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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多样性对麦长管蚜的生态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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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麦田遗传多样性对麦长管蚜的生态效应，系统调查了麦长管蚜及其天敌的种群时序

变化，并分析了对麦长管蚜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间作处理麦田中高峰期麦长管蚜无翅

蚜的百株蚜量均显著低于单作麦田，其顺序为．，J、麦单作北京837(7 422．O头)>与KOK间作

(5796．7头)>与红芒红间作(5406．7头)>与郑州831间作(5291．7头)>与JP2间作(4493．4

头)>与中四无芒问作(4 155．0头)，且麦蚜由聚集分布趋于均匀分布；蚜茧蜂发生的高峰期，各间

作处理麦田中蚜茧蜂的平均数量高于小麦单作田，且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各间作处理麦

田小麦理论产量增加，与小麦单作处理差异显著(P<0．05)。表明大田小麦品种间作抗蚜品种对

麦长管蚜有显著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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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lle ecolo百cal eff．ect of genetic diVersit)r in’小eat 6eld on S豇06幻n翻孵，l伽，the popu-

lation dynamic of Is．伽凡删and it’s natural enemies w船invest远ated systematically in wheat fields，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口钾，l口e was also analyzed．The results 8howed that，compared证th monocultures，

cV． Beijing 837，tlle枷ount of S．伽en妇【e apterae per 100 plants in intercropping pattems were signifi—

canny lower during aphid peak period，锄d the cascade of population densities was tha上cV． Beijing 837

monoculture(7 422．0)>intercmpped wit}l cv．KOK(5 796．7)>intercmpped with cV．Hongmanghong

(5406．7)>intercropped试山cv．zhengzhou83l(5291．7)>intercropped讲th cv．JP2(4493．4)>in—

tercmpped访th cv．Zhongsiwumang(4 155．0)，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删e，I伽were ch蛐ged

fmm aggregated pattem to unifom one．In aphid par鹊itoids peak period，tllere were hig}ler popul撕on

densities of印hid par鹊itoids in each intercmpping 6eld诮th tlie Very si印ific卸t level of P<0．01．，11le

theoretical yield were more incre鹊ing稍tll the sigIl近cant level of P<0．05．Above au，tlle intercropping

of wheat v撕eties of diffbrent resist卸ces to aphids稍th the field cultiV盯could own粕obVio诞advantage

in ecolo西cal regulation to．s．m圯，加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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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长管蚜|si幻6如n伽，啪(Fabricius)为小麦产
区常发性重要害虫，既能直接刺吸小麦汁液，也能传

播病毒病造成作物严重减产。随着人们食品安全、

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提出了“生态调控”的理

念⋯，进而，以生物多样性控制害虫的研究受到广

泛关注。

作物品种单一种植，导致遗传背景狭窄、遗传防

御机制脆弱，容易为植食性昆虫提供持续的方向性

选择。同时，这种单一的种植模式也加快了植食性

昆虫对植物防御的适应，引起病虫害的暴发心。4 J，作

物产量也随之下降"J。合理的作物问混作能够协

调作物问的竞争与互补关系、减轻病虫危害№一7|、降

低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降低

生产成本，还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使群体产量和

整体经济效益得到提高【8 J。

目前，国内外有关利用水稻‘9。加3和小麦‘11—2】

遗传多样性控制病害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Nink—

ovic等¨驯研究表明，大麦品种混作能够影响蚜虫对

寄主植物的接受程度。拥有不同遗传背景的小麦品

种，可以发挥各自的遗传优势，面对多样性病虫害和

生态环境压力的威胁都有较大的适应性¨引，但有关

不同小麦品种间作对植食性昆虫及其天敌的影响鲜

有研究报道。作者研究了不同遗传背景的小麦品种

间作对麦长管蚜及其主要天敌种群动态的影响。

l材料与方法

1．1供试小麦品种

抗蚜小麦品种：中四无芒(高抗)、JP2(中抗)、

郑州831(低抗)，各品种抗麦长管蚜鉴定结果源于

国家“八五”攻关黄淮海麦区品种抗蚜鉴定；红芒红

(抗生性)、KOK(不选择性)，各品种抗麦长管蚜鉴

定结果源于陈巨莲等¨纠的研究结果。所选抗蚜品

种的生育期均与大田品种相近，以便同时收获。大

田小麦品种：北京837，为抗倒、稳产、中熟品种。以

上小麦品种均由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提供。

1．2试验小区设置

试验在河北省廊坊市农业部廊坊有害生物防治

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116069’E、39052’N)进

行，试验田总面积432m2，小区面积均为10m×1 m，

小麦行距30 cm，小区间隔2 m空行，试验田四周种

植1 m宽的对照小麦作保护行。所有小麦品种均在

2007年10月20日播种，并于2008年6月20日收

割。试验区土壤特点及田间管理与大田一致，整个

试验期不施用其它任何农药及除草剂。

试验共设6个处理：北京837分别与中四无芒、

JP2、郑州831、红芒红、KOK以8：2的行数进行行间

作，以北京837单作为对照区。试验采用完全随机

设计，每处理重复3次。

1．3田间调查方法

从4月11日开始至小麦收割为止，每5天调查

1次。麦长管蚜和僵蚜的调查采用“Z”形抽样法，每

小区选取5个点，每点固定抽取10株小麦植株，分

别记录麦长管蚜的数量和僵蚜量。有翅蚜的调查采

用粘性黄板诱捕法，将黄板(30 cm×20 cm)置于试

验小区中央，黄板下缘距地面1．2m，每次调查后更

换黄板。瓢虫的调查采用直接记数法，每小区取1

个样点(1 m2)，记录瓢虫的种类及数量。寄生蜂的

调查采用网捕法，每小区取1个样点(1 m2)，每点扫

10网(网口直径30 cm，网深50 cm，一个往返为l

网，网幅为l m)，将采到的样本用75％酒精浸泡，带

回实验室鉴定物种并记数。

1．4空间分布型的聚集度指标测定

平均拥挤度m‘=i+S2／孑一1，扩散系数C=

s2／石。其中i为平均密度，s2为样本方差。当c<1

时为均匀分布，C=l时为随机分布，C>1时为聚集

分布。

1．5小麦产量测定

小麦成熟后，测定每个小区，包括抗蚜品种在内

的理论产量及千粒重。

舭趟眵姘)=等簧警×千恻g)
千粒重的确定方法：分两次数500粒并分别称

重，当2个数的差值≤0．05 g时，2个数之和便是该

点的千粒重。如果2个数的差值>o．05 g，应再数1

个500粒并称重，如果3个数两两的差值仍>o．05

g，应继续增加数值，直到其中2个500粒的重量之

差≤O．05 g，便确定为该样点的千粒重。

1．6数据处理

采用SAS 9．O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各处

理进行方差分析和Dunc舳氏多重比较(P≤O．05)。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种植方式对麦长管蚜种群动态的影响

2．1．1对麦长管蚜无翅蚜种群动态的影响

不同处理麦田中麦长管蚜无翅蚜种群数量的时

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为单峰型。5月1日前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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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缓慢，数量较少，5月1日以后温度升高，进入

麦长管蚜适宜温区，种群数量迅猛增加，并于5月

21日达到高峰。麦长管蚜无翅蚜高峰期的平均百

株蚜量：小麦单作(7422．0头)>与KOK间作

(5796．7头)>与红芒红间作(5406．7头)>与郑州

83l间作(5291．7头)>与JP2间作(4493．4头)>

与中四无芒间作(4 155．0头)，且小麦单作与各间作

处理差异极显著(df=5，F=“．87，P<O．01)，其

中，与JP2和与中四无芒间作蚜量最少，且与其它间

作处理存在显著差异。此后，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

以及天敌数量的增加，无翅蚜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图1)。从蚜虫的总量可以看出，小麦单作

(24908．67头)>与郑州831间作(16 634．o头)>

与KOK间作(1 6 5 O 9．3头)>与红芒红间作

(15 563．7头)>与JP2间作(15031．O头)>与中四

无芒间作(13 819．O头)，其中，小麦单作蚜量最高，

与中四无芒间作蚜量最少，且差异极显著(df=5，

F=137．78，P<o．01)，其余4个间作处理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但蚜量也明显低于小麦单作。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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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麦单作相比，不同小麦品种间作处理皆显著降

低了麦长管蚜无翅蚜的种群数量。

2．1．2对麦长管蚜有翅蚜种群动态的影响

麦长管蚜有翅蚜在不同处理方式下的种群变动

曲线均为双峰型。有翅蚜发生到结束的时间与无翅

蚜大体相同，但有翅蚜在5月6一11日出现了第1

个高峰，比无翅蚜提前约10天。此后，随着对环境

的适应，有翅蚜数量又逐渐减少。该高峰期平均蚜

量为：小麦单作(101．4头)>与红芒红间作(89．9

头)>与中四无芒间作(81．2头)>与郑州83l间作

(79．7头)>与JP2间作(69．0头)>与KOK间作

(66．5头)。除与红芒红间作外，小麦单作与其它各

间作处理均存在极显著差异(df=5，F=14．96，P<

O．01)。5月21_26日，气温升高，有翅蚜量又出现

第2个高峰期，但由于天敌数量增加，总体蚜量明显

低于第1个高峰期。并且与小麦单作相比，各间作

处理的高峰期延后3～5天，且蚜量明显降低(df=

5，F=33．47，P<o．01)，其中与KOK间作和与中四

无芒间作的处理蚜量最少(图1)。

调查日期sampling date(month．day) 调查日期sampling date(month．day)

图l不同种植方式下麦长管蚜无翅蚜和有翅蚜的种群动态

Fig．1 The apterae明d alatae popul砒ion dynamic8 of s洳6幻凡伽，l口e in diⅡ．erent planting pattems

注：图内各点为3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sE)。A：北京837与中四无芒间作；B：北京837与JP2问作；c：北京837与郑州83l

间作；D：北京837与红芒红间作；E：北京837与KOK问作；F：北京837单作。图2—4同。Note：Data in figu咒黼the盯eHge vdues of

tllree mplicates±starIdard error．A：cv．Beijin9837 inte咒ropped w汕cv．办oIlgsiwumang；B：cV．Beijin9837 ir吐ercmpped wi山cv．JP2；C：

cv．Beijin9837 intercmpped wit}l cv．办engzhou83l；D：cv．Beijin9837 intercmpped埘tll cv．Hollgm蚰ghong；E：cv．Beijin9837 intercropped

硒tll cy．KOK；F：cv．Bcijin9837 m彻0ctdtufe．Tk船me蠡盯t}Ie Figllfes 2—4．

2．2不同种植方式对麦长管蚜天敌种群动态的影响

2．2．1对蚜茧蜂种群动态及僵蚜率的影响

麦田中蚜茧蜂优势种主要为燕麦蚜茧蜂Ap^江

泌鲫e，啪Haliday和烟蚜茧蜂和^记i淞g洳瑚括Ash—
mead，这两种蚜茧蜂都是寄生麦长管蚜的内寄生

蜂。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样影响了蚜茧蜂的种群动

态，并且显著改变其数量(图2)。5月16_26日，

为蚜茧蜂发生的高峰期，各处理蚜茧蜂的平均数量

(头／m2)为：与JP2间作(25．0)>与红芒红间作

(19．9)>与中四无芒间作(19．7)>与KoK间作

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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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与郑州83l间作(16．7)>小麦单作(13．8)。

小麦单作蚜茧蜂数量低于各间作处理麦田，且差异

极显著(df=5，F=53．95，尸<0．01)。与中四无芒

间作和与红芒红间作之间无差异，与KOK间作和与

郑州831间作之间也无差异，但这两组之间存在极

显著的差异(P<o．01)，而与JP2间作处理区有较

高的种群密度。

调查期间，各处理麦长管蚜僵蚜率变化趋势稍

有差别。不同处理麦田的僵蚜率在5月6日前差异

不显著；5月“日后，随着蚜虫种群数量的逐渐增

加，僵蚜率也随之升高，并于5月31日达到最大值。

与JP2、红芒红、郑州83l、中四无芒和KOK间作的

最大僵蚜率分别为47．8％、44．3％、42．4％、41．6％

和41．3％，均高于小麦单作(36．3％)，且差异极显

著(df=5，F=19．28，P<0．01)。6月初，僵蚜率开

始回落，其中小麦单作的降低幅度最大。

2．2．2对瓢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麦田中瓢虫的优势种为七星瓢虫国∞i聊池s印一

4．26 5．1 6 ll 16 2l 26 3l 6．5

调查日期s锄pliIlg date(m伽th．day)

图2不同种植方式下蚜茧蜂的种群动态

Fig．2 P叩ulation由n锄ics of印Kd paf幽iloids in

di】瞻rent planting patte珊

2．3不同种植方式对麦长管蚜空间分布型的影响

5月6日前，各处理间拥挤度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5月11日后，小麦单作的拥挤度急剧上升，并

在5月21日达到高峰，而各间作处理拥挤度上升稍

缓，且拥挤度高峰值有所降低，时间也推迟了3—5

天(图4)。

在小麦单作的种植方式下，麦蚜种群空间分布

在5月初期为随机分布，随着温度的升高，呈现为聚

集分布，5月末则再次趋于随机分布，直至麦长管蚜

种群消亡。麦长管蚜发生高峰期前，各间作处理与

抛mpM聊把把“nnaeus、异色瓢虫磊k舰on玩似妒驰池

PaUas和龟纹瓢虫^哟嘻∞口．却on泐nunberg。在
不同处理区内瓢虫种群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图3)。

5月1日以前瓢虫种群增长缓慢，数量较少；5月1

日以后，随着麦长管蚜种群数量的激增，瓢虫种群数

量增长加快，且与KOK间作处理增长的速度最快；5

月26—31日，不同处理中的瓢虫种群数量同时达到

高峰；6月初以后，温度急剧升高，七星瓢虫迁出麦

田，此时，麦田内瓢虫主要有异色瓢虫和龟纹瓢虫，

再加上蚜虫数量减少，瓢虫种群数量也急剧下降。

与中四无芒、JP2、郑州83l、红芒红、KOK间作

和小麦单作瓢虫总量分别为72．4、80．4、84．7、

102．4、103．o和112．4头，尽管小麦单作的瓢虫总

量显著高于与中四无芒间作，而与JP2间作没有显

著差别，但其它3个间作处理的瓢虫量均极显著高

于小麦单作(df=5，F=42．26，P<0．01)，且与KOK

间作瓢虫数量最多。这也表明了瓢虫种群的数量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抗蚜小麦品种的影响。

4．1l 16 2l 26 5．1 6 11 16 21 26 31 6．5

调查日期s啪pling datc(montll．da”

图3不同种植方式下瓢虫的种群动态

Fig．3 Population dyn锄ic8 of ladybeene8 in

dilbrent planting panem8

小麦单作变化趋势一致，但聚集程度均低于小麦单

作。5月21日后，小麦单作依然呈聚集分布，而各

间作处理区则趋于均匀分布。6月初，各间作处理

区趋于随机分布，直至麦长管蚜种群退出麦田(图

4)。表明间作小麦抗性品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麦长管蚜高峰期的空间分布，使其趋于均匀分布，减

少聚集，降低对小麦的危害程度。

2．4不同种植方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通过测定小麦产量的两个常用指标千粒重和理

论产量，分析不同处理方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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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种植方式对麦长管蚜聚集度的影响

Fig．4，11le唱目regation indiceB for S洳6如几伽，蹴in di虢rem pl肌ting pattems

果显示，小麦单作的千粒重明显低于各间作处理，且

差异显著(df=5，F=3．93，JP<0．05)，而各间作处

理之间无显著差异；各间作处理的产量都明显高于

小麦单作，且差异显著(df=5，F=12．67，P<o．05)，

除与KOK间作外，其它间作处理之间无明显差异

(表1)。可见，间作一定量的抗性小麦品种有利于

作物产量的提高。

表1不同种植方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Table 1 The yield of wheat in di仟erent planting patteHls

注：A：北京837与中四无芒问作；B：北京837与JP2间作；c：北京837与郑州831间作；D：北京837与红芒红间作；E：北京837与

KOK间作；F：北京837单作。同一行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Note：A：cv．Beijin9837 intercmpped widl

cv．zhon98iwum卸g；B：cv．Beijin9837 intercmpped诵出cv．JP2；C：cv．Be讲n9837 intercropped wi血cv．Zllen铲hou83l；D：cv．Beijin9837

intercmpped witIl cv．HongmaJlghong；E：cv．Be讲n9837 intercmpped witlI cv．KOK；F：cv．Beijin9837脚noculture．Me册s witll diH音陀m let．

te璐indicates signific明t di雎rence8伽ng contml蛐d treannent8(ANOVA followed by LSD te8t，尸<O．05)in tlle咖e line．

3讨论

我国是世界上农作物布局和栽培制度最复杂的

国家，适宜采用生态调控措施防治农作物病虫

害【l6I。作物品种多样性间作作为一种经济、实用的

生态调控措施已经在控制水稻病害中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pJ，并已大面积推广应用。

本研究中，拥有不同抗蚜类型的小麦品种与大

田品种间作，增加了麦田的遗传多样性，不同处理麦

田麦长管蚜种群的变动趋势并没有因为间作抗性品

种而发生改变，但整个发牛期麦田麦长管蚜总量及

其高峰期的数量却显著降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

了“由于混作引起作物信息释放反应进而导致蚜虫

对寄主植物接受程度改变”的假说¨3‘。与抗感品种

间作时，由于抗性植株会产生一些挥发性次生物质，

对植食性昆虫有趋避、毒杀Ⅲ一引作用，并对天敌具

有吸引等作用ⅢJ，使田间植食性昆虫种群数量减

少。尽管麦长管蚜的数量显著降低，但由于多样化

的复杂环境能够提供更加有效的替代资源和微栖

境[13|，问作处理田中优势天敌仍保持较高的种群密

度，这与天敌假说相吻合旧1|。此外，麦长管蚜的空

间分布型也随着小麦不同抗性品种、不同比例的间

作而发生改变，间作处理的拥挤度和扩散系数都比

小麦单作低，且变化趋势略有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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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麦长管蚜在麦田分布中的均匀性，减少聚集

分布的时间和程度，进而有效减轻了对小麦的危害

程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抗蚜类型、级别的小麦品

种与大田品种间作，可减少虫害、增加天敌数量；再

加上组合内两品种株高差异，在田间形成立体植株

群落，提高了单位耕地上自然资源如光、温、水、气等

的利用率瞄J，因此，小麦的千粒重和理论产量均得

到不同程度地提高。理论产量不仅与千粒重有关，

每公顷穗数与穗粒数等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尽管与KOK间作处理的千粒重与其它间作处理间

无显著差异，但其理论产量明显低于其它问作处理，

这也为深入探讨产量提高的原因提供了切人点。

在农田实际应用品种多样性控制害虫时，应选

择与当地主栽品种相适应的抗性品种、恰当的种植

比例以及最佳的空间格局。利用抗蚜小麦品种与大

田品种间作减少农药的使用、降低环境污染。此外，

多样性种植模式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但有关最佳的科学问作模式和害虫调控机

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丁岩钦．论害虫种群的生态控制．生态学报，1993，13(2)：

99一106

[2]Karb蚰R，Baldwin I T．Induced弛Bpon∞s to herbivory．∥In-

te伪pec虢interac矗ons．％e UIlive巧ity 0f Chic哪胁鼹，Chica—
go，1997

[3]李潮海，苏新宏，孙敦立．不同基因型玉米问作复合群体生

态生理效应．生态学报，2002，22(12)：2096—2103

[4]kuIlg H，Zllu Y Y，Revilla—Moli腿I，et a1．using gcnetic di．

ve玛时to achieve 8u8tainable rice disease m舭agement． Plam

Disea∞，2003，87(10)：1156—1169

[5]Khush G S，Vid【P S．mce impmvement：p船t，present，舳d

fLItu冲．∥Kang M S．C。叩i删P彤vement：CllaU即geB iII tlle twen．

ty省鹅t century．New York，‰d Products Pre略，2002：17—

28

[6]Khan z R，Pickett J A，v蚰den Berg J，et a1．Exploiting

chelIlical ec0109y狮d$pecie8 diversity：stem bo陀r and striga

con呐l f打maize粕d∞rgllum iIl A抽ca．Pest Ma眦gement sci·

ence，2000，56(11)：957—962

[7]Reda F，Verkleij J A C，Emst w H 0．Intercmpping‘叶tlIe

impmVemem 0f∞rghum yield，s砌fbrtil畸and s啊ga conn_{0lin

tlle subsistence a甜cultllre region of Tigmy(northem EtlIi叩i—

a)．Jo哪!al ofA目mnomy and Cmp Science，2005，191(1)：10

—19

【8]Trelibam B R．IIltercropping for nle m肌ageme呲《pegt8觚d

di∞a∞s．Field CrDps Research，1993，34(3／4)：38l一405

[9]zhu Y Y，chen H R，F叽J H，et a1．Genetie dive鹞ity觚d

di8ea8e contml in rice．Nature，2000，406(6797)：718—722

[10]wolfe M s．cmp s打engt}l山rough diversity．NatIlre，2000，

406(6796)：68l一682

[11]陈企村，朱有勇，李振岐．利用品种混合控制小麦病害之研

究进展．中国农学通报，2005，2l(11)：320一324

[12]曹克强，曾士迈．小麦品种混合种植的抗病增产作用．国

外农学一麦类作物，1992(3)：47—48

[13]Ninko“c V，0ls∞n u，Pe№rs∞n J．Mi)【iTlg barley cul￡iv艄

a彘ct8印hid host plant acceptance in field experiments．Ent伊

mologia Experimentali8 et Applicata，2002，102(2)：177—

182

[14]Nevo E，Beile8 A．(knetic diver8ity of wild emmer wheat in

Igrael and TlIr王【ey strIIcture， evolution， 明d applicadon in

breeding．Theoretical锄d Applied Genetic$，1989，77：42l

一455

[15]陈巨莲，孙京瑞，丁红建，等．主要小麦抗蚜品种(系)的抗

性类型及其生化抗性机制．昆虫学报，1997，40(增刊)：

190—194

[16]郭予元．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生态调控实例分析．植物保

护，2006，32(2)：l一4

[17]Dicke M，Sabelis M w，Takabay船hi J，et a1．Pl锄t strategies

of m蚰ipul鲥Tlg predator_p陀y intemctio璐t王lmu曲allelocheIni—

cals： pm8pects for applic撕on in pest contr01． Joumal of

Chemical Ecology，1990，16(11)：3091—3118

[18]cook s M，J拥s鲫n M，skellem M P，et a1．Respon眈s of

尸胁诫耻Ir够itoids to volatik8 0f lavender，J已僦利以D口，够岱m
如Z缸一a p∞sible repellent for tIleir host，朋“i酽t^豁口e船郴．

BioControl，2007，52(5)：591—598

[19]ufl【e8 L L，G舢8 G w．11Ie i∞lation and iden曲c砒ion of v01．

“1e in∞ct陀peUents fbm tlIe龟lit of the 0sage omnge(朋h-

c缸m po，，I莎吝m)．Jo哪al 0f Es解ntial 0订Re靶arch，200r7，19

(2)：167一170

[20]Dicke M，sabelis M w．H0w plants obtain predatory lllites勰

bodygIlards．№tlledands Joumal of Z00logy，1988，38(2／

4)：148一165

[21]吕昭智，李进步，田卫东，等．生物多样性在害虫控制中的

生态功能与机理．干旱区研究，2005，22(3)：400一404

[22]冉家庆．我国立体农业经营的现状与前景．作物研究，

1994，8(2)：16—19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