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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褐飞虱的移动行为规律，为褐飞虱行为调控防治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持。【方法】以室内

续代饲养的稻飞虱品系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移动计数装置，对长翅和短翅两个性别褐飞虱成虫的移动行为

规律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４个虫态成虫的移动时间分布、移动量和移动昼夜比例等均存在明显差异。雄性

成虫的移动频率显著高于雌性，其中长翅雄性成虫的移动总量最高，平均为１２９０次；短翅雌性成虫最低，为

４８０．７次。雄性成虫夜间移动量高于白天，而雌性特别是短翅型雌性成虫夜间移动量仅占０．３６。【结论】褐飞虱

成虫的移动行为具有一定规律，雌、雄成虫移动行为差异明显。根据４类成虫的移动行为差异和特点，通过人

为方法干扰或抑制其移动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褐飞虱的迁飞和求偶活动，从而降低种群数量达到防治的目的。

关键词：行为节律；翅型；雌雄差异；害虫行为调控

中图分类号：Ｓ４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３８４ （２０１９）０８－９５２－０６

犕狅狏犻狀犵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狅犳犃犱狌犾狋犅狉狅狑狀犘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狊，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犾狌犵犲狀狊

ＳＨＩＬ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ＬＩＮＱｉ２，ＬＩＵＲｕｉｈｕａ３，ＬＩＵＦｅｎｇ

２，ＺＨＡＮＺｈｉｘｉｏｎｇ
１

（１．犚犻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犉狌犼犻犪狀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犉狌狕犺狅狌，犉狌犼犻犪狀　３５００１８，犆犺犻狀犪；

２．犢狅狌狓犻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犅狌狉犲犪狌，犛犪狀犿犻狀犵，犉狌犼犻犪狀　３６５１００，犆犺犻狀犪；３．犖犪狀狆犻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犻狀犉狌犼犻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犑犻犪狀狔犪狀犵，犉狌犼犻犪狀　３５４２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ｖ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ｂｒｏｗｎ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ｓ，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犾狌犵犲狀狊，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ｓｔｐｅｓｔｓｉｎ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ｄｕｌｔ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ｏｕ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ｏｕｓｍａｌｅ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ｂｒｏｗｎ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ａｎｅｎｃｌｏｓｅｄｃｈａｍｂ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ｂｒｏｗｎ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ｌｅｓ

ｍ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ｈｅ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ｏｕｓｍａｌｅｓｗｅｒｅｍｏｓｔａｃｔｉｖｅａｔ１２９０．０±１１．９３

ｔｉｍｅｓｔｏｔａｌ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ｏｕ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ａｔ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ｏｆ４８０．７±１９．３６．Ｔｈｅｍａｌｅｓ

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ｍｏｖｅ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ｔｎｉｇｈｔｔｈ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ｄａｙｔｉｍ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ｏｕ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ｄｅｖｏｔｅｄｏｎｌｙ３６％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ｔｎｉｇｈ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ｒｅｐｅａ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ｂｒｏｗｎ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ｓｉｎｍｏｖ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ｂ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ｅ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ｅｓ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研 究 意 义】褐 飞 虱 犖犻犾犪狆犪狉狏犪狋犪犾狌犵犲狀狊

（Ｓｔｌ）是我国及亚洲多数国家水稻生产上的主要

害虫之一。作为单食性害虫，褐飞虱若虫和成虫主

要栖息在水稻茎基部刺吸汁液造成危害，雌虫交配

后将卵产于韧皮部，形成大量伤口，破坏水稻疏导

组织。褐飞虱危害严重时，稻株大面积枯萎倒伏，

福建农业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８）：９５２－９５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ｎｙｘｂ．ｃｎ

犉狌犼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０３／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３８４．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３



形成 “虱烧”（ｈｏｐｐｅｒｂｕｒｎ）
［１－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来，该虫在我国年发生面积达到１３３０万～２０００

万ｈｍ２，造成稻谷损失１０亿～１５亿ｋｇ
［２，４］。对于

褐飞虱的防治，化学药剂仍是主要方法。但由于近

几十年来人们对化学杀虫剂的过分依赖和使用，加

之褐飞虱世代周期进化速度快，导致田间褐飞虱种

群对有机磷类、苯基吡唑类、拟除虫菊酯类、新烟

碱类以及昆虫生长调节剂等大量类型杀虫剂产生较

强抗性［５－７］，褐飞虱的防治工作仍然严峻。 【前人

研究进展】昆虫的翅型分化现象在半翅目 （如黾

蝽、飞虱和蚜虫等）、鞘翅目 （如苜蓿叶象甲）和

直翅目 （蟋蟀和蝗虫）中较为普遍，是昆虫适应环

境变化、保证种群延续而长期进化形成的［８］。褐飞

虱属于半翅目昆虫，其成虫具有明显的翅二型现

象：长翅型成虫前后翅发育正常，能够进行长距离

的迁飞，逃离恶劣的环境，寻找适合其生存繁衍的

空间环境；短翅型成虫后翅严重退化，前翅长度未

及腹部末端，无法飞行，但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利于褐飞虱迁入某地后快速增加种群数量［９－１０］。

褐飞虱成虫在性成熟后，采用 “ｃａｌｌｆｌｙ”策略进行

求偶，过程大体为：雄性成虫求偶时表现活跃，频

繁发出求偶 “鸣声”来寻找配偶，雌性成虫则较少

移动，不时发出 “鸣声”回应雄性成虫，雄性成虫

接收到雌性成虫的回应后积极搜寻并靠近，从而发

现并与雌性成虫交配［１１－１２］。【本研究切入点】迁飞

和求偶是保证褐飞虱生存、繁衍并爆发成灾的两个

重要生命活动。在这两个活动过程中涉及大量的飞

行、爬行、跳跃等移动行为。而前人对这一研究领

域的关注较少，褐飞虱的移动行为规律仍有待挖

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翅型和性别为

参考因素，对褐飞虱成虫的移动行为规律和差异进

行了观察和分析，以期探明与褐飞虱迁飞和求偶行

为相关的规律，为进一步从事褐飞虱行为调控防治

研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供试褐飞虱于２０１７年夏季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试验田内采集，室内饲养超过１０个

世代，饲养条件为：每日５∶００～１８∶５９光照，光

照周期１４Ｌ∶１０Ｄ；室内温度 （２６±１）℃，相对

湿度６０％～７０％。

为实现对褐飞虱移动行为的连续记录，作者设

计了一款移动计数装置 （图１）。装置主要部件包

括红外光栅感应装置、石英玻璃罩和定时计数装

置。红外光栅感应装置，主要包括红外发射器、红

外接收器和传感器。接通电源后红外发射器和接收

器之间形成红外光栅，两个相邻红外光束间距为

１．２５ｍｍ。石英玻璃罩为长方体透明结构，不吸收

红外线，玻璃厚度小于２ｍｍ，长宽高为１０ｃｍ×５

ｃｍ×５ｃｍ。定时计数装置包括单片机、定时器、

计数器以及２６个数字显示管，定时器一个周期为

２４ｈ，通过倒数的形式在数字显示管上显示；石英

玻璃罩内两侧分别放置５株发芽后５～７ｄ的水稻

幼苗，根部用湿润棉花包裹。红外光栅感应装置设

置在两株植物中间位置，红外光栅与两边水稻幼苗

平行。将待测褐飞虱成虫放入玻璃罩内，打开装置

电源开始工作。如待测成虫在两侧水稻幼苗间来回

活动，经过红外光栅时虫体会切断一条或数条红外

线，则计移动１次。计数器数值加１，并将变化后

数值在总量数字显示管实时显示。各小时内的计数

数值将在相应的分时数字显示管上显示 （共２４

个）。定时计数器在完成２４ｈ计数后各个显示管数

量自动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即２４ｈ一个循环。

图１　褐飞虱移动计数装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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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ｈ为计时数字显示管；ｉ为分时计数数字显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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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分别选择初羽化 （羽化１２ｈ内）长翅、短翅

雌雄性成虫进行如下处理：１７∶００～１８∶００收集

１０头相同翅型和性别的待测活体成虫，放入图１

所示石英玻璃罩内。玻璃罩内两侧分别放置发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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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ｄ的水稻幼苗供待测试虫取食，水稻幼苗根

部用湿润棉花包裹以维持其活力。此后直至当日

２３∶５９，１０头待测试虫在石英玻璃罩内适应７～８

ｈ。次日０点整 （观察第１ｄ）开启图１所示褐飞虱

移动技术装置，装置按上文描述的原理进行计数工

作，连续工作记录６日。每天在装置显示管数字清

零前记录各时段的移动数值。此试验每个处理进行

３个重复，共计４个虫态×３个重复＝１２次观察。

室内环境条件与饲养条件相同，即在每日５∶００～

１８∶５９用ＬＥＤ灯光照，其余时间无光照，光照周

期为１４Ｌ∶１０Ｄ；室内温度 （２６±１）℃，相对湿

度６０％～７０％。

１３　统计与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以及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０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对各虫态６

日的移动总量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 （犪＝０．０５）后，

采用犔犛犇法做多重比较；对各虫态每日的移动量

进行 重 复 测 量 方 差 分 析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ｕｃｈｌｙ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犘＜０．０５），用ＨｕｙｎｈＦｅｌｄｔ法进行校正。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日时段移动差异比较

不同翅型雌雄褐飞虱成虫的移动时段分布存在

差异 （图２）：长翅雄性成虫的各时段移动行为分

布较其他３种待测试虫均匀，在观察第４日３∶００

出现高峰。从不同时段分布情况看，每日７∶００至

１３∶００为长翅雄性成虫的移动不活跃期，１９∶００

至次日５∶００为移动活跃期；长翅雌性成虫褐飞虱

的移动分布较为集中，每日１６∶００至２１∶００时段

移动最为活跃且高峰值明显，其移动低谷则为

５∶００至１３∶００时段 （图３）。短翅雄性成虫的移

动分布无明显高峰，低值一般出现在每日的５∶００

至９∶００时段，夜间的移动频率较白天频繁 （图

４）；与长翅雌性成虫相比，短翅雌性成虫的移动活

跃时段提前，为１３∶００至２１∶００，低峰则提前到

３∶００至９∶００时段 （图５）。

２２　褐飞虱日移动量差异比较

如表１所示，对长短翅雌雄成虫日移动量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褐飞虱成虫的移动行

为存在时间效应，并受翅型和性别两个因素的显著

交互影响。组间变异分析证实雌雄成虫间的移动量

存在显著差异。如图６所示，在６ｄ的观察中，长

翅雄性成虫每日的移动均值均高于其他３个虫态褐

飞虱成虫。最高值出现在观察第２日 （２９７．３±

图２　长翅雄性褐飞虱成虫各时段移动率

犉犻犵．２　犎狅狌狉犾狔 犿狅狏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犪犱狌犾狋犿犪犮狉狅狆狋犲狉狅狌狊

犖．犾狌犵犲狀狊犿犪犾犲狊

注：Ａ为１、２日，Ｂ为３、４日，Ｃ为５、６日。图中阴影区域为

夜间 （无光照）时段；移动率＝各时段移动量／当日移动总量。

图３～５同。

Ｎｏｔｅ：Ａ．１，２ｄ，Ｂ．３，４ｄ，Ｃ．５，６ｄ．Ｎｏｔｅ：Ｓｈａｄｏｗａｒｅ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ａｋｅｎ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ｉｇｈｔ）；

ｍｏｖｉｎｇｒａｔｅ＝ｍｏｖ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ａｎｈｏｕｒ／ｔｏｔａｌｔｉｍ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ａｄａ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５．

图３　长翅雌性褐飞虱成虫各时段移动率

犉犻犵．３　犎狅狌狉犾狔 犿狅狏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犪犱狌犾狋犿犪犮狉狅狆狋犲狉狅狌狊

犖．犾狌犵犲狀狊犳犲犿犪犾犲狊

５．３１），后随时间递减；而短翅成虫的移动高峰则

出现在观察第１日 （２３６．０±６．０５），后呈阶梯式下

降至第６日的最小值 （６２．３±１．２５）。雌性成虫的

移动量明显低于雄性，其中长翅雌性成虫６ｄ的日

移动均量都低于１００次。长翅、短翅雌性成虫的最

大日移动量均出现在观察第３日。

不同翅型雌雄褐飞虱成虫的移动昼夜分布同样

存在差异 （图７）。除观察第１日 （４９．４％）外，

长翅雄性成虫其余５ｄ的夜间移动比例均高于

５０％；短翅雄性成虫第３～６日的夜间移动比例均

低于５０％，其中第５日为最低值 （２７．３％）；长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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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短翅雄性褐飞虱成虫各时段移动率

犉犻犵．４　犎狅狌狉犾狔 犿狅狏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犪犱狌犾狋犫狉犪犮犺狔狆狋犲狉狅狌狊

犖．犾狌犵犲狀狊犿犪犾犲狊

图５　短翅雌性褐飞虱成虫各时段移动率

犉犻犵．５　犎狅狌狉犾狔 犿狅狏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犪犱狌犾狋犫狉犪犮犺狔狆狋犲狉狅狌狊

犖．犾狌犵犲狀狊犳犲犿犪犾犲狊

图６　褐飞虱成虫单日移动量比较

犉犻犵．６　 犇犪犻犾狔 犿狅狏犻狀犵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狅犳犪犱狌犾狋犖．犾狌犵犲狀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

雌性成虫前３日夜间移动比例高于５０％，后两日

在５０％线以下，第６日上升并高于５０％；而短翅

雌性成虫仅第１日夜间移动比例高于５０％，剩余５

日均在５０％线下。

图７　褐飞虱昼夜分布比例比较

犉犻犵．７　 犚犪狋犻狅狊 狅犳 犱犪狔／狀犻犵犺狋 犿狅狏犻狀犵 犮狅狌狀狋狊 狅犳 犪犱狌犾狋

犖．犾狌犵犲狀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

注：夜间移动比例＝每日夜间移动量／日移动总量。

Ｎｏｔｅ：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ｍｏｖｉｎｇｒａｔｅ＝ ｍｏｖ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ｔｎｉｇｈｔ／ｔｏｔａｌ

ｍｏｖ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ｓｏｎａｓａｍｅｄａｙ．

表１　褐飞虱成虫日移动差异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犻犾狔 犿狅狏犻狀犵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狅犳犪犱狌犾狋犖．犾狌犵犲狀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

变量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犉值

犉Ｖａｌｕｅ

犘值

犘Ｖａｌｕｅ

组内变异 Ｗｉｔｈ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观察时期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ｉｍｅ ５．０９７ ０．００４

　观察时期翅型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ｉｎｇｔｙｐｅ ０．９９０ ０．３９４

　观察时期性别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ｘ ３．８４２ ０．０１４

　观察时期翅型性别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ｅｘ
１．１１５ ０．０３７

组间变异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翅型 Ｗｉｎｇｔｙｐｅ １．７２０ ０．２２６

　性别Ｓｅｘ １１．６４９ ０．００９

　翅型性别 Ｗ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ｅｘ ２．６４６ ０．１４２

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经球形检验犘＜０．０５，采用 ＨｕｙｎｈＦｅｌｄｔ方法进行

校正。

Ｎｏｔｅ：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ＭＡＮＯＶＡ），ａｓｔｈｅ

Ｍａｕｃｈｌｙ＇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犘＜０．０５，ａＨｕｙｎｈＦｅｌｄ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

２３　褐飞虱移动总量差异比较

如表２所示，长翅雄性成虫６日移动总量显著

高于其他３个虫态褐飞虱。短翅雄性成虫次之，仍

显著高于长翅、短翅雌性成虫的６日移动总量，长

５５９第８期 施龙清等：水稻褐飞虱移动行为规律初探



翅、短翅雌性成虫间的移动总量差异不显著。从昼

夜分布上看，长翅雄性成虫夜间移动总量高于白

天，占６日移动总量的５９％，夜间移动总量显著

高于其他３个虫态褐飞虱。短翅雄性成虫夜间移动

量占６日总量的５５％。长翅雌性成虫夜间和白天

的移动量相近 （夜间移动比例０．５１）。值得注意的

是，短翅雌性成虫夜间移动比例明显低于白天，夜

间移动比例仅为０．３６。

表２　褐飞虱成虫移动总量差异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狅狋犪犾犿狅狏犻狀犵犮狅狌狀狋狊狅犳犪犱狌犾狋犖．犾狌犵犲狀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

虫态

Ｉｎｓｅｃｔｓｔａｔｅ

白天（光照）移动总量

Ｔｏｔａｌｍｏｖ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ｄａｙｔｉｍｅ

夜间（无光照）移动总量

Ｔｏｔａｌｍｏｖ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移动总量

Ｔｏｔａｌｍｏｖ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夜间移动比例

Ｍｏｖ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ｉｎ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长翅雄性成虫Ａｄｕｌｔ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ｏｕｓｍａｌｅｓ ５２１．７±２．２６ａ ７６８．３±１０．８２ａ １２９０．０±１１．９３ａ ０．５９±０．０３０

长翅雌性成虫Ａｄｕｌｔ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ｏｕｓｆｅｍａｌｅｓ ２１３．３±１２．１８ｃ ２１３．３±１０．９２ｃ ４２６．７±２３．０３ｃ ０．５１±０．０４５

短翅雄性成虫Ａｄｕｌｔ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ｏｕｓｍａｌｅｓ ３６６．３±８．４６ａｂ ４２０．３±３．０８ｂ ７８６．７±１１．２１ｂ ０．５５±０．０４４

短翅雌性成虫Ａｄｕｌｔ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ｏｕｓｆｅｍａｌｅｓ ３００．３±１０．７５ｂｃ １８０．３±８．９７ｃ ４８０．７±１９．３６ｃ ０．３６±０．０６５

注：同一列标记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犔犛犇多重比较，犘＜０．０５）。夜间移动比例＝每日夜间移动量／日移动总量。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ＳＤ，犘＜０．０５．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ｉｎ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ｙ／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ｄａｙ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

３　讨论与结论

雌、雄褐飞虱长翅成虫均具有迁飞能力，在

２７．５℃时，雌性羽化后２３ｈ可以起飞、雄性为羽

化后 ２１．５ｈ，夏季起飞高峰在日出前和日落

后［１３－１４］。为模拟田间实际环境，本研究所用光源

为ＬＥＤ灯，光照时间参照福建夏季光周期 （每日

上午５∶００开灯，夜间１８∶５９关灯）。本试验长翅

型成虫的观察第１、２日开灯前和关灯后虽均有较

高的活动量，但并非活动高峰。这可能与室内试验

条件下提供了较充足食物有关，而食物条件是影响

褐飞虱迁飞的重要因素，长翅型成虫在适宜的食物

供应下可直接进入繁殖阶段，从而降低迁飞行

为［１５］。本研究表明在充足的食物条件下，长翅型

褐飞虱成虫的性发育不受抑制，性成熟后进入求偶

交配期。已有研究指出在实验室内雌雄褐飞虱成虫

一对一配对条件下，长翅和短翅雄性褐飞虱与雌性

的交配能力无明显差异［１６］，并且将长、短翅雄性

置于同一空间内时，长翅雄虫与雌性交配的成功率

更大［１７］。褐飞虱求偶交配采取 “ｃａｌｌｆｌｙ”策略，

成虫在羽化后１～２ｄ方有求偶 “鸣声”，在求偶过

程中雄性成虫较雌性成虫活跃［１８］。在作者完成的

另一研究中发现，褐飞虱的交配行为多发生于夜间

（另文发表）。本研究中，无论长翅或短翅，雄性成

虫的移动量显著高于雌性，且在夜间的活动量较

高。雌性成虫特别是短翅型成虫在夜间活动量显著

偏低，这有利于雄性成虫在 “ｃａｌｌｆｌｙ”求偶过程中

定位并接近自己，表明褐飞虱活动规律与其 “ｃａｌｌ

ｆｌｙ”求偶策略相符。

本研究拟通过探讨褐飞虱的活动行为规律，为

褐飞虱防治探寻一种简便、有效且绿色环保的技术

或方法。本研究结果综合分析得知，雄性褐飞虱在

夜间活动力显著高于雌性，从而有利于寻找配偶并

完成交配。据此，如能通过某些人为操作，干扰或

降低其在活动高峰时段的移动行为，继而影响其求

偶交配成功率，则有较大可能降低褐飞虱后代种群

数量。本研究结果为继续开展褐飞虱行为活动调控

研究及应用技术的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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