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2017, 54(5): 838844.

DOI: 10.7679/j.issn.20951353.2017.100

高原蔗区甘蔗螟虫种群结构及螟害
枯心苗发生规律*
罗志明**

尹 炯 黄应昆*** 李文凤
单红丽 王晓燕 仓晓燕

张荣跃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开远 661699）

摘

要

【目的】 明确不同种植制度下甘蔗螟虫种群结构及螟害枯心苗发生规律特征，以期为指导预警

监测和制定防控措施奠定基础。
【方法】 应用自然种群接虫方法，定期调查不同植期、不同品种螟害枯心
苗，对螟虫种群结构、枯心苗苗龄及螟虫幼虫龄期特征、枯心苗动态等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水田蔗区
以大螟 Sesamia inferens Walker 为主，伴有少量黄螟 Argyroploce schistaceana Snellen，旱地蔗区以大螟为
主，伴有二点螟 Chilo infuscatellus Snellen 和极少量黄螟。甘蔗低苗龄时，枯心苗中 2 龄幼虫数量最多，
随着苗龄的增加，枯心苗中 3 龄、4 龄等幼虫逐渐增多。其中，大螟为害枯心苗集中在 6~8 叶，枯心苗中
幼虫以 3 龄和 4 龄为多；黄螟为害枯心苗集中在 4~8 叶，枯心苗中幼虫以 3 龄和 5 龄为多；二点螟为害枯
心苗集中在 5~8 叶，枯心苗中幼虫以 3 龄和 4 龄为多。不论水田旱地，甘蔗苗期螟害枯心苗均会出现波动，
但水田蔗区较旱地蔗区波动小。
【结论】 不同种植制度螟虫种群结构不同，不同螟虫和甘蔗品种影响枯心
苗特征及其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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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sugarcane borer and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borer-damaged dead sugarcane hearts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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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sugarcane borer, the frequency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s in different cropping systems,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borers. [Methods]

We surveyed

the frequency of borer-damaged, dead, sugarcane hearts in different cropping system and in different sugarcane varieties with
natural borer infestations and analyze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bor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s,
and the dynamics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s. [Results]

Sesamia inferens were more abundant than Argyroploce

schistaceana in paddy fields, and in upland fields species could be ranked in abundance as follows S. inferens > Chilo
infuscatellus > A. schistaceana. The second instar was the most common in borer-damaged dead hearts on early sugarcane
seedlings. As seedlings grew, the third and fourth instars became progressively more common. In the middle of dead hearts,
3rd-4th instar S. inferens larvae were concentrated on 6-8 leaves whereas 3rd instar A. schistaceana were concentrated on 4-8
leaves and 3rd-4th instar C. infuscatellus larvae were concentrated on 5-8 leaves. The frequency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s
fluctuated in all kinds of sugarcane seedling, but there were smaller fluctuations in paddy fields than uplan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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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sugarcane cropping systems had different borer community struc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borer-

damaged dead hearts and their frequency of regularity varied with both borer species and sugarcane variety.
Key words

sugarcane seedling stage, borers, community structure, temporal regularity

甘蔗螟虫俗称钻心虫，是危害甘蔗普遍且严

秋植蔗等），靠单一的某一螟虫或某一时间段发

重的一类重要害虫。目前，危害甘蔗的螟虫主要

生规律的研究很难全面反映蔗园螟害特征。全面

有大螟 Sesamia inferens Walker、二点螟 Chilo

了解蔗园螟虫种群结构，明确优势种群及发生规

infuscatellus Snellen、黄螟 Argyroploce schistaceana

律特征，对指导预警监测和制定防控措施具有重

Snellen、条螟 Proceras venosatus(Walker)、红尾

要的现实意义。

白 螟 Tryporyza intacta Snellen 和 台 湾 稻 螟

本试验以云南高原蔗区为研究对象，跟踪调

Chilotraea auricilia Dudgeon 等（黄应昆和李文

查了不同种植制度、不同种植期、不同品种的 8

凤，2011）。在整个甘蔗生长期，螟虫均有危害。

块蔗园苗期螟害情况，通过对螟虫龄期分布、枯

苗期危害甘蔗生长点造成枯心苗，生长中后期钻

心苗苗龄结构及枯心苗发生动态等几方面分析，

蛀蔗茎，破坏蔗茎组织，形成螟害节（罗志明等，

综合评价了高原蔗区螟虫种群结构和甘蔗苗期

2009）。生产上，甘蔗螟虫主要依赖化学防治（安

螟害枯心苗发生规律特征。

玉兴等，2009）。但由于甘蔗螟虫种类繁多、世
代重叠、繁殖快、为害期长，再加上甘蔗生长周
期长，植株高大，一旦防治不及时，很难取得好
的防治效果。根据螟虫发生规律及甘蔗生长特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置

点，甘蔗苗期是开展甘蔗螟虫防治最经济有效的

试验设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基

时期。这个时期不仅能快速有效地杀灭螟虫，降

地，水田（简称 S，海拔 1 050 m）、旱地（简称

低虫口基数，同时还有利于各种防控措施的实

H，海拔 1 100 m）各 4 块，行距均为 1 m，面积

施。掌握甘蔗苗期螟害发生规律特征，适时采取

666~1 000 m2 不等。蔗地地势平整，肥力中等，

防控措施，是取得防治成效的关键。

排灌方便，多年来一直种植甘蔗。螟虫采用田

尹炯等（2012）、赵士熙等（1990）、林兆里

间自然种群接种。具体设置如下：S1，1 年宿

等（2012）分别以大螟、二点螟和条螟为研究对

根蔗，品种云蔗 01-1413，2012 年 10 月 30 日

象，阐明了蔗园螟虫空间分布规律，提出螟害调

收砍；S2，新植蔗，品种云蔗 06-407，2013 年

查抽样技术；李火苟等（1983）、敬甫松（1987）

3 月 28 日种植；S3，新植蔗，甘蔗实生苗，2013

研究了大螟在水稻和玉米上幼虫空间格局及其

年 5 月 15 日移栽；S4，新植蔗，甘蔗实生苗，

抽样技术，韩兰芝等（2012）研究了大螟幼虫扩

2013 年 6 月 20 日移栽；H1，新植蔗，品种云

散规律和成虫飞行规律；罗志明等（2015）应用

蔗 01-1413，2012 年 12 月 15 日下种；H2，1

地统计方法，研究了甘蔗苗期大螟幼虫空间格局

年宿根蔗，品种粤糖 93-159，2013 年 1 月 8 日

及分布规律，并结合 Kriging 插值模拟技术，获

收砍；H3，新植蔗，品种云蔗 06-407，2013 年

得大螟幼虫在新植蔗和宿根蔗上的田间分布模

4 月 2 日种植；H4，新植蔗，甘蔗实生苗，2013

拟图。这些研究为弄清甘蔗螟虫苗期危害特征奠

年 6 月 1 日移栽。

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甘蔗螟虫常混合发生，蔗园
间螟害即为多种螟虫危害的综合表现，且各种螟

新植蔗、宿根蔗和甘蔗实生苗种植、管理按
常规进行。

虫间具有一定的种间竞争（罗志明等，2014），
再加上甘蔗植区多样（包括水田、旱地等）、种
植期复杂（包括新植、宿根、春植蔗、冬植蔗和

1.2

调查时间、内容及方法
于首次出现螟害枯心苗后开始调查，7 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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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至分蘖末期结束。采用 5 点取样法，每试验

大螟、黄螟幼虫分布在 2~6 龄，二点螟幼虫分布

固定调查 5 个样点，每个样点 5 行×5 m，面积

在 2~5 龄，其中，大螟、二点螟以 3 龄和 4 龄为

2

25 m 。调查时，拔出样点所有螟害枯心苗，分

主，黄螟以 3 龄和 5 龄为主。从各龄期幼虫占总

别记录枯心苗苗龄（即完全叶叶片数），然后取

数百分率来看，大螟 3 龄期占 42.74%、4 龄期占

出枯心苗中螟虫幼虫，带回实验室进行幼虫龄期

22.54%、2 龄占 20.68%、5 龄占 11.74%、6 龄占

划分，并按螟虫种类、龄期分类记录。采用 Excel

2.30%；黄螟 3 龄期占 30.32%、5 龄期占 27.66%、

软件，统计分析甘蔗苗期螟虫种群结构、螟虫龄

2 龄占 19.15%、4 龄占 18.09%、6 龄占 4.79%；

期分布、枯心苗苗龄结构及枯心苗发生动态。

二点螟 4 龄期占 40.59%、3 龄期占 40.10%、2
龄占 15.84%、5 龄占 3.47%。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蔗苗期螟虫种群结构
对水田、旱地两类蔗区分别调查到的螟虫幼

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图 1。从图 1 中可以看
出，水田、旱地均以大螟为主要类群。其中，水
田甘蔗螟虫主要有大螟和黄螟两种，旱地甘蔗螟
虫主要有大螟、二点螟和黄螟 3 种。从各螟虫所
占百分率来看，水田蔗区大螟占 84.74%，而黄
螟仅占 15.26%，大螟、黄螟数量比接近 6︰1；
旱地蔗区大螟占 78.25%，二点螟占 19.54%，而
黄螟仅占 2.21%，大螟、二点螟、黄螟数量比接
近 35︰9︰1。

图 2 不同甘蔗螟虫龄期频次分布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star on different
sugarcane borer

Fig. 2

2.2.2

螟害枯心苗苗龄结构

按螟虫种类，整

理了 8 个试验中调查的螟害枯心苗苗龄数据，各
苗龄频次分布见图 3。从图 3 中可看出，大螟、
黄螟、二点螟为害枯心苗苗龄分布较分散，范围
包括从 3~12 叶蔗苗。其中，6 叶苗龄的枯心苗

Fig. 1

2.2
2.2.1

图 1 不同蔗区螟虫统计
Columnar diagram of borer on different
sugarcane region

甘蔗螟虫、枯心苗频次分布
甘蔗螟虫频次分布

根据螟虫幼虫发育

特点，结合幼虫头壳宽和体长情况，初步将各种
螟虫划分为 6 龄。对 8 个试验调查的枯心苗内螟
虫幼虫数据按种类、龄期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见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螟害枯心苗中，

Fig. 3

图 3 螟害枯心苗苗龄频次分布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eedling age on
borer-damaged dead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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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最多，其次为 8 叶苗龄的枯心苗。在大螟所

龄幼虫分布百分率来看，3 叶和 12 叶只有一个

为害的枯心苗中，6 叶苗龄枯心苗占总数的

龄期的螟虫。4 叶、5 叶期有 3 个龄期的螟虫，

38.19%，8 叶苗龄枯心苗占总数的 26.35%，4 叶、

且随着虫龄增加百分率降低。7~11 叶包含 4 个

5 叶、7 叶苗龄枯心苗占总数的 8%~9%，其余苗

龄期的螟虫，各龄期间百分率差异不大。6 叶和

龄占比均低于 5%；在黄螟所为害的枯心苗中，6

8 叶含 5 个龄期的螟虫，其中 6 叶枯心苗大部分

叶苗龄枯心苗占总数的 25.17%，8 叶苗龄枯心苗

为 2~4 龄期幼虫，8 叶枯心苗则以 3~5 龄期幼虫

占总数的 18.54%，4 叶、5 叶、7 叶、9 叶苗龄

为主。

枯心苗占总数的 8%~14%，其余苗龄占比均低于
5%；在二点螟所为害的枯心苗中，6 叶苗龄枯心

甘蔗苗期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

2.3

水田蔗区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

以试

苗占总数的 25.95%，5 叶、7 叶、8 叶苗龄枯心

2.3.1

苗占总数的 16%~17%，4 叶、9 叶苗龄枯心苗占

验中 5 点调查数据的平均值为分析数据（即 5 行×

总数的 7%~8%，其余苗龄占比均低于 5%。

5 m 的枯心苗数），建立了水田蔗区 4 个试验的
将

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图（图 5）。从图 5 中可

螟害枯心苗苗龄与螟虫虫龄对应关系进行统计

看出，4 个不同时期的试验区，在整个苗期均有

分析，以枯心苗苗龄为横坐标螟虫龄期百分率为

螟害枯心苗出现。其中，S1~S4 试验的螟害枯心

纵坐标绘制堆积柱形图，比较同一枯心苗苗龄上

苗出现期分别为 2012 年 10 月 30 日—2013 年 5

的每一虫龄头数占总头数的百分率差异，结果见

月 24 日、2013 年 5 月 10 日—7 月 12 日、2013

图 4。从图 4 上可看出，不同枯心苗苗龄上对应

年 6 月 14 日—8 月 16 日、2013 年 7 月 5 日—8

的螟虫龄期和虫龄百分率均有较大差异。其中，

月 16 日。从枯心苗数量上来看，S1 试验共调查

从各龄期幼虫所占百分率来看，2 龄幼虫 3~11

26 次，最高枯心苗数为 24 株，平均枯心苗数为

叶均存在，所占百分率两端多中间少，呈“V”

10.9 株；S2 试验共调查 10 次，最高枯心苗数为

型排列，8 叶期达最低。3 龄幼虫除两端分布差

25 株，平均枯心苗数为 11.3 株；S3 试验共调查

异较大外，其余各苗龄分布较均匀。4 龄、5 龄

10 次，最高枯心苗数为 18 株，平均枯心苗数为

幼虫除个别苗龄外，百分率均随苗龄增加而增

9.6 株；S4 试验共调查 7 次，最高枯心苗数为 16

加。6 龄幼虫为老熟幼虫，不取食，只在 6 叶和

株，平均枯心苗数为 8.7 株。

2.2.3

螟害枯心苗苗龄与虫龄相关性分析

8 叶枯心苗中调查到，且所占比均较低；从各苗

从枯心苗时间分布来看，不论新植、宿根还
是实生苗，在蔗苗前期和后期数量均较低，在蔗
苗中期枯心苗数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从图 5 可
以看到明显的波峰波谷。其中，S1 出现了 4 个
明显的波峰（2012 年 12 月 14 日、2013 年 1 月
18 日、2013 年 3 月 8 日和 2013 年 4 月 26 日）
和 3 个明显的波谷（2012 年 12 月 21 日、2013
年 3 月 1 日和 2013 年 3 月 29 日）、S2 出现了 2
个明显的波峰（2013 年 5 月 24 日和 2013 年 6
月 28 日）和 1 个明显的波谷（2013 年 6 月 14
日）、S3 出现了 3 个明显的波峰（2013 年 6 月

图 4 螟害枯心苗苗龄与虫龄分布结构
Fig. 4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n seedling age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 and instar of sugarcane borer

28 日、2013 年 7 月 26 日和 2013 年 8 月 16 日）
和 2 个明显的波谷（2013 年 7 月 5 日和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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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S4 出现了 2 个明显的波峰（2013 年

5 m 的枯心苗数），建立了旱地蔗区 4 个试验的

7 月 26 日和 2013 年 8 月 16 日）和 1 个明显的

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图（图 6）。从图 6 中可

波谷（2013 年 8 月 9 日）。

看出，4 个不同时期的试验区，在整个苗期均有
以试

螟害枯心苗出现。其中，H1~H4 试验的螟害枯

验中 5 点调查数据的平均值为分析数据（即 5 行×

心苗出现期分别为 2013 年 2 月 14 日—6 月 12

2.3.2

旱地蔗区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

Fig. 5

图 5 水田蔗区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
Occurrence dynamics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 in paddy field

Fig. 6

图 6 旱地蔗区螟害枯心苗的发生动态
Occurrence dynamics of borer-damaged dead heart in upl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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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13 年 2 月 21 日—7 月 3 日、2013 年 5 月

况下，螟虫 1 龄幼虫群集于叶鞘内侧或心叶内取

29 日—8 月 7 日、2013 年 6 月 26 日—8 月 28 日。

食，2 龄后钻蛀蔗茎内部取食，并有转株为害习

从枯心苗数量上来看，H1 试验共调查 18 次，最

性。研究发现，不论水田蔗区还是旱地蔗区，甘

高枯心苗数为 19 株，平均枯心苗数为 12.4 株；

蔗整个苗期均有螟害枯心苗出现，其中大螟 6~8

H2 试验共调查 20 次，最高枯心苗数为 42 株，

叶枯心苗占 70%以上、黄螟 4~8 叶枯心苗占 80%

平均枯心苗数为 20.8 株；H3 试验共调查 11 次，

以上、二点螟 5~8 叶枯心苗占 75%以上。从枯心

最高枯心苗数为 14 株，平均枯心苗数为 7.8 株；

苗内查到的螟虫幼虫龄期来看，包含了除 1 龄外

H4 试验共调查 10 次，最高枯心苗数为 22 株，

的所有龄期，其中大螟和二点螟主要集中在 3 龄

平均枯心苗数为 12.0 株。

和 4 龄、黄螟主要集中在 3 龄和 5 龄。综合分析

从枯心苗时间分布来看，不论新植、宿根还

枯心苗苗龄及其内部螟虫龄期发现，在蔗苗低苗

是实生苗，在蔗苗前期和后期数量均较低，在蔗

龄时，枯心苗中 2 龄幼虫数量最多，随着苗龄的

苗中期枯心苗数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从图 6 可

增长，2 龄幼虫数量减少，3 龄、4 龄幼虫逐渐

以看到明显的波峰波谷。其中，H1 出现了 2 个

增多。

明显的波峰区间（2013 年 2 月 28 日—5 月 1 日、

通过对 8 块蔗园螟害枯心苗动态研究结果

2013 年 5 月 22 日—6 月 5 日）和 1 个明显的波

表明，水田蔗较旱地蔗螟害发生平稳（波峰波谷

谷（2013 年 5 月 8 日）、H2 出现了 2 个明显的

差距小），宿根蔗较新植蔗螟害重，秋植蔗、冬

波峰区间（2013 年 3 月 6 日—5 月 1 日、2013

植蔗苗期较春植蔗和夏植蔗长，即枯心苗期长，

年 5 月 22 日—6 月 19 日）和 1 个明显的波谷（2013

同时甘蔗品种不同也影响到螟害的发生。枯心苗

年 5 月 8 日）、H3 出现了 3 个明显的波峰（2013

是甘蔗苗期螟害的重要特征，研究枯心苗的变化

年 6 月 26 日、2013 年 7 月 10 日和 2013 年 7 月

动态，可直接反映蔗园螟虫发生动态，方法简单，

24 日）和 2 个明显的波谷（2013 年 7 月 5 日和

易操作，但还需综合考虑螟虫种类和甘蔗的种植

2013 年 8 月 9 日）、H4 出现了 1 个明显的波峰

制度、种植期、品种等因素。

区间（2013 年 7 月 17 日—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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