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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蓟马标本的采集方法、常规鉴定用的临时性玻片和存档及分类用的永久性玻片标本的制

作方法。标本的采集主要是拍打植物花朵、叶片及枯枝，玻片的制作重点介绍了制作存档和分类用的永

久性玻片的 ; 个步骤，即浸解脱色、洗涤、脱水、整姿封盖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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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马（R)/&OM）是缨翅目（R)UM$16OL0/$）昆虫

的通称，属于微型昆虫，体长仅 <9; ^ ,9< ’’。

多数蓟马属于植食性昆虫，主要危害植物的花

器和幼嫩部分，在危害植物的同时，也能够传播

植物花粉；还有部分种类在直接取食危害植物

和传播植物病毒病造成间接危害的同时，也可

以捕食螨类。;<_ 左右的蓟马属于菌食性种

类，主要栖息于枯枝落叶层和枯死的树枝上；还

有部分蓟马属于捕食性种类，可以捕食一些微

型昆虫和螨类等［! ^ 8］。

世界记录蓟马种类达 J =<< 种，中国记录

蓟马种类 88: 种［=］，因此，中国的蓟马分类研究

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要准确鉴定蓟马种

类就必须要制片，好的玻片标本才能提供详实

的形态学特征。从事蓟马分类研究的学者，都

有自己的采集和制片方法［! ^ Y］，而且各种方法

都有 其 独 特 之 处。 随 着 ,<<8 年 西 花 蓟 马

9+();#-)-$##( ",,-@$)*(#-3（‘0/C$170）在中国的发生

为害，也促进了中国的蓟马研究工作。本文旨

在提供一些采集和玻片标本的制作方法，特别

是存档和分类用的永久性玻片的制作方法，以

供蓟马分类工作者及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7 标本采集

787 采集工具及标本保存液

采集工具一般选用采集盘或采集布。采集

盘以塑料盘为宜，不宜过大，颜色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以白色为佳，浅蓝或浅黄色均可；采

集布宜选用白色棉布，大小均可。在没有采集

布或采集盘的情况下，也可以用白纸或手绢代

替。质地细密的扫网也可以用于采集蓟马标

本，但运用较少，因为难于确定寄主植物，而且

虫体容易损伤，主要运用来采集单一寄主的草

坪上的蓟马。此外，还可以用诱集方法采集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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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但必须当天从诱集盆中将蓟马取出，否则标

本容易腐烂。

采集瓶以塑料瓶为宜，一般选用离心管或

其它透明的小塑料瓶，在野外采集时方便携带。

保存液宜选用 !"! 溶液（按 #$%酒精 &甘油（化

学纯）& 冰醋酸’乙酸 ( )$ & ) & ) 或 *+%酒精 & 蒸

馏水 &甘油（化学纯）&冰醋酸’乙酸 ( ,&+ & ) & ) 的

比例配制均可），或者直接用 #$% - .+%的酒

精。但 用 分 子 生 物 学 研 究 于 蓟 马 标 本 宜 用

,$% - *$%的酒精，并尽快保存于冰箱中冷藏。

此外，还需要携带细软的小毛刷，用于从采集盘

或采集布上粘取蓟马个体，没有小毛刷可用时，

可临时用路边的草茎等代替。此外，还需携带

采集标签、铅笔等。

!"# 标本采集方法

标本的采集需要根据蓟马的食性来选用适

当的采集方法。

植食性蓟马的采集一般用拍打法，将采集

盘或采集布置于植株中上部，以木棍或手拍打

植株花朵或幼嫩部分，然后用小毛笔蘸取酒精

或 !"! 液，即可直接收集蓟马标本。但采集危

害形成虫瘿的蓟马则不宜采用这种方法。虫瘿

蓟马的采集应该仔细解剖虫瘿，收集虫瘿中的

蓟马。当然，也可以采集带有蓟马的植物，放在

采集袋中带回室内，分别收集。但如果距离较

远，还是以当时直接采集为佳，因为长途携带可

能会造成部分蓟马逃逸或寄主植物产生水蒸

气，从而将部分蓟马溺死或损伤。

菌食性蓟马的采集宜直接拍打枯死的树枝

或植物进行采集，也可以直接在枯枝落叶层中

搜索采集。但采集栖息于荫蔽环境中的菌食性

蓟马比较困难，如栖息于某些蛀干性害虫的坑

道中的菌食性蓟马，有时候采集这些蓟马就全

靠运气了。

采集时要注意在每个采集瓶中写上标签，

注明采集时间、地点、寄主植物和采集人等，如

果可能，还应尽量标明寄主植物的生长期及周

围环境等。采集的蓟马带回室内后，应尽量放

在冰箱保存，并尽快制成玻片标本。

# 玻片标本的制备

蓟马玻片标本的制作方法可以按研究目的

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制片需要的常规器材

主要是解剖镜、制片剂、载玻片、盖玻片和挑针

等。载玻片以 .# // 0 1# //、厚度 $2* - )21
// 为宜。盖玻片以圆形为好，可根据虫体大

小选用直径为 )1 // 或 )+ // 的盖玻片。挑针

可以用昆虫针来制作，将膨大的针头去掉后，将

其嵌入小木棍或树枝（也可以用一次性筷子），

然后用木工用胶水将其固定即可。可以用各种

昆虫针制成一系列挑针，用于挑拨虫体和整姿。

常用的蓟马玻片制片剂主要是阿拉伯胶混合液

（也叫何燕尔封固液）和加拿大树胶，可以根据

不同的制片目的选用这 1 种胶。此外，还需准

备摊晾玻片的晾片盘，可以根据玻片大小制作

特制的晾片盘，也可以选用普通的盘子代替。

#"! 常规鉴定的临时性玻片制作

常规鉴定的临时性蓟马玻片标本可以选用

阿拉伯胶混合液作为制片剂，以降低成本。此

法制作的玻片，主要适于幼虫和浅色个体成虫。

虽然制片方法较为简单、而且阿拉伯胶成本也

较低，但玻片不宜长期保存，韩运发对其优、缺

点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制作方法可以分为 +
个步骤：

（)）将蓟马标本直接从酒精中挑出或 !"!
液中的蓟马移入 .$%的酒精。

（1）如果标本还比较柔软，轻轻用微针挑拨

虫体附肢，使足、触角及翅等尽量展开。

（3）在解剖镜下进行制片，常规制片方法是

在载玻片中央预先滴加 ) 滴阿拉伯胶混合液，

然后用挑针小心挑取蓟马，置于胶液上，用挑针

小心挑拨足、翅、触角等附肢，然后将盖玻片轻

轻盖上。还可以在盖玻片中央滴加 ) 滴阿拉伯

胶混合液，然后用挑针小心挑取蓟马，使其腹部

向上置于胶液上，用挑针小心挑拨足、翅、触角

等附肢，然后将载玻片尽量放低，刚接触胶液时

尽快将玻片翻转过来，使胶液自动扩散。

（4）玻 片 制 好 后 置 于 晾 片 盘 中，用 4$ -
+$5烘箱烘干 3 - + 周或置于室内自然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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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片晾干后，可以用透明指甲油环状封

一圈，然后正确贴上标签。

!"! 存档和分类研究的永久性玻片制作

存档和分类研究的永久性玻片制作宜选用

加拿大树胶作为制片剂，但相对来说价格较贵

一些。制片过程复杂一些，具体可以分为以下

! 个步骤：

（"）浸解脱色：永久性玻片的制作既要考虑

能够清晰展现标本的细微特征，此外还要考虑

尽量保持标本自然的体色，因此多数标本进行

浸解脱色，留出少许标本不进行浸解脱色，以保

持自然的体色。多数标本直接从酒精或 #$#
液中挑出浸入 !% 的碱液（&’() 或 *() 液）

中，室温下（+, - +!.）浸泡 / - ", 0。浸泡时间

根据虫体大小和体色而定，一般个体较小、体色

较浅的浸泡时间为 / - 1 0 即可；个体较大、体

色较深的浸泡时间稍微长一些。留出的不进行

浸解脱色的标本，从酒精中取出或从 #$# 液中

取出置于 2,%的酒精中，室温下放置 "+ - +/ 0
后，直接进行脱水处理。

（+）洗涤：浸解脱色后的标本要用蒸馏水充

分洗涤。将标本从碱液中取出，置于蒸馏水中，

浸泡 ! - +/ 0，使其体内容物自然排出。在此过

程中可以用微针轻轻按摩虫体，加快虫体内容

物排出，但一定要轻微，以免损伤虫体。

（3）脱水：将标本从蒸馏 水 中 取 出，移 入

3,%的酒精中（未浸解脱色的标本直接从 2,%
酒精中挑出），然后每隔 ", - +, 456 滴加 " 次

7!%的酒精，每次加 ,8" - ,8! 49，重复 ", 次以

上，使瓶内酒精浓度接近 7,%。脱水过程还可

以用不同浓度的酒精逐级脱水，即用 3,，1,，2!，

:,和 7,%分别浸泡 ", - 3, 456。瓶内酒精浓

度接近 7,%或用 7,%的酒精浸泡后将标本直

接移入 7!%的酒精中，浸泡 ", - +, 456；然后将

标本移入 + ; 乙氧基乙醇或二甲苯或丁香油中

浸泡 ", - 3, 456，重复 + 次，直到所有标本沉

底。但未浸解脱色处理的标本，在逐级脱水的

过程中要用微针轻微挑拨虫体，使酒精能够充

分进入虫体。

（/）整姿封盖：在解剖镜下进行制片，载玻

片中央预先滴加 " 滴加拿大树胶，然后用挑针

小心挑取蓟马，置于胶液上，用微针从腹面胸、

腹部交界处，轻轻戳刺，并用挑针小心挑拨足、

翅、触角等附肢，然后将盖玻片尽量放低，轻轻

盖上。

（!）干燥：玻片制好后置于晾片盘中，用 /,
- !,.烘箱烘干 3 - ! 周或置于室内自然晾干。

所有玻片制好后，均应贴上标签。头向朝

向自己，左端贴上采集标签，标明采集时间、地

点、寄主植物和采集人等信息。右边贴上鉴定

标签，写明玻片编号、虫名、鉴定人等信息。

# 分析和讨论

蓟马标本的采集方法和玻片标本的制作方

法也适用于其它一些微型昆虫，如蚜虫、寄生蜂

及一些微型的蚊类和蝇类等，各种昆虫可以选

用不同的保存液和制片剂。

常规的临时性玻片制片时，如果标本体色

较深，如管蓟马类，也应该作浸解脱色，然后洗

涤、脱水，这样才能仔细观察标本的细微特征。

同时，虫体附肢在处理过程中也会自然伸展，便

于制片。在浸解脱色过程中，可以水浴加热来

缩短浸泡时间，但要注意碱液浓度，如果要水浴

加热，建议选用 +% - 3%的碱液浓度。浸解脱

色的时间也不宜太长，如果时间过长，虫体内容

物完全溶解，体色过于透明也不利于制片整姿

和鉴定。切忌脱水过程一定要缓慢，否则容易

造成虫体皱缩，损坏标本；如果选用不同浓度的

酒精作逐级脱水，标本的转移比较困难，可以选

用皮下注射用的针筒来吸取酒精，然后再加入

更高浓度酒精，这样有利于保持标本的完整性。

整姿时，用微针戳刺，动作要稍快，但一定要轻

微；整姿封片时，为了避免带入太多气泡，可以

选用在盖玻片中央预先滴加 " 滴加拿大树胶，

然后用挑针小心挑取蓟马，置于胶液上，腹面向

上，进行整姿，然后将载玻片靠近，尽量放低，接

触盖玻片上的标本后迅速翻转过来。但此法较

难掌握，还是以上述方法为佳，制片过程中带入

的少量气泡，在烘干过程中会自然消散。胶量

的多少也是制片的一个关键技术，一般以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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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整块盖玻片为宜；玻片制成后，尽量烘干再使

用。

总之，常规鉴定用的临时性玻片和存档及

分类用的永久性玻片的制作，一定要慢慢积累

经验，掌握适当的浸解脱色的时间和脱水的速

度及胶液用量，这样才能制成较好的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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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经修改的半纯人工饲料配制营养液及自制饲养装置来人工饲养豆蚜 +@:8. /-0//87’-0 7#ND。

实验结果表明，应用该营养液及自制饲养装置饲养豆蚜）存活率高，且操作简单、饲养装置、条件容易达

到，能满足对蚜虫等同翅目昆虫生物测定的要求。

关键词 人工营养液，豆蚜，人工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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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虫转基因技术日益受到重视，人们

在利用现有基因的同时，也相当重视开发新的

抗虫资源。因此在寻找高效杀虫物质的过程

中，必须有合适的生测方法进行杀虫活性成分

的筛选。为了检测新发现的抗虫物质的抗虫活

性，常常需要将抗虫活性物质与害虫的饲料混

在一 起 来 喂 养 昆 虫。 对 于 玉 米 螟 A.&-8%80
%3B8(0(8.（Va9%O+）、菜青虫 C8"-8. -0@0"（’(）、米象

98&’@:8(3. ’-<?0"（’(）等昆虫，将待测试的药物与

其饲料混匀就可方便地进行生测。但对于同翅

目昆虫，由于其取食的特殊性，需要设计一些特

殊装置来对其进行人工饲养；而且对植物凝集

素类等主要具胃毒作用的活性物质［!，6］，人工营

养液加药法是筛选的有效方法之一，即需要将

测试药剂溶解于人工营养液中来进行生测。因

此成功地用人工营养液饲养同翅目昆虫就成为

本类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参考前人人工

饲养该类昆虫的基础上［1，<，.］，作者探讨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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