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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蝇蛹和果蝇蛹繁育的蝇蛹金小蜂对果蝇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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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蝇蛹金小蜂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Rondani）是杨梅园等果园果蝇类害虫蛹期
常见寄生蜂种类，在对果蝇类害虫的生物防治上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探讨使用家蝇蝇蛹为替代寄主
繁育蝇蛹金小蜂的方法。
【方法】 探讨分别以家蝇蛹和果蝇蛹繁育的蝇蛹金小蜂对家蝇和果蝇蝇蛹的
选择性，并比较了在两种寄主上繁育的蝇蛹金小蜂在大小、寿命、产卵期、后代产量和性比等方面的
差异。
【结果】 结果表明与果蝇蛹相比，家蝇蛹明显较大，在家蝇蛹上发育的蝇蛹金小蜂后代个体也明显
较大；家蝇蛹和果蝇蛹发育的寄生蜂雌蜂寿命为（13.4±4.11）和（3.94±2.49）d、产卵期分别为（11.4±4.11）
和（3.13±2.42）d、单头雌蜂后代雌蜂数量分别为（34.31±31.83）和（7.88±3.58）头，在家蝇蛹上繁育的
寄生蜂明显具有较长的寿命和产卵期、更多的雌雄蜂后代数量；在对家蝇蛹和果蝇蛹的选择上，繁育自家
蝇和果蝇的蝇蛹金小蜂雌蜂选择频率的差异不大。
【结论】 利用家蝇蛹繁殖的蝇蛹金小蜂在寄生果蝇蛹时
具有更大优势，在繁殖蝇蛹金小蜂控制杨梅园等果蝇的为害时，可以选择家蝇蛹作为替代寄主。
关键词 寄生蜂，害虫，生物防治，替代寄主，果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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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 is a parasite of fruit flies that is an important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of

these pests. Whether this parasitoid can be reared on housefly pupae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The host preferences of

parasitoids reared on housefly or fruit fly pupae were compared. The offspring size, longevity, oviposition duration, productivity,
and offspring sex ratio from females reared on these two types of hosts were also compared. [Results]

Housefly pupae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fruit fly pupae, and parasitoids that developed from housefly pupae were also larger. The longevity,
oviposition duration, number of offspring per female of female parasitoids reared on housefly and fruit fly pupae were (13.4 ± 4.11)
and (3.94 ± 2.49) d, (11.4 ± 4.11) and (3.13 ± 2.42) d, (34.31 ± 31.83) and (7.88 ± 3.58), respectively. The host preferences of
parasitoids reared on the two kinds of hosts were similar.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 vindemmiae reared on

housefly pupae were healthier than those reared on fruit fly pupae, and that housefly pupae are suitable hosts for rearing P.
vindemmiae for the control of fruit fly pests in waxberry or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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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蜂是重要的天敌昆虫，在生物防治上占
据重要地位。大规模人工繁殖寄生蜂是利用寄生
蜂对害虫进行生物防治的关键所在。蝇蛹金小蜂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 (Rondani)是黑腹果
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的蛹期寄生蜂，属于
膜翅目 Hymenoptera，小蜂总科 Chalcidoidea，
金小蜂科 Pteromalidae，为世界范围内的广布种
（Noyes, 2013）；在对杨梅园等果园的黑腹果蝇
防治上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段毕升等，2012；
张同心等，2013）；该寄生蜂同时也是家蝇 Musca
domestica 的蛹期寄生蜂（Noyes，2013）。
寄生蜂在发育中，营养物质全部源自寄主，
寄主质量的好坏影响到寄生蜂后代的质量。一些
研究在利用替代寄主繁育寄生蜂方面已经做出
卓有成效的研究，如白蛾周氏啮小蜂 Chouioia
cunea 和川硬皮肿腿蜂 Scleroderma sichuanensis
等（杨伟等，2005；姚万军和杨忠岐，2008）。
替代寄主与初寄主相比，取材较易、繁殖快、效
益高，繁殖出的寄生蜂常常具有对目标害虫的更
强防治效果。同果蝇蛹相比，家蝇蛹具有较大的
体积，可能在繁殖寄生蜂时具有更大优势。本文
利用家蝇蛹和果蝇蛹繁殖蝇蛹金小蜂，比较了两
种寄主繁殖的寄生蜂对家蝇蛹和果蝇蛹的选择
性，以及在大小、寿命、产卵期、后代性比等方
面的差异，旨在为规模化繁殖蝇蛹金小蜂并应用
于杨梅园等果园黑腹果蝇防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黑腹果蝇采自余姚市丈亭镇杨梅基地，
在室内进行人工饲养。黑腹果蝇的饲养方法采用
本实验室的改进蝇笼饲养方式（段毕升等，
2012），笼内放置直径 10 cm、高 15 cm 的玻璃
杯，杯中加入 1~2 cm 厚的固体培养基碎片。每
天定期更换果蝇蝇笼内的产卵杯，以卫生纸封
口，并用喷瓶喷以少量牛奶，饲养至幼虫化蛹；
果蝇蛹一般集中在光滑的玻璃杯杯壁上，使用喷
瓶喷少许水，湿润果蝇蛹，随后用软毛笔扫下蛹，
并置于吸水纸上吸去蛹表水滴，挑取 3 日龄以内
大小近似的果蝇蛹用于饲养和实验。供试家蝇采
自安徽师范大学中校区食堂附近，在室内进行人
工饲养 2 年以上（陈中正等，2011）。家蝇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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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参照何凤琴（2006），室内使用含水量 60%
左右的麦麸饲养幼虫获得家蝇蝇蛹。通过调整饲
料中家蝇卵的数量，获得大小近似的家蝇蛹。
蝇蛹金小蜂于宁波市宁海县松鹰杨梅基地
通过饲养的果蝇蛹诱集获得（段毕升等，2012），
以黑腹果蝇蛹为寄主，连续饲养 1 年以上。培养
器皿为直径 10 cm、高 15 cm 的玻璃杯。蝇蛹和
小蜂比例为 20︰1，同时以 10％的蜂蜜水补充营
养。实验前，取出部分蝇蛹金小蜂以家蝇蛹为寄
主进行饲养，繁殖 3 代以上。
实验在人工气候箱（PRX450A，宁波海曙赛
福实验仪器厂）内进行，温度为（25±1）℃，光
照强度约为 2 000 lx（14L︰10D），相对湿度为
50%±5%。使用数码体式显微镜（MC-D310U，
凤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图像采集并拍照。
分装蛹时使用的冻存管直径 1 cm、高 5 cm，在
管盖处开孔并封以 100 目尼龙网。用于实验观察
的小玻璃杯透明，直径 4 cm、高 5 cm。
1.2 家蝇蛹和果蝇蛹繁育的蝇蛹金小蜂对两种
类型的蛹选择
将羽化 24 h 内蝇蛹金小蜂收集在上述玻璃
杯中，并给予 10%蜂蜜水，饲养 24 h，以便其充
分自由交配，来自家蝇蛹和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
分开收集。实验分为源自家蝇蛹的蝇蛹金小蜂和
源自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两个处理，每处理各
31 个重复。实验时，取洁净的玻璃 Y 管，在短
管的两端内分别放置 5 枚家蝇蛹和 5 枚果蝇蛹，
将交配后的雌蜂从长管端引入，并将 Y 管的各
个开口用脱脂棉封口，以防止寄生蜂钻出。记录
寄生蜂对两个种类寄主的选择，当寄生蜂完成首
次寄生后，挑出被寄生的蝇蛹，装入冻存管中，
寄生蜂用 75%酒精浸泡保存。统计寄生蜂对两种
寄主的选择频率，饲养被寄生的蛹至出蜂，统计
羽化的寄生蜂数量。
1.3 家蝇蛹和果蝇蛹繁育的蝇蛹金小蜂对黑腹
果蝇蛹的利用
实验分为源自家蝇蛹的蝇蛹金小蜂和源自
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两个处理，每个处理均使用
交配后的蝇蛹金小蜂为产卵者。每个处理均设
20 个重复组，每个小玻璃杯为 1 个重复；在杯中
引入一头交配后的雌蜂，接入 20 头 3 日龄内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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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蛹，同时以脱脂棉沾取 10% 蜂蜜水以提供营
养。每 24 h 定时取出杯中蝇蛹，再补充 20 头相
应日龄的新鲜蝇蛹。实验持续至雌蜂死亡。将每
天更换后获得的蝇蛹分别装入冻存管中，每天定
时记录各管内羽化的雄蜂、雌蜂和果蝇数量，管内
蝇蛹在体式显微镜下镜检。统计获得寄生蜂的存活
时间、产卵历期、果蝇数量、每日雌蜂和雄蜂产量
及性比。数据经过筛选，排除仅产雄性后代的重复
组，源自家蝇蛹的蝇蛹金小蜂处理组有效重复组为
13 组，果蝇蛹小蜂有效重复组为 17 组。
1.4

数据分析

使用数码体式显微镜进行蛹和寄生蜂图像
拍摄，并测量寄生蜂后足胫节长度和寄主蛹的长
度 。 在 R2.6.1 软 件 中 使 用 广 义 线 性 模 型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GLM）分析了各参
数对寄生蜂后代数量和后代性比的影响。数量数
据使用泊松分布模型，比例数据使用二项分布模
型。建立模型后，根据模型的 HF（残差/df）值判
定数据与泊松分布或二项分布的符合程度。较大
的 HF 值（HF > 1）意味着偏离泊松分布或二项分
布，会导致显著性检验程度被高估；用近似泊松

Table 1

51 卷

分 布 （ Quasipoisson ） 或 近 似 二 项 分 布
（Quasibinomial）进行模型拟合，对最后获得的模
型用 F 检验进行分析（Crawley, 2007）
。卡方检验
和 t-检验使用 SPSS11.5 软件完成（张文彤, 2002）
。

2

结果与分析

2.1

蝇蛹金小蜂对果蝇蛹和家蝇蛹的选择性

繁育自两种类型蛹的蝇蛹金小蜂对果蝇蛹
和家蝇蛹的选择如表 1 所示，31 组源自果蝇蛹
的蝇蛹金小蜂中，选择果蝇蛹的为 16 头，选择
家蝇蛹的为 15 头；31 组源自家蝇蛹的蝇蛹金小
蜂中，选择果蝇蛹的为 11 头，选择家蝇蛹的为
20 头。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两种来源的蝇蛹金小
蜂对果蝇蛹和家蝇蛹的选择频率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1.64，df=1，P=0.20）。源自果蝇蛹和
家蝇蛹的蝇蛹金小蜂寄生后，果蝇蛹和家蝇蛹中，
各有 6 头家蝇蛹和 1 头果蝇蛹没有出蜂。实验用
的家蝇蛹和果蝇蛹的长度差异显著（t60=43.06,
P<0.01），家蝇蛹显著较果蝇蛹大（图 1）。

表 1 繁育自不同寄主的蝇蛹金小蜂对家蝇蛹和果蝇蛹的寄生选择
Parasitic selection of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 from different hosts to housefly and fruit fly pupae

类型 Types

果蝇蜂
Parasitoids from
fruit fly pupae

家蝇蜂
Parasitoids from
housefly pupae

蛹 Pupae

后代 Offspring

类型 Types

数量 Number

果蝇
Fruit flies

16

家蝇
Houseflies

15

果蝇
Fruit flies

11

家蝇
Houseflies

20

性别 Sex

数量 Number

胫节长度 Tibia length (mm)

雌 Female

13

0.32±0.04

雄 Male

2

0.35±0.06

雌 Female

8

0.40±0.04

雄 Male

1

0.35

雌 Female

7

0.37±0.02

雄 Male

3

0.32±0.01

雌 Female

13

0.40±0.03

雄 Male

1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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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蝇蛹和果蝇蛹大小比较
Comparison of housefly pupae and fruit fly
pupa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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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3 组寄生蜂后代全部为雄性，表明该雌
蜂可能为未成功交配个体，故未包含在分析中。
蝇蛹金小蜂的产卵期为（3.13±2.42）d（N=17），
最长产卵期为 11 d，平均寿命为（3.94±2.49）d
（N=17），最长寿命 12 d。单个雌蜂后代雌雄蜂
分别为（7.88±3.58）头和（3.50±3.60）头（N=17），
后代雄性比为（0.27±0.18）（N=17）。
与源自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相比，源自家蝇
蛹的蝇蛹金小蜂明显具有较长的寿命（t18.19=7.37,
（图 2），
P<0.01）和产卵期（t19.23=6.10, P<0.01）
后代雌蜂数量（F1,29=18.80, P<0.01）、雄蜂数量
（F1,29=29.10, P<0.01）和后代总数（F1,29=36.95,
P<0.01）均显著较多（图 3）。后代雄性百分比

*

*

表示平均数±标准差，下图同。
indicates mean±SD, the same below.

使用 GLM 模型分析了寄生蜂类型（源自果
蝇蛹和家蝇蛹）、蛹类型（果蝇蛹和家蝇蛹）以及
两者间交互作用对蝇蛹金小蜂雌蜂后代胫节长度
的影响。结果表明，寄生蜂后代胫节长度受寄生
蜂类型（F1,38=5.76, P=0.02）和蛹类型（F1,39=31.90,
P<0.01）的影响显著，在家蝇蛹上发育的寄生蜂
后足胫节显著较长，表明使用家蝇蛹繁殖的蝇蛹
金小蜂具有较大的后代个体；源自家蝇蛹的蝇蛹
金小蜂的后代胫节显著较长。寄生蜂类型和蛹类
型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寄生蜂雌蜂后代的胫节长度
影响并不显著（F1,37=3.61, P=0.07），这表明寄生
蜂类型和蛹类型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

图2

源自家蝇蛹和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寿命和产卵期
Fig. 2 Longevity and oviposition duration of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 from housefly and
fruit fly pupae respectively

2.2 不同寄主羽化的蝇蛹金小蜂对黑腹果蝇蛹
的利用
在家蝇蛹羽化的蝇蛹金小蜂寄生果蝇蛹的实
验中，7 组寄生蜂后代全部为雄性，表明该雌蜂
可能为未成功交配个体，故未包含在分析中。蝇
蛹金小蜂的产卵期为（11.38±4.11）d（N=13），
最长产卵期为 19 d ，平均寿命为（13.38±4.11）d
（N=13），最长寿命 21 d。单个雌蜂后代雌雄蜂
分别为（34.31±31.83）头和（20.00±15.50）头
（N=13），后代雄性百分比为（0.42±0.22）
（N=13）
。
在果蝇蛹羽化的蝇蛹金小蜂寄生果蝇蛹的
* 资助项目：宁波市重大（重点）科技攻关择优委托项目（2009C10004）
；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203089）
；
；重要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研究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基金；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21037008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17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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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01，接受日期：201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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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源自家蝇蛹和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后代产量
Fig. 3 Production of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
from housefly and fruit fly pupae respectively

在源自两种类型蛹的蝇蛹金小蜂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F1,29=0.60, P=0.44）。可见，在与源自
果蝇蛹的蝇蛹金小蜂相比，源自家蝇蛹的蝇蛹
金小蜂在寿命、产卵期、后代产量等方面均具有
显著优势。

3

讨

论

对于抑寄生性寄生蜂而言，在发育中，营养
物质全部源自寄主，寄主质量的好坏影响到寄生
蜂后代的质量；寄生蜂雌蜂对寄主的选择影响其
后代的适应性（Lampson et al., 1996; Liu et al.,
2011）。蝇蛹金小蜂存在着多种蝇类寄主，如黑
腹果蝇、家蝇和多种实蝇等（Noyes, 2013）。同
时，蝇蛹金小蜂还可成为蝇类其他种类寄生蜂的
重寄生蜂，形成兼性重寄生蜂，如存在对 4 种实
蝇类初寄生蜂的重寄生习性（Wang and Messing,
2004）。蝇蛹金小蜂的个体大小随寄主不同而在
一定范围内变化，多样性的寄主导致寄生蜂个体
大小的多样性；在较大的寄主体内，能够形成较
大的后代个体。本研究表明与果蝇蛹相比，家蝇
蛹显著较大，在家蝇蛹上发育的蝇蛹金小蜂个体
明显较大、产卵期和寿命显著变长以及雌雄蜂后
代数量更多。而在对家蝇蛹和果蝇蛹的选择上，
源自家蝇和果蝇的蝇蛹金小蜂雌蜂选择频率的
差异不大。这表明，利用家蝇蛹繁殖的蝇蛹金小
蜂具有更大优势，在繁殖蝇蛹金小蜂控制果蝇的
为害时，可以选择家蝇蛹作为替代寄主，从而获
得更好的对果蝇控制效果。
一些研究指出，寄生蜂存在对所寄生寄主类
型的“学习”行为（杨伟等，2005；Lentz and Kester,
2008）。用替代寄主黄粉虫 Tenebriomolit 蛹繁殖
的川硬皮肿腿蜂 Scleroderma sichuanensis 时，当
川硬皮肿腿蜂羽化期和成虫初期经历松枝皮、松
针、松节油、杉枝皮等的挥发物后，雌蜂对这些
挥发物的选择性提高，形成“学习行为”，从而
提升了使用替代寄主繁育的寄生蜂的寄生功效
（杨伟等，2005）。寄生蜂对寄主类型的“学习
行为”主要存在于羽化后的寄生经验，尤其是羽
化早期的经历（刘树生等，2003）。对一种幼虫
期 寄 生 蜂 Psyttalia concolor （ Hymenoptera:
Braconidae）的研究也表明，羽化后的寄生蜂对
寄主所在环境中的一些颜色等特性特征具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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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行为，可形成对特定背景颜色的偏好性
（Benelli and Canale, 2012）。这些已有的研究基
础表明，蝇蛹金小蜂发育期的寄主类型可能不能
对其成虫期对寄主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
的结果表明，发育自家蝇蛹和果蝇蛹的蝇蛹金小
蜂对家蝇蛹和果蝇蛹并不具显著的选择偏好，也
进一步证明这一推论。使用家蝇蛹繁殖的蝇蛹金
小蜂在理论上完全具备对果蝇蛹的寄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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