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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蓟马是芒果的主要害虫，明确不同品种芒果上蓟马的种群发生动态和消长规律，探讨蓟马类害

虫对不同芒果品种的选择性，为有效防控芒果蓟马奠定基础。【方法】采用目测和抖网法对４种芒果品种上的蓟

马发生情况进行连续一年的田间种群动态调查，并采用叶蝶法进行蓟马对不同芒果品种的室内选择性研究。【结

果】在芒果园调查到的蓟马种类主要有花蓟马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犻狀狋狅狀狊犪 Ｔｒｙｂｏｍ、黄胸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

Ｍｏｒｇａｎ和茶黄蓟马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Ｈｏｏｄ。芒果蓟马种群发生数量先逐渐上升后下降，发生高峰期集中在４

月中旬到６月下旬。芒果园３种主要蓟马均在凯特芒果上发生种群数量较大，季芒品种上发生量最低。室内选

择性试验也表明，蓟马喜食凯特芒果叶片，而对季芒芒果叶片的选择性较低。【结论】芒果蓟马发生高峰期在４

月中旬到６月下旬，且在凯特芒果上发生严重，在季芒上发生量轻，说明芒果品种影响芒果蓟马发生，不同品

种芒果的抗虫性水平存在差异。研究结果为芒果品种对蓟马类害虫的抗性评价以及芒果蓟马的预测预报和综合

防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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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芒果 犕犪狀犵犻犳犲狉犪犻狀犱犻犮犪．是一种

重要的热带水果，在我国，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排

在热带水果的前五位［１］。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农

业交流与合作深化，两岸农产品贸易扩大，台湾果

树品种的广泛引进，台湾芒果在大陆的栽培面积不

断扩大，为害芒果的蓟马种类越来越多，种群数量

逐年上升，为害程度越来越严重，蓟马已成为芒果

生产最主要的害虫［２－３］。芒果蓟马的种类主要包括

茶黄蓟马犛犲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黄胸蓟马犜犺狉犻狆狊

犺犪狑犪犻犾犲狀狊犻狊、华简管蓟马 犎犪狆犾狅狋犺狉犻狆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花蓟马 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犻狀狋狅狀狊犪、红带滑胸针蓟马

犛犲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 狉狌犫狉狅犻狀犮狋狌狊、 威 岛 蓟 马 犜犺狉犻狆狊

狏犻狋狅狉犻犲狀狊犻狊、色蓟马 犜狉犻狆狊犮狅犾狅狉犪狋狌狊 等种类
［４－５］。

当前，蓟马类害虫的防治主要以使用化学农药为

主［６－７］，但化学农药长期使用导致天敌数量减少、

蓟马抗药性增加和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８］。 【前人

研究进展】植物的抗虫性是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

的对害虫危害所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抗生、避害或耐

害的生态适应性。利用品种抗虫性来控制蓟马为

害，是探索解决果树蓟马为害的有效途径之一［９］。

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抗虫品种比感虫品种能减轻

虫害或者免受虫害［１０－１２］。并且昆虫种群在同种寄

主的不同品种上的消长规律也能够反映植物的抗虫

性差异，韩冬银等［３］调查了海南芒果蓟马种群的活

动和消长规律，于法辉等［１３］通过不同色板诱集测

定了柑橘园蓟马的活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蓟

马种类、不同寄主及相同寄主不同品种的蓟马种群

动态差异较大。【本研究切入点】关于芒果品种对

蓟马的抗虫性未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

研究系统监测了４种芒果品种上的蓟马种群一年的

发生情况，以期明确蓟马类害虫在不同品种芒果上

的种群活动和消长动态，为探讨芒果品种对芒果蓟

马类害虫的抗性以及芒果蓟马的预测预报和综合防

治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品种与地点

试验地设在福建省福清市东张镇台湾果树种植

园 （琳鹏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基地） （Ｎ２５°２４′

４４．３８″，Ｅ１１９°１４′５６．９５″），海拔５７ｍ，果树种植

面积 １５ｈｍ２；芒果品种为凯 特 （ＫＴ）、四 季

（ＳＪ）、金煌 （ＪＨ）、季芒 （ＪＭ）；株高２．０～２．５

ｍ。试验期间果园管理均为常规管理。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田间调查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每隔１５ｄ调查１次，调查时，在试验小区内随机

选取上述４个不同品种中生长良好、树势均一、健

康的芒果树各５棵，每棵树按东、南、西、北、中

５个方位，每个方位选择两个枝条，采用目测法和

抖网法收集芒果枝条的昆虫，带回实验室，鉴定蓟

马种类并记录数量。

１２２　室内选择性测定方法　用打孔器分别打取

直径２ｃｍ的凯特、四季、金煌、季芒等４个不同

芒果品种的叶碟，将４个品种芒果的叶碟同时放入

培养皿中 （直径为１５ｃｍ），４个品种叶片按十字型

交互排列于培养皿中，用吸虫器吸取花蓟马幼虫

４０头，置于培养皿内，用纱布封口，盖上培养皿

盖子。４ｈ后观察每个叶蝶上的蓟马虫数，每组合

５次重复。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ＳＡＳ８．０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与分

析，蓟马对不同芒果品种的选择差异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蓟马在不同品种芒果树上的田间种群发生动态

本研究中，在芒果园调查到的蓟马种类主要有

花蓟马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犻狀狋狅狀狊犪 Ｔｒｙｂｏｍ、黄胸蓟马

犜犺狉犻狆狊 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 Ｍｏｒｇａｎ 和 茶 黄 蓟 马

犛犮犻狉狋狅狋犺狉犻狆狊犱狅狉狊犪犾犻狊Ｈｏｏｄ。

花蓟马在不同芒果品种上的发生动态如图１所

示。不同芒果品种上花蓟马的发生动态趋势基本一

致，在发生盛期，花蓟马在凯特 （ＫＴ）芒果上的

种群发生数量最大，在四季 （ＳＪ）芒果上的种群数

量次之，在季芒 （ＪＭ）上的发生数量最小。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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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芒果蓟马发生动态可以看出，４月初到６月

中旬为花蓟马的发生高峰期，凯特芒果上最大虫口

数量达每百叶８４．２头，之后逐渐减少，从６月底

到１２月中旬花蓟马的发生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种群动态变化不大，从１２月底到翌年３月初田间

花蓟马种群数量极低。

图１　花蓟马在不同芒果品种上的发生动态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犉．犻狀狋狅狀狊犪狅狀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

犿犪狀犵狅

黄胸蓟马在不同芒果品种上的发生动态趋势如

图２。５月份为黄胸蓟马的发生高峰期，在不同品

种间凯特 （ＫＴ）芒果、金煌 （ＪＨ）芒果上的种群

发生量较大，在凯特芒果上的发生数量最高可达百

叶１５０．０头；四季 （ＳＪ）芒果上黄胸蓟马的发生量

次之，季芒 （ＪＭ）最轻，仅为百叶５３．０头。黄胸

蓟马在不同品种上的种群发生动态与花蓟马的发生

动态基本一致，发生高峰期为４月初到６月中旬，

从６月底到１２月中旬其发生量变化不大，从１１月

底到翌年３月初田间发生量较少，在田间几乎看不

到黄胸蓟马的发生。

图２　黄胸蓟马在不同芒果品种上的发生动态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犜．犺犪狑犪犻犻犲狀狊犻狊犕狅狉犵犪狀狅狀

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犿犪狀犵狅

茶黄蓟马在不同芒果品种上的种群发生动态差

异如图３。茶黄蓟马在凯特 （ＫＴ）、金煌 （ＪＨ）、

四季 （ＳＪ）、季芒 （ＪＭ）等４个品种上发生趋势变

化较大，但总体发生数量都比较少，百叶虫口密度

最大仅为１７头。茶黄蓟马在４个芒果品种上的发

生趋势基本一致，３月初芒果抽嫩芽时开始发现茶

黄蓟马，但数量不大，之后数量逐渐增加，进入４

月底茶黄蓟马百叶虫口密度已达１５头左右，之后

发生量变化不大，７月中旬虫量开始下降，到８月

底达最低水平，９月中旬至１０月底虫量有所回升，

之后逐渐减少，１２月底虫口数量几乎为０，一直到

翌年３月初才始见茶黄蓟马。

图３　茶黄蓟马在不同芒果品种上的发生动态

犉犻犵．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犛．犱狅狉狊犪犾犻狊狅狀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

犿犪狀犵狅

２２　田间蓟马发生盛期对不同品种芒果的选择性

差异

在蓟马发生盛期，黄胸蓟马在凯特 （ＫＴ）芒

果和金煌 （ＪＨ）芒果上的发生量显著高于在四季

（ＳＪ）芒果和季芒 （ＪＭ）芒果上的发生量，差异显

著；而茶黄蓟马整体发生量偏低，但是对凯特芒果

表现出较强的偏好性，发生量显著高于在其他３个

芒果品种上的发生量；花蓟马也是在凯特芒果上发

生最为严重，虫口发生量较季芒芒果上的差异显

著，与四季芒果、金煌芒果的发生量差异不显著

（图４）；３种蓟马在季芒芒果上的发生量均是最低，

说明季芒芒果对蓟马具有一定的抗虫性。

２３　蓟马对不同品种芒果的室内选择性

蓟马对不同品种芒果室内选择研究结果表明，

芒果３种主要蓟马花蓟马、黄胸蓟马和茶黄蓟马均

喜食凯特芒果的叶片，对其选择性显著高于对其他

３个品种的选择性；而芒果蓟马对季芒品种的选择

性较弱，且选择季芒叶片的蓟马数量显著低于其他

３个品种；花蓟马和黄胸蓟马对四季芒果和金煌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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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蓟马对不同品种芒果的选择性差异

犉犻犵．４　犉犲犲犱犻狀犵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犺狉犻狆狊狅狀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犿犪狀犵狅

注：图中无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图５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

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

果的叶片的选择性差异性不明显，茶黄蓟马更喜食

金煌芒果叶片 （图５）。

图５　蓟马对不同品种芒果的室内选择性

犉犻犵．５　犉犲犲犱犻狀犵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狉犻狆狊狅狀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犿犪狀犵狅犻狀

狋犺犲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

３　讨论与结论

芒果蓟马种群动态调查表明，在供试果园发生

的蓟马种类主要有花蓟马、黄胸蓟马和茶黄蓟马。

从３月初至７月末，芒果蓟马种群动态表现为先逐

渐上升后下降，发生高峰期集中在４月中旬到６月

下旬。这可能是因为此时间为芒果的抽芽期和开花

期，蓟马主要为害芒果幼叶、幼果，同时蓟马为嗜

花性昆虫，且适宜的温度为蓟马的大量繁殖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本研究通过田间调查研究了不同品种

芒果蓟马的种群动态，这与韩冬银等［３］和邢楚明

等［１４］研究的海南芒果园蓟马种群数量变动规律基

本一致。其中，芒果蓟马种群数量在６月５日急速

下降，这与调查前一周持续降雨有关，有研究表明

大雨可导致蓟马种群数量急剧下降［１５］。

蓟马在不同品种芒果上的发生情况研究表明，

芒果品种影响芒果蓟马的发生，说明不同品种对芒

果蓟马的抗性水平不同。在蓟马发生盛期，不同芒

果品种间蓟马发生量存在一定差异，黄胸蓟马在田

间不同芒果品种上的发生量：凯特＞金煌＞四季＞

季芒，花蓟马的发生量为：凯特＞四季＞金煌＞季

芒，茶黄蓟马的发生量为：凯特＞金煌＞四季＞季

芒。在４个不同芒果品种中，凯特芒果上蓟马发生

最为严重，季芒最轻；室内选择性试验也呈现相同

的结果。品种间的抗虫性差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植物与害虫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抗虫能力与

植株自身的物理化学特性有关［１６－１７］，而且受环境

影响［１８－１９］。因此，抗虫品种季芒芒果的抗虫性机

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应用抗虫品种作为害虫综合治理的一部分，具

有减少害虫数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低对环

境的污染等优点，应用前景广泛，便于推广。结合

芒果蓟马发生动态，筛选抗芒果蓟马品种，明确不

同芒果品种对芒果蓟马的抗性，有利于芒果品种的

合理布局和芒果蓟马类害虫的科学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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