣
ｓｈｏｖａꎬ１９６７)和亚洲的中国(张学祖ꎬ１９５７)、哈萨克斯

坦(Ｓｕｇｏｎｙａｅｖꎬ２００９)、巴基斯坦(Ａｈｍａ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
伊朗(Ａｇｈｄａ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以色列(Ｒｅｕｖｅｎｙ ＆ Ｃｏ￣
ｈｅｎꎬ２００４)、叙利亚(Ｍａｎｓｏｕｒꎬ２００２)等国均有苹果蠹

蛾的发生ꎮ 在北美洲ꎬ苹果蠹蛾分布北界位于加拿

大南部ꎬ南界位于美国南部与墨西哥北部(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ꎻ Ｗｉｌ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ꎮ
在南半球ꎬ苹果蠹蛾在澳洲的澳大利亚 (Ｇｅｉｅｒꎬ
１９６３)、新西兰(Ｗｅａｒｉｎｇꎬ１９７９)ꎬ非洲的南非(Ｔ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ꎬ南美洲的阿根廷(Ｂｏｔｔｏ ＆ Ｇｌａｚꎬ２０１０)、乌
拉圭 (Ｎｕñｅｚ ＆ Ｓｃａｔｏｎｉꎬ２００１)、巴西 ( Ｋｏｖａｌｅｓｋｉ ＆
Ｍｕｍ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７)、智利 (Ｂａｓｏａｌｔ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秘鲁

(Ｗｉｌ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和哥伦比亚(Ｊｕｄｄ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７)等
国均有发生ꎮ

由于国际贸易和运输活动的日益增多ꎬ那些尚

无苹果蠹蛾发生的果树产区持续受到外界苹果蠹蛾

传入压力的影响ꎮ １９９１ 年ꎬ巴西首次监测到苹果蠹

蛾的地点为瓦卡里亚ꎬ它是巴西第二大苹果产区ꎬ其
与重要港口城市阿雷格里港相距不足 ２００ ｋｍ
(Ｋｏｖａｌｅｓｋｉ ＆ Ｍｕｍ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７)ꎮ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９ 年ꎬ美国

加州出口到日本和韩国的樱桃中共查出苹果蠹蛾幼

虫 １１ 头(Ｗｅａ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我国台

湾防检部门多次从美国、法国、新西兰、智利等国进

口的苹果中截获苹果蠹蛾幼虫(Ｈ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Ｏｕｎｇꎬ２００７ꎻ Ｓｔａｆｆꎬ２００７ꎻ Ｗｒｉｇｈｔꎬ２００７)ꎮ 这些迹象表

明ꎬ苹果蠹蛾正在威胁最后的苹果蠹蛾非发生区ꎮ
中国是苹果生产大国ꎬ２０１２ 年苹果产量和种植

面积均位居世界首位ꎬ分别为 ３７００.１５ 万 ｔ 和２０６.０２
万 ｈｍ２ꎬ占世界苹果产量的 ４８.４４％和世界苹果种植

面积的 ４２.５４％(ＦＡＯＳＴＡＴꎬ２０１５)ꎮ １９５３ 年最早报

道苹果蠹蛾在中国新疆造成危害(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ꎬ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４ 年中国东部地区没有苹果蠹蛾发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ꎬ
１９９４)ꎮ 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指出ꎬ苹果蠹蛾在新疆全

境、甘肃大部分地区及黑龙江局部地区发生ꎮ 目

前ꎬ有关苹果蠹蛾在中国发生与分布的详细报道较

少ꎮ 因此ꎬ本研究提供了苹果蠹蛾在中国扩散和分

布的详细信息ꎬ以及该虫对苹果、梨等造成的现有

危害情况ꎬ并根据该虫的潜在分布区研究结果ꎬ评
估其在中国的潜在危害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历史文献整理

２０ 世纪 ５０~ ７０ 年代ꎬ苹果蠹蛾在我国的分布

信息主要来源于张学祖(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２０１５)ꎮ

１.２　 苹果蠹蛾的监测

使用苹果蠹蛾性信息素诱捕器对苹果蠹蛾进

行监 测ꎮ 诱 剂 为 美 国 ＢＲＩ ( Ｂｅｄｏｕｋ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公司合成的苹果蠹蛾信息素(反ꎬ反－８ꎬ １０－
十二碳二烯－１－醇)ꎬ纯度约为 ９７％ꎻ诱芯为反口小

橡皮塞ꎬ形状中空ꎬ每个质量为 ０.３ ~ ０.５ ｇꎬ由中国

科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研 制 生 产 ( 专 利 号:
ＣＮ２０１２１７２５７)ꎻ每个诱芯中性信息素的含量为

１ ｍｇꎬ采用微量注射器滴定法制备ꎮ 诱捕器为白色

三角粘胶式诱捕器(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ꎬ由钙塑瓦楞版制成ꎬ其横向截面为边长 １８ ｃｍ
的等边三角型ꎬ其纵向长度为 ２５ ｃｍꎬ底部放置粘虫

胶板(长 ２５ ｃｍ×宽 １８ ｃｍ)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ꎬ对全国苹果生产区的苹果蠹蛾

进行了监测ꎬ每个县(市)设 ５ ~ １０ 个固定监测点ꎬ
每个监测点设置 ６ 个诱捕器ꎻ此外ꎬ在公路、果汁加

工厂、苹果贸易市场等容易传入的地方ꎬ部署补充

监测点ꎮ 诱捕器安放高度保持在 １.５~２.０ ｍꎮ 每年

４~１０ 月份进行监测调查ꎬ每周检查诱蛾情况ꎬ每 ４
周更换一次诱芯和粘胶片ꎮ 当监测发现苹果蠹蛾

成虫后ꎬ对附近 ３０ ｋｍ 内的果园进行剖果调查ꎬ以
确认苹果蠹蛾是否真正定居或是偶然携带传入ꎮ

１.３　 经济损失评估

经济损失评估包括当前经济损失评估和扩散

完成后的潜在经济损失评估 ２ 个部分ꎮ 损失组分

包括产量损失和防治费用ꎮ
经济损失按照以下方法计算:
Ｅ＝Ａ＋ＣꎬＡ＝Ｙ×ｒ×(１－ｅ)×ａ×ｉ×ＰꎬＣ＝Ｓ×Ｃｕ×ｉ×ａ
其中ꎬＥ 表示经济损失ꎬＡ 表示产量损失(苹果

和梨)ꎬＣ 表示防治费用ꎬＹ 表示作物产量ꎬｒ 表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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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前产量损失率 (按 ５０％ 计算) (巴哈提古丽ꎬ
２００９ꎻ 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ꎬ ｅ 表示防效 (按 ９０％计算)
(秦占毅等ꎬ２００７)ꎬａ 表示适生系数[指适生程度ꎬ
该系数与损失率相关ꎻ当前损失计算中该系数为 １ꎬ
潜在损失计算中参照杨瑞(２００８)的方法确定不同

省份的适生系数(表 １)]ꎬｉ 表示发生面积系数[指
发生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例系数ꎻ当前损失计算中

该系数为 １ꎬ潜在损失计算中以适生面积除以该省

行政面积获得(杨瑞ꎬ２００８ꎻ表 １)]ꎬＰ 表示市场价

格[苹果按 ５８２９ 元ｔ－１(９５４ 美元ｔ－１ꎬ根据 ２０１２
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 ６.１１ 转换为人民币单位ꎬ
下同)ꎬ梨按 ５３２８ 元ｔ－１ ( ８７２ 美元ｔ－１ ) 计算

(ＦＡＯＳＴＡＴꎬ２０１５)]ꎬＳ 表示分布区作物面积[当前

分布区数据来源于有关省区植保部门ꎬ潜在分布区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２０１３)ꎻ表
１]ꎬＣｕ 表示单位面积防治成本(中国当前苹果蠹蛾

发生省份的实际防治费用按 １６５０ 元ｈｍ－２计算)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地理分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苹果蠹蛾已在中国 ７ 省区

的 １４４ 个县(市、区、旗)内发生ꎬ总发生面积约为

４９４１０ ｈｍ２ꎬ其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 ２ꎮ 在新疆境

内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县(市)共有 ８５ 个ꎬ发生面积约

为 ２９４９３ ｈｍ２ꎬ占该区 ２０１２ 年苹果、梨、杏这 ３ 种主

要寄主总种植面积(３４４０７９ ｈｍ２)的 ８.５７％ꎮ 在甘

肃境内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县(市)共有 ２７ 个ꎬ发生面

积约为 １６８６６ ｈｍ２ꎬ占该省 ２０１２ 年苹果和梨总种植

面积(３２０２００ ｈｍ２)的 ５.２７％ꎮ 在内蒙古境内ꎬ苹果

蠹蛾的发生县(市、旗) 共有 ４ 个ꎬ发生面积约为

２３０ ｈｍ２ꎬ占该区 ２０１２ 年苹果和梨总种植面积

(２５６００ ｈｍ２)的 ０.９０％ꎮ 在宁夏境内ꎬ苹果蠹蛾的

发生县(市)共有 ３ 个ꎬ发生面积约为 １６６７ ｈｍ２ꎬ占
该区 ２０１２ 年苹果和梨总种植面积(４１８００ ｈｍ２)的

０.４０％ꎮ 在黑龙江境内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县(市)为
２１ 个ꎬ发生面积约为 ７４４ ｈｍ２ꎬ占该省 ２０１２ 年苹果

和梨总种植面积(１５６００ ｈｍ２)的 ４.７７％ꎮ 在辽宁境

内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县(市)共有 ３ 个ꎬ发生面积约

为 ２２０ ｈｍ２ꎬ占该省 ２０１２ 年苹果和梨总种植面积

(１１２７００ ｈｍ２)的 ０.２０％ꎮ 在吉林境内ꎬ苹果蠹蛾仅

在珲春市发生ꎬ发生面积约为 １９０ ｈｍ２ꎬ占该省 ２０１２
年苹果和梨总种植面积(２７３００ ｈｍ２)的 ０.７０％ꎮ

从经度上分析ꎬ在东经 ９０°以西ꎬ苹果蠹蛾的发

生县(市)一共为 ７９ 个ꎬ发生省份仅为新疆ꎮ 在东

经 ９０° ~ １１０°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县(市)一共为 ４０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ꎮ 在

东经 １２０°及以东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县(市)一共为

２５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辽宁、黑龙江和吉林ꎮ 苹果蠹

蛾在我国的最东端发生点为黑龙江的虎林市ꎬ经度

为东经 １３２.９５°ꎻ最西端发生点为新疆乌恰县ꎬ经度

为东经 ７４.５６°(表 ２、图 １)ꎮ
从纬度上分析ꎬ在北纬 ３５° ~ ４０°ꎬ苹果蠹蛾的

发生县(市)一共为 ５５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甘肃、内蒙

古、宁夏以及新疆ꎮ 在北纬 ４０° ~ ４５°ꎬ苹果蠹蛾的

发生县(市)一共为 ６３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甘肃、内蒙

古、新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ꎮ 在北纬 ４５°往北ꎬ苹
果蠹蛾发生县(市)有 ２６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黑龙江

及新疆ꎮ 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最南发生点为甘肃兰

州市西固区ꎬ纬度为北纬 ３５.８９°ꎬ已进入陕西省苹

果主产区的边缘ꎻ最北发生点为新疆哈巴河县ꎬ纬
度为北纬 ４８.０４°(表 ２、图 １)ꎮ

从海拔上分析ꎬ在海拔 ５００ ｍ 以下ꎬ苹果蠹蛾

的发生县(市)一共为 ３４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新疆、辽
宁、吉林和黑龙江ꎮ 在海拔 ５００~１０００ ｍꎬ苹果蠹蛾

的发生县(市)一共为 ２７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新疆、内
蒙古和黑龙江ꎮ 在海拔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ｍꎬ苹果蠹蛾的

发生县(市)一共为 ５７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新疆、甘
肃、宁夏和内蒙古ꎮ 在海拔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ｍꎬ苹果蠹

蛾的发生县(市)一共为 １６ 个ꎬ发生省份包括新疆、
甘肃及内蒙古ꎮ 在海拔 ２０００ ｍ 以上ꎬ苹果蠹蛾的发

生县(市)一共有 １０ 个ꎬ包括甘肃的 ７ 个县(市、区)
和新疆的 ３ 个县(市、区)ꎮ 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最低

发生点为新疆的吐鲁番市ꎬ海拔高度－３８ ｍꎻ最高发

生点为甘肃肃南县ꎬ海拔高度为 ３２００ ｍ(表 ２)ꎮ

２.２　 扩散路线和阶段

苹果蠹蛾在中国的扩散路线主要有 ２ 条:(１)新
疆—甘肃一线由西北地区向东朝中国中部地区延伸

(称为西部路线ꎬ图 １Ａ)ꎻ(２)黑龙江—吉林一线由东

北地区向华东地区延伸(称为东部路线ꎬ图 １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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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苹果蠹蛾在中国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县 / 市 / 旗[纬度ꎬ经度ꎬ平均海拔高度(ｍ)]
Ｃｏｕｎｔｙ / ｃｉｔｙ [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ꎬ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首次发现时间ｂ

Ｙｅａｒ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发生面积ｂ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ｈｍ２)

新疆 库尔勒市 Ｋｏｒｌａ (４１.６８°ꎬ ８６.０６°ꎬ ９３５ ) １９５３ａ ２９４９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阿克苏市 Ａｋｓｕ (４１.１５°ꎬ ８０.３２°ꎬ １１０８)ꎬ拜城县 Ｂａｉｃｈｅｎｇ (４１.８２°ꎬ ８１.８５°ꎬ １２５４)ꎬ额敏

县 Ｅｍｉｎ (４６.５４°ꎬ ８３.６４°ꎬ ５２１)ꎬ巩留县 Ｇｏｎｇｌｉｕ (４３.４７°ꎬ ８２.２２°ꎬ ７７４)ꎬ和布克赛尔县
Ｈｏｂｏｋｓａｒ (４６.８０°ꎬ ８５.７０°ꎬ １３２３)ꎬ霍城县 Ｈｏｒｇａｓ (４４.１７°ꎬ ８０.４７°ꎬ ６９２)ꎬ和田县 Ｈｏｔａｎ
(３７.１５°ꎬ ７９.９２°ꎬ １３４０)ꎬ和田市 Ｈｏｔａｎ Ｓｈｉ (３７.１５°ꎬ ７９.９２°ꎬ １３４０)ꎬ伽师县 Ｊｉａｓｈｉ (３９.
４９°ꎬ ７６.８０°ꎬ １２０１)ꎬ喀什市 Ｋａｓｈｉ (３９.５０°ꎬ ７５.９９°ꎬ １３２４)ꎬ库车县 Ｋｕｑａ (４１.６８°ꎬ ８２.
９７°ꎬ １０３６)ꎬ奎屯县 Ｋｕｙｔｕｎ (４４.４５°ꎬ ８４.９４°ꎬ ４３８)ꎬ轮台县 Ｌｕｎｔａｉ (４１.７９°ꎬ ８４.２９°ꎬ
９６２)ꎬ玛纳斯县Ｍａｎａｓ (４４.３０°ꎬ ８６.２２°ꎬ ４６９)ꎬ墨玉县Ｍｏｙｕ (３７.３０°ꎬ ７９.７０°ꎬ １３３１)ꎬ尼
勒克县 Ｎｉｌｋａ (４３.８２°ꎬ ８２.５０°ꎬ １１３８)ꎬ莎车县 Ｓｈａｃｈｅ (３８.４４°ꎬ ７７.２２°ꎬ １２３０)ꎬ鄯善县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４２. ８４°ꎬ ９０. ２４°ꎬ ４１３)ꎬ沙湾县 Ｓｈａｗａｎ ( ４４. ３２°ꎬ ８５. ５７°ꎬ ５６０)ꎬ塔城市
Ｔａｃｈｅｎｇ (４６.７７°ꎬ ８２.９９°ꎬ ５６９)ꎬ特克斯县 Ｔｅｋｅｓ (４３.２２°ꎬ ８１.８２°ꎬ １２２７)ꎬ吐鲁番市
Ｔｕｒｐａｎ (４２.９０°ꎬ ８９.１９°ꎬ －３８)ꎬ乌鲁木齐市 Ｕｒｕｍｑｉ (４３.７５°ꎬ ８７.６０°ꎬ ９３７)ꎬ乌苏市 Ｕｓｕ
(４４.４７°ꎬ ８４.６９°ꎬ ４３０)ꎬ温宿县 Ｗｅｎｓｕ (４１.２９°ꎬ ８０.２２°ꎬ １１３５)ꎬ沙雅县 Ｘａｙａｒ (４１.２４°ꎬ
８２.８５°ꎬ ９７８)ꎬ新和县 Ｘｉｎｈｅ (４１.５４°ꎬ ８２.６４°ꎬ １００７)ꎬ新源县 Ｘｉｎｙｕａｎ (４３.４２°ꎬ ８３.２７°ꎬ
９６３)ꎬ伊宁县 Ｙｉｎｉｎｇ (４３.９９°ꎬ ８１.６０°ꎬ ７９８)ꎬ伊宁市 Ｙｉｎｉｎｇ Ｓｈｉ (４３.９２°ꎬ ８１.３４°ꎬ ６５７)ꎬ
裕民县 Ｙｕｍｉｎ (４６.２０°ꎬ ８２.９９°ꎬ ７２５)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ａ

阿合奇县 Ａｋｑｉ (４０.９０°ꎬ ７８.４２°ꎬ ２３２６)ꎬ阿克陶县 Ａｋｔｏ (３９.１５°ꎬ ７５.９２°ꎬ １３２１)ꎬ阿
拉尔市 Ａｌｅａｒ (４０.５０°ꎬ ８１.００°ꎬ １１００)ꎬ阿勒泰市 Ａｌｔａｙ (４７.８４°ꎬ ８８.２０°ꎬ １１９６)ꎬ阿图
什市 Ａｒｔｕｘ (３９.７０°ꎬ ７６.１４°ꎬ １３２４)ꎬ阿瓦提县 Ａｗａｎｔ (４０.６２°ꎬ ８０.３７°ꎬ １０４９)ꎬ巴楚
县 Ｂａｃｈｕ (３９.７９°ꎬ ７８.５４°ꎬ １１２１)ꎬ巴里坤县 Ｂａｒｋｏｌ (４４.４２°ꎬ ９３.５１°ꎬ １６５０)ꎬ博湖县
Ｂｏｈｕ (４１.９７°ꎬ ８６.５５°ꎬ １０５２)ꎬ博乐市 Ｂｏｌｅ (４４.９５°ꎬ ８２.１４°ꎬ ５２１)ꎬ布尔津县 Ｂｕｒｑｉｎ
(４７.６９°ꎬ ８６.９９°ꎬ ４８８)ꎬ昌吉市 Ｃｈａｎｇｊｉ (４４.０４°ꎬ ８７.３０°ꎬ ５６１)ꎬ福海县 Ｆｕｈａｉ (４７.
１５°ꎬ ８７.５２°ꎬ ４９６)ꎬ阜康市 Ｆｕｋａｎｇ (４４.１５°ꎬ ８７.９７°ꎬ ５６８)ꎬ富蕴县 Ｆｕｙｕｎ (４７.０４°ꎬ
８９.４９°ꎬ ９２５)ꎬ哈巴河县 Ｈａｂａｈｅ (４８.０４°ꎬ ８６.４４°ꎬ ５２１)ꎬ哈密市 Ｈａｍｉ (４２.８４°ꎬ ９３.
４７°ꎬ ７６５)ꎬ和静县 Ｈｅｊｉｎｇ (４２.３０°ꎬ ８６.３７°ꎬ １０９４)ꎬ和硕县 Ｈｏｘｕ (４２.２２°ꎬ ８６.８５°ꎬ
１０６６)ꎬ呼图壁县 Ｈｕｔｕｂｉ (４４.２０°ꎬ ８６.９０°ꎬ ５１０)ꎬ吉木乃县 Ｊｅｍｉｎａｙ (４７.４２°ꎬ ８５.８７°ꎬ
１０２１)ꎬ吉木萨尔县 Ｊｉｍｓａｒ (４４.００°ꎬ ８９.１９°ꎬ ７２６)ꎬ精河县 Ｊｉｎｇｈｅ (４４.６５°ꎬ ８２.９４°ꎬ
２７２)ꎬ柯坪县 Ｋａｌｐｉｎ (４０.５４°ꎬ ７９.０４°ꎬ １１７８)ꎬ洛浦县 Ｌｏｐ (３７.１４°ꎬ ８０.１９°ꎬ １３３２)ꎬ
麦盖提县 Ｍａｒｋｉｔ (３８.９４°ꎬ ７７.６４°ꎬ １１７６)ꎬ民丰县 Ｍｉｎｆｅｎｇ (３７.０７°ꎬ ８２.６５°ꎬ １４２３)ꎬ
木垒县 Ｍｏｒｉ (４３.８０°ꎬ ９０.３５°ꎬ １３４８)ꎬ皮山县 Ｐｉｓｈａｎ (３７.６７°ꎬ ７８.３０°ꎬ １３４４)ꎬ察布
查尔县 Ｑａｐｑａｌ (４３.８４°ꎬ ８１.１４°ꎬ ５９９)ꎬ且末县 Ｑｉｅｍｏ (３８.１７°ꎬ ８５.５０°ꎬ １２４８)ꎬ青河
县 Ｑｉｎｇｈｅ (４６.７０°ꎬ ９０.３７°ꎬ １３１６)ꎬ策勒县 Ｑｉｒａ (３７.０４°ꎬ ８０.７７°ꎬ １３６８)ꎬ奇台县 Ｑｉ￣
ｔａｉ (４４.０２°ꎬ ８９.３５４°ꎬ ７５５)ꎬ若羌县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３９.０２°ꎬ ８８.１９°ꎬ ９０１)ꎬ石河子市 Ｓｈｉ￣
ｈｅｚｉ (４４.３０°ꎬ ８６.００°ꎬ ４４９)ꎬ疏附县 Ｓｈｕｆｕ (３９.２４０°ꎬ ７５.８２°ꎬ １３６５)ꎬ疏勒县 Ｓｈｕｌｅ
(３９.３９°ꎬ ７６.０４°ꎬ １２７２)ꎬ图木舒克市 Ｔｏｕｍｃｈｏｕｑ (３９.８０°ꎬ ７９.０２°ꎬ １０８０)ꎬ托克逊县
Ｔｏｋｓｕｎ (４２.７７°ꎬ ８８.６５°ꎬ ９)ꎬ托里县 Ｔｏｌｉ (４５.２０°ꎬ ８３.０４°ꎬ １５００)ꎬ温泉县 Ｗｅｎｑｕａｎ
(４４.９７°ꎬ ８１.１０°ꎬ １２７６)ꎬ乌恰县 Ｗｕｑｉａ (３９.８０°ꎬ ７４.５６°ꎬ ２８９０)ꎬ乌什县 Ｗｕｓｈｉ (４１.
１９°ꎬ ７９.２２°ꎬ １４４０)ꎬ焉耆县 Ｙａｎｑｉ (４２.０４°ꎬ ８６.５９°ꎬ １０５７)ꎬ叶城县 Ｙｅｃｈｅｎｇ (３７.
８９°ꎬ ７７.３７°ꎬ １３４９)ꎬ英吉沙县 Ｙｅｎｇｉｓａｒ (３８.９５°ꎬ ７６.１５°ꎬ １２９１)ꎬ伊吾县 Ｙｉｗｕ (４３.
３２°ꎬ ９４.６５°ꎬ １８６２)ꎬ岳普湖县 Ｙｏｐｕｒｇａ (３９.２０°ꎬ ７６.８０°ꎬ １２０２)ꎬ尉犁县 Ｙｕｌｉ (４１.
３５°ꎬ ８６.２４°ꎬ ８８９)ꎬ于田县 Ｙｕｔｉａｎ (３６.８７°ꎬ ８１.６５°ꎬ １４２０)ꎬ泽普县 Ｚｅｐｕ (３８.２０°ꎬ
７７.２５°ꎬ １２７４)ꎬ昭苏县 Ｚｈａｏｓｕ (４２.６７°ꎬ ８０.４５°ꎬ １９００)

１９８７ 年之前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８７

甘肃 Ｇａｎｓｕ 敦煌市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４０.１４°ꎬ ９４.６９°ꎬ １１３９) １９８７ １６８６６
瓜州县 Ｇｕａｚｈｏｕ (４０.４７°ꎬ ９５.６５°ꎬ １１５３) １９９４
玉门市 Ｙｕｍｅｎ (３９.８２°ꎬ ９７.５９°ꎬ ２２１５) １９９４
肃州区 Ｓｕｚｈｏｕ (３９.７４°ꎬ ９８.５２°ꎬ １４６３) １９９５
金塔县 Ｊｉｎｔａ (３９.９９°ꎬ ９８.８９°ꎬ １２７０) １９９９
高台县 Ｇａｏｔａｉ (３９.３９°ꎬ ９９.８４°ꎬ １３４５) ２００３
临泽县 Ｌｉｎｚｅ (３９.１４°ꎬ １００.１５°ꎬ １４６４) ２００４
甘州区 Ｇａｎｚｈｏｕ (３８.９４°ꎬ １００.４４°ꎬ １４８６) ２００５
民乐县 Ｍｉｎｌｅ (３８.４４°ꎬ １００.８４°ꎬ ２３０６) ２００５
肃南县 Ｓｕｎａｎ(３８.２８°ꎬ １００.５８°ꎬ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６
山丹县 Ｓｈａｎｄａｎ (３８.７７°ꎬ １０１.１０°ꎬ １７６７) ２００６
嘉峪关市 Ｊｉａｙｕｇｕａｎ (３９.８０°ꎬ ９８.２４°ꎬ １６９８) ２００６
兰州市七里河区 Ｑｉｌｉ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００°ꎬ １０３.８５°ꎬ １５４０) ２００７
兰州市西固区 Ｘｉｇ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３５.８９°ꎬ １０３.９２°ꎬ１５６０) ２００７
永昌县 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３８.２４°ꎬ １０１.９７°ꎬ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７
民勤县 Ｍｉｎｑｉｎ (３８.６２°ꎬ １０３.１０°ꎬ １３７０) ２００７
兰州市城关区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０４°ꎬ １０３.５１°ꎬ １５０９)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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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县 / 市 / 旗[纬度ꎬ经度ꎬ平均海拔高度(ｍ)]
Ｃｏｕｎｔｙ / ｃｉｔｙ [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ꎬ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首次发现时间ｂ

Ｙｅａｒ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发生面积ｂ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ｈｍ２)

兰州市宁安区 Ｎｉｎｇ′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１７°ꎬ １０３.７２°ꎬ １５４０) ２００８
景泰县 Ｊｉｎｇｔａｉ (３７.１７°ꎬ １０４.０４°ꎬ １６４５) ２００８
皋兰县 Ｇａｏｌａｎ (３６.３４°ꎬ １０３.９７°ꎬ １６９０) ２００８
凉州区 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７.９１°ꎬ １０２.７６°ꎬ １６３２) ２００８
白银区 Ｂａｉｙｉｎ (３６.５５°ꎬ １０４.２０°ꎬ １６９７) ２００８
古浪县 Ｇｕｌａｎｇ (３７.２８°ꎬ １０２.５１°ꎬ ２３８７) ２００９
永登县 Ｙｏｎｇｄｅｎｇ (３６.４４°ꎬ １０３.１６°ꎬ ２１２２) ２００９
金川区 Ｊｉｎｃｈｕａｎ (３８.４９°ꎬ １０２.３２°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靖远县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３６.７４°ꎬ １０４.７３°ꎬ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红古区 Ｈｏｎｇｇｕ (３６.３０°ꎬ１０３.０５°ꎬ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２

内蒙古 额济纳旗 Ｅｊｉｎ Ｑｉ (４１.９７°ꎬ １０１.０７°ꎬ ９５３) ２００６ ２３０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阿拉善左旗 Ａｌｘａ Ｚｕｏｑｉ (３８.８４°ꎬ １０５.６９°ꎬ １５５５) ２００８

乌海市渤海湾区 Ｂｏｈａｉｗ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Ｗｕｈａｉ (３９.６７°ꎬ １０６.８０°ꎬ １０９３) ２００９
阿拉善右旗 Ａｌｘａ Ｙｏｕｑｉ (４０.１８°ꎬ １０２.４４°ꎬ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０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中卫市沙坡头区 Ｓｈａｐｏｔ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 (３７.５９°ꎬ １０５.１９°ꎬ １２３０) ２００８ １６６７
青铜峡 Ｑｉｎｇｔｏｎｇｘｉａ ( ３７.９４°ꎬ １０５.９９°ꎬ １１３６) ２００９
中宁县 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 (３７.４９°ꎬ １０５.６７°ꎬ １１８６) ２００９

黑龙江 东宁县 Ｄｏｎｇｎｉｎｇ (４４.０５°ꎬ １３１.１２°ꎬ １２９) ２００６ ７４４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海林市 Ｈａｉｌｉｎ (４４.５９°ꎬ １２９.３５°ꎬ ２６１) ２００７

虎林市 Ｈｕｌｉｎ (４５.７９°ꎬ １３２.９５°ꎬ ９３) ２００７
鸡东县 Ｊｉｄｏｎｇ (４５.２９°ꎬ １３１.０５°ꎬ ２８５) ２００７
鸡西市鸡冠区 Ｊｉｇ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Ｊｉｘｉ (４５.３０°ꎬ １３０.９５°ꎬ ２３４) ２００７
鸡西市恒山区 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Ｊｉｘｉ (４５.１３°ꎬ １３０.９１°ꎬ ４１０) ２００７
鸡西市城子河区 Ｃｈｅｎｇｚｉ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Ｊｉｘｉ (４５.３７°ꎬ １３１.０２°ꎬ ２５０) ２００７
林口县 Ｌｉｎｋｏｕ (４５.１２７°ꎬ １３０.２４°ꎬ ２７５) ２００７
密山市 Ｍｉｓｈａｎ (４５.５４°ꎬ １３１.８４°ꎬ １４７) ２００７
牡丹江市东安区 Ｄｏｎｇ′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４４.５９°ꎬ １２９.６０°ꎬ ２４１) ２００７
牡丹江市阳明区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４４.５８°ꎬ １２９.７８°ꎬ ２３０) ２００７
牡丹江市爱民区 Ａｉｍ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４４.６８°ꎬ １２９.５４°ꎬ ２３５) ２００７
牡丹江市西安区 Ｘ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４４.４９°ꎬ １２９.５８°ꎬ ２４０) ２００７
宁安市 Ｎｉｎｇ′ａｎ (４４.３５°ꎬ １２９.４７°ꎬ ２５４) ２００７
集贤县 Ｊｉｘｉａｎ (４６.８１°ꎬ １３１.１４°ꎬ ２００) ２０１２
宝清县 Ｂａｏｑｉｎｇ (４６.４０°ꎬ １３２.４０°ꎬ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勃利县 Ｂｏｌｉ (４５.９２°ꎬ １３０.８１°ꎬ ５５０) ２０１２
佳木斯市 Ｊｉａｍｕｓｉ (４６.８０°ꎬ １３０.２８°ꎬ ３２６) ２０１２
肇州县 Ｚｈａｏｚｈｏｕ (４５.８３°ꎬ １２５.３０°ꎬ １５０) ２０１３
七台河市新兴区 Ｘｉｎｘ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Ｑｉｔａｉｈｅ (４５.８１°ꎬ １３０.８９°ꎬ ３５４) ２０１３
七台河市桃山区 Ｔａｏ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Ｑｉｔａｉｈｅ (４５.７６°ꎬ １３０.９９°ꎬ ２２０) ２０１３

辽宁 海城市 Ｈａｉｃｈｅｎｇ (４０.８３°ꎬ １２２.７８°ꎬ ３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２０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绥中县 Ｓｕｉｚｈｏｎｇ (４０.２９°ꎬ １２０.０２°ꎬ １７) ２０１３

建昌县 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 (４０.３４°ꎬ １２０.３２°ꎬ ３６８) ２０１３
吉林 Ｊｉｌｉｎ 珲春市 Ｈｕｎｃｈｕｎ (４２.８７°ꎬ １３０.３７°ꎬ ４２) ２００９ １９０

总发生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ａｃｒｅａｇｅ (ｈｍ２) ４９４１０

　 　 ａ 根据张学祖(１９５７)整理ꎻｂ 其余发现时间和发生面积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及各地植保站提供ꎮ
ａ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１９５７)ꎻ ｂ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ｙｅａｒ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ｏ￣ｔｅｃ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西部路线:以首发地库尔勒市为中心扩散至整

个新疆果业产区(图 １Ｂ)ꎬ然后随果品运输传入甘

肃省敦煌市ꎬ在甘肃境内沿东南方向逐渐扩散至瓜

州县、玉门市、肃州区、金塔县、高台县、临泽县、甘
州区、民乐县、肃南县、山丹县、嘉峪关市、兰州市

(七里河区、西固区、城关区和宁安区)、永昌县、民
勤县、景泰县、皋兰县、凉州区、白银区、鼓浪县、永
登县、金川区、靖远县、红古区等 ２７ 个县(市、区)ꎬ
在甘肃省内扩散的后期ꎬ传入与甘肃交界的内蒙古

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乌海市渤海湾区、阿拉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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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以及宁夏的中卫市沙坡头区、青铜峡市和中宁县

(图 １Ｃ)ꎮ 在这一条扩散线路中ꎬ经过 ３４ 年的时

间ꎬ苹果蠹蛾由最初发现的新疆库尔勒向东扩散了

７８２ ｋｍ 进入甘肃敦煌ꎬ平均每年扩散约 ２１.８ ｋｍꎮ

在传入甘肃后ꎬ２３ 年间苹果蠹蛾在该省内自西向东

扩散了 １１８０ ｋｍꎬ扩散速度为 ５１.３ ｋｍ年－１ꎬ特别

是 ２００６ 年以后ꎬ扩散速度加快至 １１２.８ ｋｍ年－１ꎮ

图 １　 苹果蠹蛾在中国的 ３ 个扩散阶段及在不同地区的具体扩散路线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３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ｒｏｕｔ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扩散阶段与路线ꎬ第一阶段为 １９８７ 年之前ꎬ第二阶段为 １９８７~２００６ 年ꎬ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６ 年至今ꎻ
Ｂ.新疆ꎻＣ.甘肃、内蒙古及宁夏ꎻＤ.辽宁、吉林及黑龙江ꎮ

Ａ.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ｕｔｓꎬ ｓｔａｇｅ １ 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８７ꎬ ｓｔａｇｅ ２ ｉｓ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ꎬ ｓｔａｇｅ ３ ｉ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ｎｏｗꎻ
Ｂ.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ꎻ Ｃ. Ｇａｎｓｕ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ｉｎｇｘｉａꎻ Ｄ.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ꎬ Ｊ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东部路线:苹果蠹蛾于 ２００６ 年首先在中俄交

界的黑龙江省东宁县发生ꎬ随后迅速向西扩散至海

林市、虎林市、鸡东县、鸡西市(鸡冠区、恒山区及城

子河区)、林口县、密山县、牡丹江市(东安区、阳明

区、爱民区及西安区)、宁安市、集贤县、宝清县、勃
利县、肇州县、佳木斯市、七台河市(新兴区及桃山

区)等 ２１ 个县(市、区)ꎬ向南扩散进入吉林省珲春

县(图 １Ｄ)ꎮ 在这一条扩散路线中ꎬ经过短短 １ 年

时间ꎬ苹果蠹蛾就向西扩散至距东宁县 ３００ 多 ｋｍ
的海林市ꎬ向北扩散至距东宁县 ２００ 多 ｋｍ 的虎林

市ꎻ在向黑龙江省各地扩散的同时ꎬ２００９ 年苹果蠹

蛾向南扩散至吉林省珲春市ꎬ年扩散距离约 ７２ ｋｍꎮ
２０１２ 年后ꎬ东部地区的苹果蠹蛾分布范围呈现跳跃

式扩张:向北ꎬ２０１２ 年苹果蠹蛾最远扩散至距虎林

市 ２００ ｋｍ 的集贤县ꎻ向南ꎬ２０１２ 年在距离吉林省珲

春市 ９００ 多 ｋｍ 的辽宁省海城市突发苹果蠹蛾疫

情ꎬ２０１３ 年ꎬ辽宁省的苹果蠹蛾以海城市为原点ꎬ继
续向西扩散ꎬ相继入侵距海城市 ２００ 多 ｋｍ 的绥中

县和距海城市约 ３００ ｋｍ 的建昌县ꎮ
苹果蠹蛾在中国的扩散过程主要分为 ３ 个阶

段ꎮ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８７ 年之前ꎬ苹果蠹蛾仅在中国

新疆的 ８５ 个县(市)发生(表 ２、图 １)ꎮ 新疆地域广

阔ꎬ并且各地的果树种植区之间有众多的沙漠、草地

和高山等自然屏障阻隔ꎬ因此ꎬ在这一阶段ꎬ苹果蠹

蛾很可能是随中长距离的人类活动进行传播扩散ꎮ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８７~２００６ 年ꎬ苹果蠹蛾突破了在

新疆—甘肃之间以荒漠与戈壁为主的自然屏障ꎬ进
入甘肃省(表 ２、图 １)ꎮ 苹果蠹蛾种群的自然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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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短距离的人为传播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扩散方

式ꎬ但由于甘肃中部适宜苹果蠹蛾生存的果树种植

区狭长ꎬ对其扩散起到一定的挟制作用ꎮ 这一阶段

苹果蠹蛾由西向东的扩散速度相对较慢ꎬ平均年扩

散距离为 ３０ ｋｍ 左右ꎮ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６ 年至今ꎬ苹果蠹蛾在除甘肃、

新疆以外的省份特别是中国东部出现(表 ２、图 １)ꎮ
在这一阶段中ꎬ由于新发地区通常采取高强度的防

治措施ꎬ短距离的自然扩散明显受到遏制ꎬ但中长

距离的传播明显增强ꎬ每年平均传播距离在 １００ ｋｍ
以上ꎬ有时会在发生区几百公里之外出现新的疫

情ꎬ表明苹果蠹蛾的传播扩散与日益密集的果品调

运活动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ꎮ

２.３　 苹果蠹蛾对中国苹果产业的危害

２.３.１　 当前经济损失

苹果蠹蛾当前在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２.９８
亿元年－１ꎬ其中产量损失为 １.４０ 亿元年－１ꎬ防治

费用为 １.５８ 亿元年－１(表 １)ꎮ
从各分布省份分析ꎬ新疆的经济损失最为严

重ꎬ其次为甘肃ꎬ这 ２ 个省经济损失之和占当前总

经济损失的 ９４.１４％ꎮ 从损失组分分析ꎬ除新疆、内
蒙古外ꎬ其余各省份的产量损失均高于防治费用ꎮ
从作物分析ꎬ甘肃、宁夏和吉林 ３ 个省的苹果损失

高于梨ꎻ辽宁、新疆、内蒙古 ３ 个省的梨损失高于苹

果ꎬ而黑龙江省的 ２ 种作物损失基本相等ꎮ 苹果

上ꎬ各省的产量损失均大于防治费用ꎻ梨上ꎬ除宁夏

和吉林无损失ꎬ其余各省产量损失均小于防治费

用ꎮ 当前ꎬ７ 个苹果蠹蛾发生省份在苹果上的产量损

失总数大于防治费用ꎬ而在梨上的产量损失总数小

于防治费用ꎮ 此外ꎬ７ 个省在苹果上的产量损失总数

大于梨ꎬ而在苹果上的防治费用总数则低于梨ꎮ
２.３.２　 潜在经济损失

苹果蠹蛾在中国扩散完成后的潜在经济损失达

１４２.４２ 亿元年－１ꎬ其中潜在产量损失为 １０５.５７ 亿元

年－１ꎬ潜在防治费用为 ３６.８５ 亿元年－１(表 １)ꎮ
从各分布省份分析ꎬ陕西的潜在经济损失最严

重ꎬ其次为山东、河北ꎬ这 ３ 个省的潜在经济损失均

超过 ２０ 亿元年－１ꎻ甘肃、山西、辽宁 ３ 个省的潜在

经济损失也超过 １０ 亿元年－１ꎻ上述 ６ 个省经济损

失之和占潜在总经济损失的 ８５.０４％ꎮ 此外ꎬ潜在

经济损失在 １ 亿元年－１以上、１０ 亿元年－１以下

的省份包括新疆、河南、宁夏和云南 ４ 个省ꎻ其余 １２
个省的潜在经济损失均在 １ 亿元年－１以下ꎮ

从损失组分分析ꎬ除贵州、青海和西藏外ꎬ其余

各省的潜在产量损失均大于防治费用ꎮ 潜在产量损

失超过 １０ 亿元年－１的省份包括陕西、山东和河北 ３
个省ꎬ在 １ 亿~１０ 亿元年－１的省份包括甘肃、山西、
辽宁、新疆、河南和宁夏 ６ 个省ꎬ其余 １３ 个省均小于

１ 亿元年－１ꎻ潜在防治费用超过 １０ 亿元年－１的省

份仅陕西ꎬ在 １ 亿~１０ 亿元年－１的省份包括山东、
河北、甘肃、山西、辽宁和新疆 ６ 个省ꎻ其余 １５ 个省均

小于 １ 亿元年－１ꎮ
从作物分析ꎬ除河北、云南、江苏、北京、四川、

安徽、湖北和贵州 ８ 个省ꎬ其余省份苹果上的潜在

经济损失均大于梨ꎬ部分省份苹果上的潜在损失远

超过梨ꎬ如宁夏苹果上的损失是梨的 ２９.４１ 倍ꎬ陕西

为 １２.１５ 倍ꎻ同时ꎬ部分省份梨上的潜在损失远超过

苹果ꎬ如湖北梨上的损失是苹果的 ３１.９４ 倍ꎬ贵州为

５.９４ 倍ꎻ新疆 ２ 种作物上的潜在损失基本相等(苹
果上损失仅为梨的 １.０２ 倍)ꎮ 苹果上ꎬ除湖北、贵
州、青海和西藏 ４ 个省外ꎬ其余省份的潜在产量损

失均大于潜在防治费用ꎻ梨上ꎬ除贵州和青海 ２ 个

省外ꎬ其余省份的潜在产量损失均大于潜在防治费

用ꎮ 不论是苹果还是梨ꎬ潜在产量损失总数(２２ 个省

总和)都大于潜在防治费用总数(２２ 个省总和)ꎬ且
苹果上的潜在产量损失和潜在防治费用均大于梨ꎮ

３　 讨论
苹果蠹蛾信息支持系统(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ꎻｈｔｔｐ:∥ｉｐｍｎｅｔ.ｏｒｇ / )认为ꎬ该虫在

中国分布于新疆和浙江ꎬ浙江的报道早被证实是错

误的(全国苹果蠹蛾研究协作组ꎬ１９９４)ꎮ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指出ꎬ苹果蠹蛾在中国的分布省区为青海、
宁夏、陕西、新疆和甘肃ꎻ本研究证实ꎬ苹果蠹蛾在中

国陕西省和青海省并没有分布ꎬ且宁夏是 ２００８ 年才

首次发现苹果蠹蛾传入ꎮ 前人错误的报道ꎬ特别是

将中国最大的苹果产区陕西省列为苹果蠹蛾发生

区ꎬ可能会对中国的苹果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近几年随着我国研究者在国际刊物

上发表论文数量的增加ꎬ国际社会对中国苹果蠹蛾

发生情况的了解程度也日益提高ꎮ 如 ２０１０ 年欧洲和

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ＥＰＰＯ)在其开发的植物检疫

数据检索系统(ＥＰＰＯ′ｓ ｐｌ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ｄａｔａ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中ꎬ将中国的河北、湖北、吉林、辽宁和浙江 ５
个省列为“尚未证实的发生区”ꎬ但 ２０１５ 年该系统已

将上述五省定为“无效记录”ꎬ仅保留新疆、甘肃、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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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内蒙古和黑龙江 ５ 个省为苹果蠹蛾发生区ꎮ
苹果蠹蛾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传入中国以来ꎬ对

中国的苹果和梨等水果生产造成了严重危害ꎮ 早

在 １９９２ 年ꎬ苹果蠹蛾就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ꎬ１９９２)中的一类害虫ꎬ并且被列为全国

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ꎬ２００９)ꎮ 由此看出ꎬ在中国ꎬ苹果蠹蛾的发生、扩
散和危害得到了人们非常密切的关注和重视ꎮ

中国在苹果蠹蛾未发生地区ꎬ以及扩散可能的

前沿地区ꎬ主要使用检疫措施进行阻截ꎬ对虫情进

行动态监测ꎬ并对大众进行宣传引导ꎮ 对苹果蠹蛾

发生区进行产地检疫ꎬ并对从发生区运出地域界限

的成品果实采取调运检疫ꎮ 在产地内发现危害ꎬ即
严禁果品运出发生区ꎬ根据危害状况确定采取销毁

处理还是就地消化ꎮ 在产地外一旦发现虫情ꎬ就直

接销毁ꎬ严防疫情危害其他地区ꎮ
在苹果蠹蛾发生区仍然以化学防治为主ꎮ 新

疆、甘肃等苹果蠹蛾发生区普遍使用溴氰菊酯、氯氰

菊酯、高渗苯氧威等高效低毒农药进行防治ꎬ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ꎬ但由于农药对于环境的污染和虫体抗

药性的增强ꎬ化学防治的应用范围逐渐减小ꎮ 除化

学防治外ꎬ农业防治(主要为清理果园、刮除树皮及

树干束草诱集越冬幼虫)和物理防治(悬挂频振式杀

虫灯诱杀成虫)也是苹果蠹蛾发生区常用的方法ꎮ
此外ꎬ２００４ 年中国的苹果蠹蛾非疫区建设正式

启动ꎬ主要区域为包括陕西、山东等省在内的黄土

高原、环渤海苹果优势产区ꎬ总面积达到了 １３３.３ 万

ｈｍ２(樊民周和周靖华ꎬ２００７)ꎮ 另外ꎬ在划定非疫区

的同时ꎬ将甘肃等发生省份作为缓冲区采取严格的

防治措施ꎬ防止苹果蠹蛾经由这些地区进入非疫区

发生危害ꎮ
本文在进行苹果蠹蛾损失评估时仅考虑苹果

和梨 ２ 类水果的损失ꎬ其他受危害水果如杏等由于

危害较轻或产量极少未予以考虑ꎮ 同时ꎬ防治费用

也主要考虑化学防治和人工防治ꎬ信息素等无公害

防治的费用因目前使用较少而未考虑ꎮ
中国苹果蠹蛾分布省份的当前经济损失仅占

潜在经济损失的一小部分:新疆占 ３０.４１％ꎬ黑龙江

占 ９.９０％ꎬ甘肃占 ５.９３％ꎬ吉林占 ３.３４％ꎬ内蒙古占

２.２０％ꎬ宁夏占 ０.４３％ꎬ辽宁占 ０.１７％ꎮ 可见ꎬ即使

在当前分布省份ꎬ苹果蠹蛾仍有很大的扩散危害空

间ꎬ加大这些省份的防治力度对于非发生地区的苹

果和梨的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中国苹果生

产大省陕西、山东ꎬ梨生产大省河北ꎬ遭受苹果蠹蛾

的潜在经济损失最严重ꎮ 这 ３ 个省苹果和梨的产

量损失分别占本省农业生产值的 ３.２６％、０.６６％和

０.６１％ꎮ 苹果蠹蛾在中国的潜在危害可高达近 ２０
亿美元年－１ꎬ是目前中国 ２ 类水果出口值[约 １０
亿美元年－１(ＦＡＯＳＴＡＴꎬ２０１５)]的 ２ 倍ꎮ 由此可

见ꎬ即使在严格防控的情况下ꎬ未来苹果蠹蛾可在

中国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巨大ꎮ
本文采用 ５０％的减产率和 ９０％的防效得到苹

果蠹蛾导致的苹果和梨的潜在减产数量为 １８５.０１
万 ｔ 和 ８１.３３ 万 ｔꎮ 倘若苹果蠹蛾危害更严重ꎬ减产

率将达到 ８０％(巴哈提古丽ꎬ２００９)ꎬ则潜在减产数

量可达 ２９６.０１ 万 ｔ 和 １３０.１３ 万 ｔꎮ 目前ꎬ苹果蠹蛾

仅在中国局部地区发生ꎬ受影响地区的苹果和梨产

量仅为 ２５.６７ 万 ｔ 和 ２４.５２ 万 ｔꎮ 换言之ꎬ在中国ꎬ占
世界苹果产量 ４８.１１％和梨产量 ６７.９４％的地区尚未

遭受苹果蠹蛾入侵ꎮ 在这些地区建立苹果蠹蛾非

疫区ꎬ对保护中国的苹果和梨产业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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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不同寄主植物苹果蠹蛾成虫动态调查
李贤超１ꎬ 吕昭智２∗ꎬ 李　 涛３ꎬ 李　 子４ꎬ 罗树凯５ꎬ 张祥林６ꎬ 罗朝辉２

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ꎻ ２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ꎬ
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ꎻ 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农科所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８８ꎻ 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 １４ 团ꎬ新疆 阿拉尔市 ８３３００ꎻ 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科所ꎬ新疆 阿拉尔市 ８３３００ꎻ
６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６３

摘要: 【背景】苹果蠹蛾是世界性重大检疫害虫ꎬ新疆是我国最早发现该虫的地区ꎮ 监测苹果蠹蛾的种群动态能提高控制效

率并阻止其在非疫区蔓延ꎮ 【方法】利用性诱剂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期间监测苹果蠹蛾成虫在苹果园、梨园、李子园、桃园等生境

下种群动态ꎮ 【结果】苹果蠹蛾在北疆有 ２ 个明显高峰期ꎬ越冬代成虫高峰期为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ꎬ第 １ 代成虫高峰期为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中旬ꎻ在南疆有 ３ 个明显高峰期ꎬ分别为 ６ 月底至 ７ 月上旬、７ 月下旬至 ８ 月上旬和 ８ 月底至 ９ 月中旬ꎮ 南疆和

北疆的种群数量差异不是很大ꎬ单个性诱剂高峰期的种群数量小于 １０ 头ꎬ平均 ０.５~ ２.０ 头ꎻ同一区域苹果蠹蛾在不同作物之

间存在一定的差异ꎬ但集中在苹果园和桃园ꎮ 【结论与意义】新疆北疆苹果蠹蛾成虫一年一般发生 ２ 代ꎬ南疆 ３ 代ꎮ 苹果蠹蛾

以苹果园为主要发生区域ꎬ同一区域的苹果蠹蛾在相邻果园的苹果、葡萄、梨树上的种群动态具有密切相关性ꎮ 苹果蠹蛾的种

群动态为准确判定防治关键期提供依据ꎬ其在不同作物之间的相关性ꎬ为区域重点监测对象的判定提供基础依据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种群动态ꎻ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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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ｕｍꎬ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ｈ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ｉ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ｄ￣Ｊｕｌｙ ｔｏ ｍｉｄ￣Ａｕｇ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ｐｅａｋ ｉ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ｄ￣Ｍａｙ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Ｊｕｎ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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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Ｌ.)是严重危害苹

果的重要入侵害虫ꎬ原产于欧亚大陆中南部地区ꎬ
１９５３ 年在我国新疆首次发现该虫(张学祖ꎬ１９５７)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末该虫传入甘肃省河西走廊ꎬ随后加

速向东扩散ꎻ至 ２０１０ 年ꎬ苹果蠹蛾已扩散至甘肃、
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 ５ 省区ꎬ对我国的苹

果、梨等水果的生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金瑞华ꎬ
１９９７ꎻ 林伟ꎬ１９９６ꎻ 杨瑞ꎬ２００８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新疆作为苹果蠹蛾在我国的最早发生地ꎬ不仅是我

国境内苹果蠹蛾发生的重灾区ꎬ也是其传出源地ꎬ
评估该地区苹果蠹蛾的种群动态ꎬ不仅对新疆的苹

果蠹蛾防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ꎬ同时对全国苹果、
梨等相关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重要战略价值(努
尔古丽马坎等ꎬ２０１４)ꎮ

从发现到全国大范围的传播ꎬ苹果蠹蛾的监测

和研究工作在中国处于断续状态ꎮ 张学祖(１９５７)
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该害虫的生活史、生活习性、危
害及一些相应的防治技术ꎮ 自 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我国

研究者对苹果蠹蛾在各地苹果园中的动态分布进

行了调查和研究ꎬ结果显示ꎬ其在不同区域存在较

大差别ꎬ成虫始见期从新疆南疆的 ４ 月中旬(谭博

等ꎬ２０１１)到黑龙江的 ５ 月中旬(赵星民ꎬ２０１１)ꎬ年
发生世代数 ２ ~ ４ 代不等 (阿地力沙塔尔等ꎬ
２０１１ꎻ 何树文等ꎬ２０１４ꎻ 林伟丽等ꎬ２００７ꎻ 谭博等ꎬ
２０１１ꎻ 徐婧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春海和苏红霞ꎬ２０１２ꎻ 周昭

旭等ꎬ２００８)ꎮ 于江南等(２００４)对乌鲁木齐市区苹

果蠹蛾越冬代成虫羽化始期进行了研究ꎬ并对早期

成虫动态进行了初步分析ꎬ但未对全年度世代进行

详细划分ꎮ 当前ꎬ利用性诱剂监测苹果蠹蛾已成为

重要的监测手段ꎬ多位研究者对各种性诱剂效果进

行比较分析ꎬ探讨适宜的性诱工具和性诱芯(阿地

力沙塔尔等ꎬ２０１１ꎻ 李晶等ꎬ２０１１ꎻ 罗晓亮和刘

刚ꎬ２０１３ꎻ 王成祥等ꎬ２０１４ꎻ 张新平等ꎬ２０１１)ꎻ石磊

等(２００９)以诱捕器捕获量反映的苹果蠹蛾时空动

态ꎬ可用来进行苹果蠹蛾生活史及发生世代数的研

究ꎬ从而为有效控制该虫提供基础信息ꎮ
我国对新疆南北疆苹果蠹蛾种群发生动态的

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南疆阿克苏(林伟丽等ꎬ２００７ꎻ
王兰等ꎬ２０１１ꎻ 王同仁等ꎬ２０１４ꎻ 魏乐樵ꎬ１９８５ꎻ 徐婧

等ꎬ２０１２ꎻ 张新平等ꎬ２０１１)ꎬ此外在伊犁地区(张煜

等ꎬ２０１４)、奎屯(戴德成ꎬ２００９)、乌鲁木齐(阿地力

沙塔尔等ꎬ２０１１ꎻ 于江南等ꎬ２００４)、库尔勒市(谭

博等ꎬ２０１１ꎻ 张春海和苏红霞ꎬ２０１２) 和喀什地区

(王成祥等ꎬ２０１４)也有一些监测工作ꎮ 以上研究主

要集中在单一苹果寄主作物上ꎬ而对苹果园以外的

作物没有进行系统性评估ꎮ 随着新疆林果业耕作

模式和主要经济作物构成发生的变化ꎬ可能对苹果

蠹蛾的动态造成影响ꎬ因此加强新疆地区苹果蠹蛾

的种群动态监测对区域性的防控有指导意义ꎮ
本研究以性诱剂为主要监测工具ꎬ研究不同作

物上苹果蠹蛾种群动态发生规律及其相关性ꎬ为精

确预报和区域化防控指导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田间布局

北疆:乌鲁木齐五一农场(北纬 ４３°５５′５５ꎬ东经

８７°２７′)和头屯河农场(北纬 ４３°５０′４６″ꎬ东经 ８７°２８′
４９″)ꎬ该区域年平均气温 ６.５ ℃ꎬ≥１０ ℃积温 ３４００ ℃ꎬ
年平均降水 ２２８.８ ｍｍꎬ年蒸发量 ２６４７ ｍｍꎬ年日照

２８００ ｈꎬ无霜期 １５０~１６０ ｄꎮ
南疆:阿拉尔市(北纬 ４０°３０′１５″ꎬ东经 ８１°１８′

１５″)ꎬ该区域年均气温１０.７ ℃ꎬ均气温℃积温４１１３ ℃ꎬ
年均降水量 ５２ ｍｍꎬ年日照 ２９００ 余 ｈꎬ４~１０ 月平均

日照 ９.５ ｈꎬ无霜期 ２２０ ｄꎮ

１.２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乌鲁木齐五一农场的试验作物为苹

果及邻近李子、葡萄和玉米ꎬ其中苹果园种植年限

１０ 年以上ꎬ葡萄园和李子园为 ７ 年以上成龄果园ꎬ
玉米为当年种植ꎻ头屯河农场的试验作物为桃树及

啤酒花和葡萄ꎬ桃园、葡萄园和啤酒花地均种植 ３ ~
５ 年ꎻ阿拉尔市农一师农科所的试验作物为苹果、梨
和临近苹果园的果园ꎬ园龄 １５ 年以上ꎮ 果园防治

措施基本一致ꎬ主要防治对象为梨小食心虫ꎮ
供试诱芯:苹果蠹蛾性诱芯(宁波纽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ꎮ

１.３　 试验方法

在果园和地块周边用细铁丝将诱捕器悬挂在

地面 １.５ ｍ 处外围树枝或空旷的主干上ꎬ大田人工

设置立架ꎬ高度与树枝上齐ꎬ每个诱捕器相距 ５０ ｍꎬ
诱芯每 ２ 个月更换 １ 次ꎬ换下的诱芯及时回收ꎬ统
一销毁ꎮ 按照不同区域不同生境作物的布局情况

布置诱捕器ꎬ每种作物的监测诱捕器不少于 ５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北疆乌鲁木齐的五一农场和头屯河农

场试验于 ７ 月 ３０ 日 ~ ９ 月 ２７ 日进行ꎬ阿拉尔市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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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于 ８ 月 ６ 日~９ 月 ２７ 日进行ꎻ各试验区按照每 ５
日调查 １ 次的方法ꎮ ２００９ 年度ꎬ北疆乌鲁木齐试验

时间为 ４ 月 ２６ 日~９ 月下旬ꎬ南疆阿拉尔为 ６ 月中

旬~９ 月下旬ꎻ北疆每个试验点按照 ５ ~ ７ ｄ 调查 １
次ꎬ南疆按照每 ３ ｄ 调查 １ 次ꎬ分别记载每个诱捕器

所诱到的苹果蠹蛾雄成虫数量ꎬ分析成虫动态ꎮ 同

一年度在同一区域的调查方法保持一致ꎮ

１.４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ꎬ按照监测时间、

区域比较各监测点平均值ꎬ分析相关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苹果蠹蛾成虫种群动态

２００９ 年北疆苹果蠹蛾出现 ２ 个明显的羽化过

程(图 １)ꎬ越冬代出现在 ５ 月上旬 ~６ 月底ꎬ第二发

生阶段为 ７ 月初 ~ １０ 月初ꎮ 其中越冬代成虫高峰

期为 ５ 月中旬 ~ ６ 月上旬ꎻ第 １ 代成虫发生高峰期

在 ７ 月中旬 ~ ８ 月中旬ꎬ第 ２ 代在 ９ 月上中旬有一

个小的高峰期ꎮ

图 １　 新疆苹果蠹蛾种群动态(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Ｆｉｇ.１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乌鲁木齐头屯河农场和五一农场的成虫整体

种群动态在 ２００９ 年表现存在一定差异:五一农场

越冬代成虫羽化高峰期在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ꎬ头
屯河农场在 ６ 月上旬ꎻ１ 代成虫高峰期五一农场出

现在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上旬ꎬ头屯河农场出现在 ７ 月

下旬至 ８ 月上旬ꎻ五一农场成虫种群发生期较头屯

河偏早 ５~ ７ ｄꎮ 五一农场和头屯河农场的苹果蠹

蛾发生期出现较大差异ꎬ初步分析与两地监测区域

作物布局存在差异有关ꎬ五一农场苹果园较多ꎬ头

屯河农场监测区没有苹果ꎬ作为苹果蠹蛾的最主要

寄主ꎬ苹果园的存在对苹果蠹蛾的发生具有较强的

影响作用ꎬ苹果园诱集数量均多于其他作物ꎬ且发

生期偏早ꎮ
南疆阿拉尔市苹果蠹蛾成虫监测结果表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同期监测的成虫发生趋势具有一

致性ꎬ２００８ 年成虫数量远高于 ２００９ 年ꎬ这一监测结

果差异较大的原因有可能和气候以及防治措施存

在较大关系(Ｈｕｓｓａ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２００９ 年监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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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成虫高峰期出现在 ６ 月下旬至 ７ 月上旬、７ 月中

旬至 ７ 月下旬、８ 月上旬至 ８ 月中旬和 ９ 月上旬至 ９
月中旬ꎮ

２.２　 不同作物上苹果蠹蛾种群动态

２.２.１　 不同作物种群动态分析　 同一年度、同一区

域的苹果蠹蛾在不同作物上发蛾高峰表现较为一

致ꎬ但发生量有一定差别(图 ２)ꎮ

图 ２　 不同作物上的苹果蠹蛾成虫动态
Ｆｉｇ.２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Ａ:五一农场 ２００８ 年ꎻＢ:五一农场 ２００９ 年ꎻＣ:头屯河农场 ２００８ 年ꎻＤ:头屯河农场 ２００９ 年ꎻＥ:阿拉尔市ꎮ
Ａ: Ｗｕｙｉ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８ꎻ Ｂ: Ｗｕｙｉ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ꎻ Ｃ: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８ꎻ Ｄ: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ꎻ Ｅ: Ａｌａｅｒ ｃｉｔｙ.

　 　 在北疆的五一农场ꎬ２００８ 年苹果园内单个性诱

芯平均累计诱集成虫 １３.５０ 头ꎬ大于同期李子园、玉
米田、葡萄园的 ５.８０、５.１０、２.２０ 头ꎻ２００９ 年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和 ３ 连苹果园平均累计诱集成虫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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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０ 和 ３６. ５５ 头ꎬ均大于同期李子园、葡萄园的

２１.５０、６.８６ 头ꎮ ２ 年监测结果表明ꎬ五一农场的苹

果园为该区域苹果蠹蛾的主要发生源ꎬ其次为李子

园ꎮ 在头屯河农场ꎬ２００８ 年度葡萄园内平均累计诱

集成虫 ２.００ 头ꎬ大于同期桃园、啤酒花园的 ０.９５、
０.１５头ꎻ２００９ 年葡萄园诱集６.００头ꎬ大于桃园、啤酒

花园的 ５.９２、３.３０ 头ꎮ 总体监测数量较少ꎬ表明该

区域作物种植结构和布局不利于苹果蠹蛾的发生ꎮ
南疆阿拉尔市苹果蠹蛾发生量在 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０９

年有较大差异ꎮ ２００８ 年苹果园和梨园中的苹果蠹

蛾平均累计数量比较接近ꎬ分别为 １３１.４０ 和 １２３.９０
头ꎻ２００９ 年仅对苹果园进行监测ꎬ年度单个性诱点

平均诱集数量仅为 ９.０７ 头ꎮ
２.２.２　 不同作物苹果蠹蛾种群动态相关性分析 　
对监测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２００８ 年五一农场苹果

园成虫数量与玉米地和葡萄园的虫数相关ꎬ但与李

子园不相关ꎻ玉米地成虫仅与葡萄园相关ꎻ葡萄园

蛾量与李子园不相关(表 １)ꎻ头屯河农场桃园成虫

数量与葡萄园无显著相关( ｒ ＝ ０.５７１)ꎻ阿拉尔市苹

果园和梨园成虫极显著相关( ｒ＝ ０.９４５)ꎮ

表 １　 ２００８ 年五一农场苹果蠹蛾诱集数量平均值
相关性检验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ｂｙ ｓｅｘ ｔｒａ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Ｗｕｙｉ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８

苹果园
Ａｐｐｌｅ

玉米地
Ｃｏｒｎ

葡萄园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李子园
Ｐｌｕｍ

苹果园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１

玉米地
Ｃｏｒｎ ｆｉｅｌｄ

０.６８７∗ １

葡萄园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０.７１２∗ ０.８２８∗∗ １

李子园
Ｐｌｕｍ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０.４５３ ０.４６８ ０.４６２ １

　 　 ∗皮尔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ꎬ相关性在 ０.０５ 层上显著(双尾)ꎮ
∗∗相关性在 ０.０１ 层上显著(双尾)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

２００９ 年五一农场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和 ３ 连苹

果园苹果蠹蛾成虫显著相关(表 ２)ꎬ表明同一生境

下的寄主上ꎬ苹果蠹蛾的发生动态具有显著相关

性ꎻ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和 ３ 连葡萄园、李子园的成

虫动态之间无显著相关性ꎬ３ 连苹果园、葡萄园以及

李子园中成虫动态极显著相关ꎬ表明不同区域的苹

果园和其他寄主作物之间的苹果蠹蛾成虫发生动

态没有明显相关性ꎻ在同一区域内ꎬ各监测作物间

苹果蠹蛾种群动态显著相关ꎬ表明近邻区域苹果蠹

蛾成虫种群具有高度一致性ꎮ
２００９ 年头屯河农场葡萄园和桃园的苹果蠹蛾成

虫动态存在显著相关性(ｒ ＝ ０.６２８)ꎬ但两者和啤酒花

园的苹果蠹蛾成虫动态无显著相关性(ｒ＝０.１３９)ꎮ

表 ２　 ２００９ 年头屯河农场苹果蠹蛾诱集数量
平均值相关性检验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ｍｏｔｈ ｂｙ ｓｅｘ ｔｒａ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ａ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

Ａ１ Ａ３ Ｖ３ Ｐ３

Ａ１ １
Ａ３ ０.５０２∗ １
Ｖ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６∗∗ １
Ｐ３ ０.４０３ ０.８２６∗∗ ０.４９８∗ １

　 　 Ａ１:啤酒花 １ 连苹果园ꎻＡ３:３ 连苹果园ꎻＶ３:３ 连葡萄园ꎻＰ３:３
连李子园ꎮ∗皮尔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ꎬ相关性在 ０.０５ 层上显著(双
尾)ꎮ ∗∗相关性在 ０.０１ 层上显著(双尾)ꎮ

Ａ１: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ｓｔ ｈｏ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ꎻ Ａ３: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ꎻ Ｖ３: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ꎻ Ｐ３: Ｐｌｕｍ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
０.０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北疆苹果蠹蛾主要有 ２ 个高峰期ꎬ越冬成虫高

峰期在 ５ 月中旬至 ６ 月上旬ꎬ第 １ 代成虫高峰期在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中旬ꎬ这和阿地力沙塔尔同期研

究结果有一定差别ꎬ可能和局部的生态气候或者作

物布局有一定关系ꎮ 在苹果园的诱捕数量和阿地

力沙塔尔研究结果接近ꎬ平均单日单个性诱剂诱

集量 ０.０５~０.５０ 头ꎮ
苹果蠹蛾 ２００９ 年在南疆阿拉尔市苹果园发生

趋势和徐婧等(２０１２)、王同仁等(２０１４)在阿克苏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但与林伟丽等(２００６)在阿拉尔的

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ꎬ２００９ 年阿拉尔市单个性诱

剂平均单日诱集量 ０.１０ ~ ０.５０ 头ꎬ远低于同期徐婧

和王同仁在其他区域和 ２００８ 年的诱集数量ꎬ可能

与气候条件和防治措施有较大的关系ꎮ
本研究在非果园环境中能监测到一定数量的

苹果蠹蛾ꎬ表明了苹果蠹蛾在不同生境下存在一定

的迁移ꎬ这对果园的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价值ꎬ但最

大的迁移距离没有得到确认ꎮ
我国对苹果蠹蛾成虫种群动态处于监测水平

上ꎬ对种群动态预测未见报道ꎮ 国外在种群模拟和

预测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ꎮ Ｓｈａｆｆｅｒ ＆ Ｇｏｌｄ
(１９８５)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生物气候学的相

关原理对整个生育期的苹果蠹蛾进行了模拟预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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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精确指导苹果蠹蛾发生量的预测ꎻＴｒａ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研究建立了苹果蠹蛾最适防治时间预测

模型ꎬ用于指导有机果园的苹果蠹蛾综合防治ꎻ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认为气候是影响苹果蠹蛾种群

变化的重要因素ꎮ 国外研究结果对于国内苹果蠹

蛾种群的预测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ꎻ国内苹果蠹蛾

的种群动态与趋势预测研究需要依托地区做好长

期系统性监测ꎬ在苹果蠹蛾的田间自然种群生命表

基础上ꎬ结合区域的气候和管理措施建立适宜本区

域的预测预报模型ꎬ为今后苹果蠹蛾的区域化预测

和控制提供技术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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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实践与
入侵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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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植物保护工作总站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３

摘要: 苹果蠹蛾是威胁果业生产的检疫性有害生物ꎬ已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 ７ 个省发生分布ꎮ
陕西省是我国主要的苹果优质产区ꎬ阻截苹果蠹蛾向陕西扩散是保护陕西乃至全国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ꎮ 通过对陕西苹

果蠹蛾入侵风险、阻截防控过程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ꎬ明确了入侵路径ꎬ探讨防控策略ꎮ 由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果汁加工

原料果携带幼虫远距离方式传入陕西的风险较大ꎻ由甘肃、宁夏等地经过陕西西部果区自然传播方式进入陕西的风险加

剧ꎮ 提出加强果汁企业监管ꎬ拒绝携带苹果蠹蛾果品进入非疫区ꎬ是防止远距离传播的最有效措施ꎻ做好自然传播的防控

策略与措施研究ꎬ已迫在眉睫ꎮ
关键词: 苹果蠹蛾ꎻ 生物入侵ꎻ 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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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蠢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ａｎｅｌｌａ(Ｌ.) 是全国农业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ꎬ也是国际关注的苹果害虫之

一ꎬ对苹果、梨等水果的生产威胁极大(王福祥等ꎬ
２０１２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１２)ꎮ 陕西省果区生态环境适

宜苹果蠹蛾定殖为害ꎮ 在全面评价苹果蠹蛾传入

风险基础上ꎬ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为保护苹果产业安

全ꎬ陕西省全面开展苹果蠢蛾阻截防控工作ꎮ

１　 陕西省苹果蠹蛾入侵的风险
陕西省目前没有苹果蠹蛾发生ꎬ属于非疫区ꎮ

苹果蠹蛾自身传播能力较差ꎬ自然传播扩散速度较

慢ꎻ远距离传播主要通过幼虫随果品、包装物由发

生区向外扩散ꎮ

１.１　 苹果蠹蛾在我国发生分布情况

苹果蠹蛾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进入新疆ꎬ ８０ 年

代进入甘肃省ꎬ之后持续向东扩张ꎻ２００６ 年ꎬ又在我

国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发现ꎮ 当前ꎬ苹果蠹蛾已

在甘肃省酒泉到兰州市的河西走廊地区、平凉市

(郭萍等ꎬ２０１５)ꎬ新疆全境ꎬ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青铜峡市(李锋等ꎬ２０１１)ꎬ内蒙古西部

地区ꎬ黑龙江南部地区ꎬ辽宁葫芦岛ꎬ吉林延边等地

发生分布(徐婧等ꎬ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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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苹果蠹蛾远距离入侵威胁

果品运输是苹果蠹蛾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方式ꎮ
陕西是我国ꎬ乃至全球主要果汁加工基地ꎬ有果汁

加工企业 ２７ 家ꎬ年实际加工能力 ３４０ 万 ｔꎬ可生产

浓缩果汁 ８０ 万 ｔ 以上ꎬ受各种因素影响ꎬ年加工果

汁量在 ３０ 万 ~ ６０ 万 ｔ 不等ꎬ原料果需求 １５０ 万 ~
２４０ 万 ｔꎮ 陕西省内原料果供应量 １５０ 万 ｔ 左右ꎬ不
能满足企业生产需求ꎬ致使原料果收购价格一直居

高不下ꎬ新疆、甘肃、宁夏等其他省份原料果进入陕

西欲望强烈ꎮ 当前ꎬ原料果以虫蛀果、病残果、下拣

果为主ꎬ苹果蠹蛾极易通过原料果携带远距离传播

扩散ꎮ

１.３　 苹果蠹蛾自然扩散威胁

苹果蠹蛾近距离传播主要靠自身传播扩散ꎬ每
年扩散速度 ５０ ~ ６０ ｋｍꎮ 目前ꎬ从公布的疫情发生

区看ꎬ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都已发生苹果蠹蛾ꎬ这些

地区距离陕西省果区直线距离 ４００ ｋｍ 左右ꎬ间隔

地带不但没有自然屏障ꎬ而且苹果等寄主作物栽植

面积较大ꎬ具备自然传播条件ꎮ 从监测情况看ꎬ与
陕西省毗邻的一些地区已经多次诱捕到苹果蠹蛾

越冬代成虫ꎬ定殖风险大ꎮ 因此ꎬ苹果蠹蛾通过自

然传播入侵陕西形势不容忽视ꎮ

２　 陕西省苹果蠹蛾阻截防控成效
为防止和控制苹果蠹蛾人为传入ꎬ保护果业安

全ꎬ陕西省从开展公路阻截、强化检疫监管、科学监

测调查等方面入手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阻截防控体

系(杨桦等ꎬ２０１２)ꎬ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全方位开展了

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工作(吴金亮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１　 监测调查情况

以疫情处置场、果汁加工企业、果品批发市场、
高速公路服务区四周、３１２ 国道沿线及与疫情发生区

交界的县区道路沿线果园为重点ꎬ以性诱剂监测为

手段ꎬ形成严密监测网ꎬ并按监测技术规范要求ꎬ每
年的 ４ 月下旬~９ 月下旬ꎬ开展苹果蠹蛾成虫监测ꎮ
５ 月下旬~１１ 月下旬ꎬ对上述重点区域监测点附近

１ ｋｍ内的果园进行拉网式幼虫调查ꎻ对高速公路服

务区、果汁加工企业、果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周围

的加工、食用弃果ꎬ剖果检查有无疑似幼虫ꎮ 及时发

现疫点和染疫果品ꎬ封锁保护和销毁扑灭ꎮ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展苹果蠹蛾监测以来ꎬ在不同区

域的果汁加工厂外已 ５ 次诱捕到成虫ꎬ对诱捕到成

虫的区域半径 １ ｋｍ 范围内进行喷药保护ꎻ而后在

相同区域连续 ２ 年没有再次捕到ꎮ 在陕西与甘肃、
宁夏交界ꎬ主要入陕交通干线周边等高风险区也未

诱捕到和发现苹果蠹蛾成虫和幼虫ꎮ

２.２　 检疫监管情况

苹果蠹蛾检疫监管重点区域是果汁加工企业

和果品贮存、销售市场ꎮ 每年在果品加工企业收购

加工期间ꎬ果汁企业所在县向企业派驻农业植物检

疫人员ꎬ协助企业建立检疫检查流程ꎬ加强高风险

区的无害化管理ꎮ 发现疫情ꎬ按程序进行销毁ꎬ并
对企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ꎮ 同时ꎬ各地植物检疫机

构不定期对辖区内果品批发市场及超市的商品果

进行检查ꎬ核查植物检疫证书ꎬ对来自疫区和疫情

发生区的果品ꎬ必要时进行复检ꎮ 对有关企业建立

植物检疫违法行为登记档案ꎬ并与支农惠农政策挂

钩ꎬ促进企业自觉遵守苹果蠹蛾阻截防控的各项法

律法规ꎮ
通过多年的监管ꎬ共截获染疫果品 ２ 批次ꎬ并

进行直接销毁ꎬ５ 家企业受到处罚ꎻ企业自律意识得

到加强ꎬ调整了经营模式和思路ꎬ取消了从疫区、疫
情发生区原料果的收购渠道和合同ꎻ已有 ４ 家集团

在甘肃、宁夏、新疆建立果汁加工厂ꎬ就近收购原料

进行加工ꎬ减轻了陕西省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压力ꎮ

２.３　 公路阻截情况

经陕西省政府批准ꎬ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陕西在与

甘肃、宁夏等疫情发生区交界主要交通干线设立 １２
个公路检查站ꎬ每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公安、
交通、农业 ３ 个部门抽调人员ꎬ对进入陕西的运输

果品车辆进行检查ꎮ 对运输商品果的车辆登记放

行ꎻ对运输虫落果、残次果的ꎬ检疫人员严查果品产

地ꎬ来自非疫情发生区的ꎬ登记放行ꎻ 来自疫情发

生区或无法立即确认果品产地的ꎬ进入疫情处置场

进行检疫检查ꎬ对违规调运行为依法处理ꎬ染疫果

品深埋销毁ꎮ
８ 年来ꎬ公路检查站共检查运输残次果的车辆

１７５５ 辆ꎬ３０ 万 ｔ 左右ꎮ 截获并销毁染疫果品 ２ 批

次ꎮ 通过阻截和宣传ꎬ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外省原料果

入陕数量急剧减少ꎬ分别仅有 １５ 和 ８ 车ꎮ

３　 传入路径分析

３.１　 远距离传入路径

３.１.１　 随风险果传入风险大ꎬ商品果传入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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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陕西苹果蠹蛾阻截防控实践结果看ꎬ苹果蠹蛾

幼虫均在果汁加工原料果中截获ꎬ商品果中未发现

苹果蠹蛾幼虫ꎬ说明苹果蠹蛾人为传入的主要携带

者是以落果、病残果、下拣果为主的果汁加工原料

果ꎬ随商品果携带传入风险较小ꎮ
３.１.２　 从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传入风险大 　 截获

苹果蠹蛾幼虫的果品均是来自新疆、甘肃等疫情发

生区ꎬ苹果蠹蛾人为远距离传入陕西的主要途径是

新疆、甘肃染疫果品随果品调运进入ꎬ宁夏疫情发

生区果品调运也是重要途径ꎮ
３.１.３　 果汁加工企业及其周边是传入定殖最大风

险区 　 陕西省几次在送往果汁加工企业的原料里

截获到幼虫ꎬ在果汁加工厂附近诱捕到苹果蠹蛾成

虫ꎮ 同时ꎬ果汁加工原料的外购需求ꎬ加大了风险

系数ꎬ说明苹果蠹蛾在果汁加工企业ꎬ特别是周边

果园传入定殖的风险最大ꎮ

３.２　 近距离传播路径

３.２.１　 毗邻甘肃、宁夏果区是自然传播的最大风险

区　 甘肃礼县、秦安、麦积以及平凉市等地已多次

诱捕到苹果蠹蛾成虫ꎬ宁夏中卫已经是苹果蠹蛾发

生区ꎬ这些区域与陕西的凤县、陈仓、陇县、千阳、长
武、旬邑、黄陵、富县等果区之间均是苹果适生区ꎬ
苹果连片种植ꎬ没有自然隔离区ꎬ有利于苹果蠹蛾

自然传播ꎮ
３.２.２　 从内蒙经榆林自然传入风险较小 　 与内蒙

接壤的榆林地区ꎬ是毛乌素沙漠南缘风沙草滩区ꎬ
苹果等仁果类、核果类果树种植面积小ꎬ苹果蠹蛾

寄主缺乏ꎬ不利于自然传播ꎮ

４　 防控策略

４.１　 拒绝携带苹果蠹蛾果品进入非疫区

拒绝携带苹果蠹蛾果品进入非疫区是防止远

距离传播的最有效措施ꎬ但工作难度大ꎮ ２０１２ 年长

武果汁加工企业对果池进行改造ꎬ建立全封闭的风

险果快速加工通道ꎬ对入陕风险果进行快速加工ꎮ
翌年在该果汁厂诱到苹果蠹蛾成虫ꎮ 这说明现有

果汁加工企业设备和加工过程并不能彻底防止苹

果蠹蛾传入和羽化ꎬ阻截防控必须在风险果进入非

疫区以前进行ꎮ

４.２　 加强果汁企业监管

加强果汁企业监管是苹果蠹蛾阻截防控的关

键措施ꎮ 陕西省每一次查获疫点都与果汁企业或

原料果有关ꎬ说明果汁加工企业原料果的外购ꎬ特
别是从疫情发生区调运原料果是苹果蠹蛾传入的

主要原因ꎬ加强果汁企业监管是苹果蠹蛾阻截防控

的关键措施ꎮ

４.３　 研究针对自然传播的防控策略与措施

苹果蠹蛾发生区已十分接近陕西苹果主产区ꎬ
自然传播也成为苹果蠹蛾传入的重要因素ꎬ隔离带

建设的防控策略与可行性研究亟待开展ꎻ研究防控

技术ꎬ制定防控预案ꎬ加强应对措施已成当务之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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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处于我国的东北部ꎬ气候寒冷ꎬ不适

宜果树的大面积种植ꎮ 在该省的中南部浅山区气

候条件较好的区域ꎬ栽培了少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寒

地水果ꎬ面积 １０ 万 ｈｍ２ 左右ꎬ主要有苹果、梨、李、
葡萄等ꎬ苹果以黄太平、金红、龙丰等 １００ ｇ 以下的

品种为主ꎬ梨以秋香、金香水、苹果梨等秋子梨为

主ꎮ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是重要的果树

害虫ꎬ也是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害虫ꎮ ２００６ 年在生

产中发现其危害ꎬ因而受到重视(于广胜ꎬ２０１１)ꎮ
地方的植保部门、科研单位、果树管理部门对苹果

蠹蛾的发生、危害、防治进行了调查和研究ꎬ并提出

一套适宜生产应用的防治技术ꎮ

１　 危害情况
苹果蠹蛾在黑龙江省北纬 ４５°以南比较温暖的

果区被发现ꎮ ２００５ 年发生于黑龙江省的东宁县

(４４.０７°Ｎ)、五常市(４４.９３°Ｎ)ꎬ最初由于当地果树

管理较粗放、果农认识不足、虫害防治不及时、果实

包装箱重复使用等问题ꎬ苹果蠹蛾呈现向北蔓延的

趋势ꎮ
２００７ 年东宁县苹果蠹蛾发生面积超过 ４００ ｈｍ２ꎬ

果园受害率 ６３％ꎬ平均蛀果率 ６.６％ꎬ受害严重的果

园蛀果率达 １８％ꎬ对果品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ꎮ 在

黑龙江省的虫害发生区ꎬ苹果蠹蛾以幼虫蛀果为

害ꎬ主要从果和果相贴、果和叶片相邻的果实胴体

或花萼处蛀入果内危害ꎻ苹果梨和东宁五号梨有

８０％以上虫果是从花萼及萼洼部被蛀入ꎮ 苹果蠹

蛾为害的果实蛀果孔较大且不规则ꎬ孔外有虫粪堆

积ꎬ幼虫进入果实后直达果心ꎬ且有取食种子的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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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ꎬ进而造成幼果发育受阻易脱落ꎮ 一个果实内通

常只有 １ 头幼虫ꎬ幼虫具有转果为害习性ꎬ一头幼

虫蛀食 ３~４ 个果实ꎮ 幼虫发育成熟后从原虫道脱

果或向果皮方向另蛀一虫道脱果(王兆平ꎬ２０１２)ꎮ

２　 发生规律
因黑龙江气候寒冷ꎬ苹果蠹蛾一年只发生 ２

代ꎬ虫害发生期在 ５ 月下旬至 ９ 月下旬ꎮ 苹果蠹蛾

以老熟幼虫(３ 龄以上)在树干的老翘皮内、果树根

际和其他果园废弃物中越冬ꎬ越冬幼虫在根际越冬

量最大ꎮ 树干积雪层内和根际土内存活数量多ꎬ而
树干老翘皮内越冬的部分老熟幼虫有死亡现象ꎬ原
因主要是树干上喷洒的残留农药和白僵菌能直接

杀死幼虫ꎬ同时暖冬能使部分幼虫饥渴死亡ꎮ
第 ２ 年春季越冬幼虫陆续化蛹ꎬ蛹期一般 １５ ｄ

(少数为 ２５ ｄ)左右ꎮ 到 ５ 月下旬(苹果开花盛期)
蛹变为成虫ꎬ在果园里准备产卵ꎬ越冬代成虫形成

后在 ６ ｄ 之内产卵ꎬ卵期 ７ ｄ 或更长ꎬ ６ 月初(坐果

期)是产卵盛期ꎮ 卵主要产在果实、叶片和枝条上ꎬ
一般在果实周围的幼嫩叶片和果实向阳面产卵较

多ꎮ 卵孵化后ꎬ初孵幼虫在果实和叶面上爬行ꎬ寻
找适当部位进入果内ꎬ在此期间如遇到大雨ꎬ会影

响幼虫钻果ꎮ 刚孵化的幼虫会咬破果皮并将其吐

在果实外部不吞食ꎬ这给化学防治带来一定的困

难ꎮ 苹果蠹蛾幼虫在果内生活 ２５ ｄ 左右后脱果ꎬ在
７ 月上旬开始出现脱果幼虫ꎮ 老熟幼虫脱果后爬到

树干上寻找适宜的地方作茧化蛹形成第 １ 代成虫ꎬ
第 １ 代老熟幼虫适应性很强ꎬ只要在遮风、遮雨、遮
光的地方均可以作茧化蛹ꎬ若树干上有合适的作茧

场所即不往树下爬行ꎬ这种特性有利于物理防治

(树干设置诱集带)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树干束物试验中

发现ꎬ受害严重的果园中ꎬ１ 株树的诱集带上可消灭

２９１ 头老熟幼虫ꎮ 该阶段害虫蛹期较整齐ꎬ大部分

蛹在 ７~１４ ｄ 内羽化ꎬ部分蛹期达到 １６ ｄꎮ 经调查ꎬ
在黑龙江发生区ꎬ诱集带(树干基部绑旧衣物)内

９８％以上的第 １ 代老熟幼虫会继续繁殖下一代ꎬ且
死亡率非常低ꎮ 第 １ 代成虫形成以后继续产卵ꎬ产
卵部位主要为果实ꎬ卵孵化后继续为害果实ꎬ到 ９
月份气温变凉ꎬ幼虫脱果ꎬ在树干及根基部寻找合

适的地方作茧越冬ꎮ

３　 防治技术

３.１　 人工防治

(１)刮老翘皮与清园ꎮ 根据苹果蠹蛾在老翘

皮、土块和化肥袋、纸箱等果园废弃物中越冬的特

点ꎬ在果树萌芽前刮老翘皮ꎬ并把老翘皮和收集的

枯枝落叶及其他果园废弃物集中烧毁ꎬ可消灭越冬

幼虫ꎮ (２)疏果时摘除受害的果实并切开虫果杀死

幼虫ꎮ (３)束物诱杀ꎮ 对于树干上无老翘皮或老翘

皮少的果树ꎬ大部分脱果幼虫是通过树干下树ꎬ在
地面上寻找化蛹和越冬场所ꎮ 因此ꎬ在树干上设置

瓦楞纸、旧衣物等(图 １)ꎬ对苹果蠹蛾脱果老熟幼

虫有很好的引诱作用ꎮ 黑龙江省 ７ ~ ８ 月正是第 １
代老熟幼虫作茧化蛹繁殖下一代的时期ꎬ该时段幼

虫的预蛹与蛹期较短ꎬ所以每隔 ７~８ ｄ 需检查一次

束物ꎬ定期消灭老熟幼虫ꎮ 对栽植品种较多的果

园ꎬ束物重点设在金红、龙冠、龙丰、黄太平、新帅、
奎二等苹果树和早酥梨、苹果梨、金香水等梨树上ꎮ
越冬幼虫对越冬场所的要求较高ꎬ用旧衣物诱集试

验发现ꎬ苹果蠹蛾幼虫在颜色较深、较厚、透风性差

的布料中作茧越冬数量较多(林明极等ꎬ２０１２)ꎮ

图 １　 束物诱杀方法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ｙｉｎ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ｔｒｕｎｋ

３.２　 杀虫灯诱杀

根据害虫的趋光性ꎬ在果园中挂频振式杀虫灯

诱杀成虫ꎮ 通过粘板诱杀成虫只能消灭雄虫ꎬ但利

用杀虫灯可消灭雌雄成虫ꎮ 每天挂灯诱杀时间可

定为 １９:００~２３:００ꎬ在此期间一盏灯最多能捕捉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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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成虫ꎮ 灯与灯之间距离可设为 ３０ ~ ５０ ｍꎮ 落地

式杀虫灯效果不及悬挂式杀虫灯ꎬ杀虫灯的悬挂高

度必须达到树冠的上半部(周进华等ꎬ２０１４)ꎮ

３.３　 粘虫胶粘杀脱果幼虫

苹果蠹蛾老熟幼虫脱果后会在树干上爬行寻

找作茧场所ꎬ如果树干上无老翘皮其会下树寻找合

适的场所ꎮ 根据这种特性ꎬ在树干基部设置粘虫环

能有效控制下一代繁殖蔓延(图 ２)ꎮ 树干涂胶最

佳时间:第 １ 次 ７ 月上旬ꎬ第 ２ 次 ７ 月下旬ꎬ第 ３ 次

８ 月下旬ꎮ 涂胶宽度可在 ８ ｃｍ 以上ꎮ 结合刮治老

翘皮效果更为明显ꎮ

图 ２　 粘虫胶粘杀法
Ｆｉｇ.２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ｙ ｓｔｉｃｋｙ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３.４　 性诱芯防治

利用性信息素测报苹果蠹蛾成虫发生高峰期

并诱杀成虫ꎬ诱杀成虫可利用水盆式诱捕器、三角

形沾虫板等ꎮ 诱捕器间距为 １５ ~ ２０ ｍꎮ 利用水盆

式诱捕器时要注意保持盆中水位ꎬ利用沾板式诱捕

器时注意观察沾板的粘性ꎬ若粘性变差要及时更换

沾板ꎮ

３.５　 药剂防治

根据成虫发生情况和产卵情况使用药剂ꎮ 根

据每年的监测ꎬ苹果蠹蛾成虫在黑龙江省发生有一

定的规律性ꎬ越冬代成虫一般在果树开花时开始活

动ꎬ到幼果期达到活动高峰ꎬ该时期为第 １ 次药剂

防治关键期(王庆波等ꎬ２０１４)ꎻ当卵果率达到 ０.１％
时可以进行喷药防治ꎬ隔 １０ ｄ 喷一次ꎮ 第 ２ 次药剂

防治关键期在 ７ 月中下旬~８ 月上旬ꎮ 防治苹果蠹

蛾必须选择具杀卵和胃毒作用的药剂ꎬ如杜邦奥得

腾、灭幼脲 ３ 号、甲维盐、高效氯氰菊酯、２.５％高效

氯氟氰菊酯等ꎮ

３.６　 迷向法防治

迷向法防治ꎬ即利用苹果蠹蛾信息素缓释剂防

治ꎮ 该防治技术正在试验、示范中ꎮ 在黑龙江、甘
肃、宁夏等地区利用迷向法防治苹果蠹蛾的试验表

明ꎬ在苹果蠹蛾发生密度较小的地区ꎬ 迷向丝 (澳大

利亚 Ｂｉｏｇｌｏｂａｌ 公司进口)采用 ６６０ 根ｈｍ－２的悬挂

密度可以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涂洪涛等ꎬ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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