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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蛾饲养技术与规范*
郭兆将**

康

师

吴青君

张友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L.）是一种世界性危害的十字花科蔬菜重要害虫，其抗药性问题尤为

突出。目前，小菜蛾已成为害虫抗药性等多个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而小菜蛾室内大规模人工饲养是
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针对目前小菜蛾室内大规模人工饲养技术存在不规范、不科学、不标准等问题，本
文重点介绍了本实验室成熟系统的小菜蛾室内大规模人工饲养方法——甘蓝萝卜苗法。该方法简单、易操
作、实用性强，因此，可以作为一种小菜蛾室内大规模人工饲养的技术规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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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mass-rearing of the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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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 is an important global pest of crucifers. The resistance of this

species to insecticides is a major obstacle to its effective management. P. xylostell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udy speci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ing insecticide resistance. Developing methods for the mass-rearing of P. xylsotella in the
laboratory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facilitate such research. Current techniques for the laboratory mass-rearing of P. xylsotella
are nonstandard and unscientific.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a standardized technique for
the mass-rearing of this species in the laboratory that is both simple and practical. This method of mass-rearing P. xylsotella
deserves to be promoted n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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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L.）属于鳞翅目

田间防治压力很大（张友军等，2013）。小菜蛾

Lepidoptera 菜蛾科 Plutellidae，是一种世界性分

之所以危害如此严重是因为其极易对杀虫剂形

布的十字花科蔬菜重要害虫。小菜蛾个体较小，

成抗药性，其杀虫剂抗性发展速度快，抗性水平

世代周期短，繁殖能力强，严重危害时能造成蔬

高，抗性谱极广，田间化学防治十分困难（吴青

菜减产 90%以上，甚至绝收。据最新统计，每年

君等，2001）。因此，小菜蛾是害虫抗药性机制

由小菜蛾危害所造成的全球直接及间接经济损

研究理想的实验材料，目前小菜蛾已成为昆虫毒

失高达 40~50 亿美元（Furlong et al.，2013）。

理学、生理学、免疫学和病理学等学科领域的重

在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小菜蛾已发展成

要研究对象和实验昆虫，而室内小菜蛾大规模人

为南方多个省份十字花科蔬菜的主要害虫，而

工饲养技术成为开展以上各项研究的重要基础。

且，近年来其在北方的危害也呈明显上升趋势，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项关于小菜蛾室内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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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技术的研究报道，然而，比较后可以发现，

下垫一层报纸，然后将高温湿热灭菌后烘干处理

这些技术方法各有利弊，不宜使用单一方法长期

的蛭石平铺于长方形塑料盆内（3.0~3.5 cm 厚），

进行小菜蛾大规模人工饲养（Hou，1986；陈宗

再在上面铺一层薄黄纸，浇水后再均匀撒播萝卜

麒等，2001；弓爱君等，2005；董世峰等，2010）。

种子，出芽前覆盖黑色塑料薄膜避光处理，置于

本实验室已开展小菜蛾抗药性研究工作十余年，

温湿度合适的养苗温室内，出芽后让其自然生

并在甘蓝苗活株法的基础上配合萝卜苗蛭石法

长，注意浇水保湿。待萝卜苗长至 3 cm 左右时

形成了独特的甘蓝萝卜苗法和一整套成熟标准

（图 1：A），即可用于饲喂小菜蛾幼虫。

的小菜蛾室内大规模人工饲养技术。针对目前一

（2）甘蓝苗种植。甘蓝品种：京丰 1 号，

些小菜蛾饲养技术与方法不规范、不科学、不标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甘蓝种

准等问题，本文作者对本实验室小菜蛾室内大规

子处理：将甘蓝种子漂洗干净，浸泡 6~7 h 后冲

模人工饲养技术进行了总结并对饲养过程进行

洗滤干，用 75%百菌清（或 50%多菌灵）500 倍

了规范，以期为国内开展小菜蛾相关研究的实验

液浸泡 40 min 进行消毒，再用清水冲洗滤干，

室提供室内大规模人工饲养的技术规范。

然后均匀撒播在 64 孔育苗穴盘中。穴盘中灭菌

1

饲养材料

1.1

饲养用品
冰箱；高温湿热灭菌锅；烘箱；空调；除湿

机；双层光照养虫架（层间距 40~45 cm）；纱
网；长方形不锈钢托盘（40 cm × 20 cm）；成虫

营养土厚度不超过塑料盘高度的 2/3，用喷壶淋
水至饱和；种子发芽后一周，喷洒尿素液（3 g/L），
待幼苗长至 4~5 片叶，将甘蓝幼苗移入直径 8 cm
的塑料营养钵。当甘蓝苗长成 6~8 片叶时（图 1：
B），即可放入养虫室饲喂小菜蛾幼虫。
1.5

饲养笼（10 cm × 10 cm× 20cm）；长方形塑料盆
（20 cm × 10 cm）；64 孔育苗穴盘；报纸；镊子；
毛笔；圆形塑料托盘；脱脂棉；蜂蜜；注射器；
喷壶；塑料营养钵；蛭石；营养土等。
1.2

饲养药剂
百菌清（或多菌灵），生石灰粉，次氯酸钠。

1.3

饲养条件
（1）养虫室：可单独隔出带门小隔间，每个

隔间的光照养虫架都罩上纱网用于饲养不同的小
菜蛾种群。将养虫室温度控制在（25±1）°C，空
气相对湿度为 60%~70%，光周期为 L︰D=8︰16。
（2）养苗温室：保温条件良好，通风且光
照充足。
1.4

饲养植物
（1） 萝卜苗种植。萝卜种子处理：将萝卜

供试虫源
小菜蛾敏感种群 （DBM1Ac-S）：该种群已

在本实验室养虫室内连续饲养十余年，期间从未
接触过任何杀虫剂。

2

饲养过程

2.1

成虫饲养

2.1.1

萝卜苗饲养笼法

成虫饲养前先在饲养室

隔间内均匀撒上一层生石灰粉并在双层光照养
虫架各层铺上报纸，然后在养虫架各层中间放上
长方形不锈钢托盘，托盘中同样撒上一层生石灰
粉并铺上一层报纸。将保存于 4°C 冰箱中的小菜
蛾蛹取出，放入干净的成虫饲养笼（以铁丝架做
成的 80 目纱网笼），笼内挂一个脱脂棉块并用
注射器加入 10%蜂蜜水以供小菜蛾成虫补充营
养，增加产卵量。平时可以使用萝卜苗进行接卵，
尤其是在甘蓝苗供应不及时的时候，该法无疑是

种子漂洗干净，浸泡过夜后，用清水冲洗滤干，

最佳选择。可以将一盆小萝卜苗放于不锈钢托盘

再用 75%百菌清（或 50%多菌灵）500 倍液浸泡

内，再将成虫饲养笼悬挂于萝卜苗上方，待小菜

40 min 进行消毒，冲洗滤干，先将长方形塑料盆

蛾蛹羽化交配后，可在萝卜苗叶片上产卵，卵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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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让其自然发育。小菜蛾产卵期间一定要更换

苗密度以控制叶片湿度，密度和湿度过大易导致

多盆新萝卜苗进行接卵，注意控制萝卜苗湿度，

甘蓝苗叶片变黄和霉菌滋生影响小菜蛾卵的孵化

湿度过大易导致萝卜苗霉菌滋生并影响卵的孵

和幼虫生长，同时甘蓝苗要及时浇水，否则易导

化，湿度过小易导致萝卜苗萎蔫进而影响幼虫存

致甘蓝苗萎蔫进而影响幼虫存活及生长
（图 1：
D）
。

活及生长（图 1：C）。
2.1.2

甘蓝饲养笼法

除了萝卜苗接卵，同样可

2.2

幼虫饲养

以使用甘蓝苗。选取几颗合适的甘蓝苗，将其叶

待小菜蛾 1 龄幼虫将甘蓝苗吃光时，采用靠

部放于不锈钢托盘内，其根部放于托盘外盛有水

接法（袁静和翁永军，2001）更换旧甘蓝苗，并

的圆形塑料托盘中。再将成虫饲养笼悬挂于托盘

将下层将要干枯的叶片摘下，悬挂于新甘蓝苗上

中甘蓝苗上，待小菜蛾蛹羽化交配后，会在甘蓝

方，幼虫会吐丝下垂自动转移到新苗上取食。如

苗叶片上产卵，卵孵出后让其自然发育。在小菜

此不断更换新鲜甘蓝苗供小菜蛾取食，直至幼虫

蛾产卵期间，当第一批甘蓝苗上产卵较多后，一

长大后化蛹。期间注意及时浇苗，补充苗根部营

定要更换一批新甘蓝苗继续接卵，注意控制甘蓝

养土缺失的水分。此外，当某些非正常因素导致

Fig. 1

图 1 小菜蛾的室内人工饲养方法
The laboratory artificial mass-rearing method of Plutella xylostella

A.萝卜苗；B.甘蓝苗；C.萝卜苗饲养笼法；D.甘蓝苗饲养笼法。
A. Radish seedlings; B. Cabbage seedlings; C. P. xylostella rearing method with radish seedlings and a screen cage;
D. P. xylostella rearing method with cabbage seedlings and a screen c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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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甘蓝苗供应不足时，尤其是在夏季，由于气温
高，雨水频繁，田间病虫害发生严重，甘蓝苗难
以大规模种植时，可以直接使用萝卜苗连续饲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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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要获得大量虫龄一致的小菜蛾虫源，满足各

小菜蛾幼虫。等到秋季甘蓝苗长成供应充足后，

种各样的实验要求，标准化的人工饲养是一个十

再转移到甘蓝苗上饲养。

分重要的工作。前人在小菜蛾饲养方法探索方面

2.3

蛹的冷藏

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
小菜蛾室内大规模饲养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的改

小菜蛾老熟幼虫化蛹后，用镊子将发育成熟

进与规范。

的蛹（一般呈黄色）收集到扎孔透气的小塑料瓶

目前，国内外报道的小菜蛾人工饲养技术主

中，塑料瓶底层铺一层湿滤纸保湿，置于 4°C 冰

要有离体菜叶法（柯礼道和方菊莲，1979），发

箱中冷藏保存。在 4°C 低温条件下，小菜蛾的蛹

芽菜籽法（Koshihara and Yamada，1976；柯礼

可以保存 1~2 周而不严重影响羽化率及产卵量。

道和方菊莲，1981；Liu and Sun，1984），萝卜

3

苗蛭石法（刘传秀等，1981），莲花白培育法（陈

注意事项与要求

宗麒等，2001；弓爱君等，2005），人工饲料法

（1）养苗温室在夏季要注意高温焖棚以减

（Biever and Boldt，1971；Miyasono et al.，1992；

少病虫害发生。种植菜苗用的营养土以及蛭石均

Miyasono et al.，1996；许勤，2005；Htwe et al.，

需彻底进行高温灭菌消毒处理，否则易发生霉

2009），半合成人工饲料法（Hou and Hsiao，1986；

菌，造成菜苗死亡。同时在管理过程中要保证充

方菊莲等，1988；莫美华等，2007），甘蓝苗活

足的光照，否则易造成菜苗的根茎腐烂或徒长倒

株法（杨峰山等，2004；魏娟等，2009）和青菜

伏。此外，播种用的菜籽都要用百菌清消毒。
（2）

萝卜苗法（林坤等，2011）等。然而，通过对以

注意在小菜蛾成虫产卵期一定要及时饲喂蜂蜜

上饲养方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方法各有利

水，以增加成虫的产卵量并提高卵的孵化率。
（3）

弊。例如，离体菜叶法优点是使用时极其方便，

小菜蛾幼虫在进入 3 龄后取食量会暴增，因此要

但是小菜蛾幼虫成活率和化蛹率都较低，而且湿

及时补充菜苗，以免小菜蛾幼虫吃光菜苗后四处

度大时，当小菜蛾幼虫取食菜叶后，叶面会有液

迁移，既不利于后期蛹的收集，也容易使其混入

珠渗出，易造成幼虫感病死亡，而湿度小时，叶

其它种群中导致种群混杂。
（4）收集小菜蛾蛹时

片易干枯，更换不及时也会造成小菜蛾大量死

要注意蛹发育完全后再冷藏，同时蛹在冷藏时要

亡，因此，该法应用较少，也不建议长期使用。

注意保湿透气，以提高蛹的羽化率。
（5）在成虫

人工饲料法及半合成人工饲料法中小菜蛾的成

饲养前，将蛹从 4°C 冰箱取出后，可以使用 10%

活率及化蛹率都比较低，操作比较繁杂，所以应

次氯酸钠稀释液对蛹进行消毒处理（将蛹浸泡在

用也较少。莲花白培育法可以使小菜蛾生长发育

10%次氯酸钠稀释液中 5 s 后置于滤纸快速吸

整齐，幼虫死亡率较低，换苗较易，收蛹方便，

干），以防止病原微生物（如绿僵菌、白僵菌和

此法便于大批量繁殖小菜蛾；但莲花白栽培期

微孢子虫等）的蛹期传播。
（6）在室内饲养小菜

长，在此过程中，易受其它害虫如菜青虫、蚜虫

蛾时，虽然天敌和疾病危害的机会减少，但也要

等的危害，不利于小菜蛾的正常繁殖，所以应用

注意天敌和疾病，在饲养过程中一定要在隔间内

也相对较少。萝卜苗蛭石法的优点在于萝卜苗可

洒满生石灰，要及时清除残留物，保持室内环境

大批量种植且培育周期短，不易受其它害虫的危

卫生，尤其是在蛹收集完每代结束后，一定要将

害，因此较为常用，但该方法需要多次转移幼虫，

养虫室隔间打扫干净，并用次氯酸钠消毒，同时

且湿度过大时易长霉菌造成幼虫染病死亡，化蛹

定期使用紫外灯杀菌。

后大收蛹也极为不便。甘蓝苗活株法饲养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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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苗持续时间长且繁育的幼虫虫体壮，发育历

15(3): 167171. [方菊莲, 夏大荣, 杨荣新, 1988. 小菜蛾半合

期较整齐，各虫态的发育良好，其卵孵化率、羽

成饲料研究. 植物保护学报, 15(3): 167171.]

化率、产卵量以及雌雄性比等均接近自然种群，
说明甘蓝是小菜蛾室内人工大量繁殖的理想材
料，而且此法要求较低，实验条件也容易达到。
然而，该方法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甘蓝生长周
期长，容易断苗，夏季不易成活，且栽培过程中

Furlong MJ, Wright DJ, Dosdall LM, 2013. Diamondback moth
ecology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Annu. Rev. Entomol., 58(1): 517541.
Gong AJ, Qiu LN, Gao HY, Qu DM, Kong LF, 2005. A new method
rearing diamondback moth without larva shift. Lab. Anim. Comp.
Med., 25(2): 9092. [弓爱君, 邱丽娜, 高鹤永, 曲冬梅, 孔令

易被其它害虫为害等。因此，本实验室在该法基

芳, 2005. 无幼虫转移的小菜蛾繁殖新方法. 实验动物与比较

础上配合使用萝卜苗蛭石法后形成了独特的甘

医学, 25(2): 9092.]

蓝萝卜苗法，能很好的弥补以上两种方法各自的

Hou RF, 1986. Mass rearing of diamondback moth. Proc 1st

缺点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最终达到优势互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iamondback Moth Manag, Shanhua,

补。这种改良后的方法更接近小菜蛾的自然生活
状态，本实验室已利用该方法在室内连续饲养小
菜蛾十余年，种群未见退化现象，且饲养出来的
小菜蛾世代整齐，不易出现世代重叠现象，便于

Taiwan. 8995.
Hou RF, Hsiao ML, 1986. An improved diet for rearing the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and its requirements for
fatty acids. Chinese J. Entomol., 6(1): 3137.
Htwe AN, Takasu K, Takagi M, 2009. Laboratory rearing of the

管理，同时能得到大量发育整齐的供试虫源，可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 (Lepidoptera:

见室内利用甘蓝萝卜苗法大量饲养小菜蛾是一

Plutellidae) with artificial diet. J. Fac. Agr., Kyushu Univ., 54(1):

种非常可行的方法。

147151.

总体看来，甘蓝萝卜苗法可以适用于全国大

Ke LD, Fang JL, 1979. Study on the biology of the diamondback

部分地区，尽管不同地区在饲养小菜蛾方面会遇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 Life history, annual generations and

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均可以在实践中因地制
宜地加以克服。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作为小菜蛾
室内大量饲养的标准技术与方法在全国范围内

temperature relations. Acta Entomol. Sin., 22(3): 310–319. [柯礼
道, 方菊莲, 1979. 小菜蛾生物学的研究：生活史、世代数及
温度关系. 昆虫学报, 22(3): 310319.]
Ke LD, Fang JL, 1981. Mass-rearing of the diamondback moth with

加以推广，从而为开展不同小菜蛾实验的科研人

germinated radish seeds. Entomol. Knowl., 18(3): 233235. [柯

员提供标准的小菜蛾试虫。

礼道, 方菊莲, 1981. 应用发芽菜籽大量饲养小菜蛾. 昆虫知
识, 18(3): 2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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