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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红点唇瓢虫实验种群的影响 

杨孝龙 沈妙 郭振中 熊继文 
， _ — — —  一 — _ — — — — — 一  

(贵州农学院植保系 贵阳 550025) 

摘要 在 7种温度下测定了红点唇瓢虫 (ChHocorus kuwanae Silvestr1)发育速率，井隶得 

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其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能很好地用王如松等 (1982)提 

出的模型进行拟台。由此模型估计出最低、最高临界发育温度和最适发育强度，分导 为 10．42— 

13．0l℃、33．52—37 03℃和 24．99—30 12℃。卵期忍耐温度变化的能力最强，4龄幼虫最弱。温 

度明显地影响该瓢虫的存活率及存活曲线的类型。22—3I℃是其生长的适宜温区，存话率比较 

接近，其中28—31℃的存活率最高。讨论了王如松等 (1982)的模型与 Logistic模型相比所具 

有的优点，发育起点温度和最低临界发育温度的可能关系，以及本研究结果对解释红点唇瓢虫在 

贵州地理分布成因所具有的作用。 

关键词 皇垦壅皇，堂 ，垄童堕曼，垄宣塑盛墨 ，有效积温 
中国分类号 Q969．496．8 

红点唇瓢虫 (Chilocorus kuwanae Silvestri)属于瓢虫科盔唇瓢虫属，是盾蚧的强有 

力的捕食者 (周尧，1982；杨孝龙等，1992)，在国内外分布较广。据调查，在贵州海拔 

低于 1100m地区广泛分布有红点唇瓢虫。在不少生物防治实践中，该瓢虫对一些严重影 

响农林植物的盾蚧取得了良好的控制效果 (黄邦侃，1985)。它还披成功地引种到美国， 

成为控制当地盾蚧的重要天敌，作用显著 (Drea等，1987~Hendrickson等，1991； 

Nalepa等，1993)。现有的报逋主要集中于生物学 (夏宝池等，1985；杨孝龙等，1996 

a)、生命表 (杨孝龙等，1996b)、功能反应 (吴伟坚等，1989)、人工繁殖 (夏宝池等， 

1987)和田间防治试验等 (张守友等，1983；夏宝池等，1985；杨孝龙等，1992)，但有 

关温度对此瓢虫的影响，尚未见到报道。本文详细地研究了温度对红点唇瓢虫生长发育的 

影响，研究结果对了解其种群消长的规律、地理分布的成因、引种利用的成败和在盾蚧综 

合治理中科学地利用这一优良的天敌资源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红点唇瓢虫成虫：干瓢虫繁殖季节在贵阳市郊的柑橘园及樱花园采集成虫，然后在室内单 

头饲养观察 10天，选取能正常产卵、且所产的卵能正常孵化的雌虫供下一步使用。饲料：矢 

尖蚧雌成虫。在无红点唇瓢虫的柑橘园里，连叶采集矢尖蚧，故人保鲜袋后置于 1—2℃的冰 

箱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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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分别在 19、22、25、28、31、33和 35℃7个温度下进行试验 (温差±0．5℃)j试验中控 

制 I4L：10D光照 (以 2支 3W 日光灯为光源)，相对湿度约 75％。在每一温度处理开始前， 

把经选择的红点唇瓢虫的雅成虫放人该温度环境 中产卵，取 6 h内产的 100粒卵在该温度下孵 

化，孵化后的劫虫单头饲养，直至羽化。每天在 8：00和 19：00观察两次，记录变态、发育、 

生死等情况。在第 2次观察时更换饲科。为防止损伤劫虫，一般让幼虫自行从原先的饲科爬 

到新换人的饲料上，或者用 ‘oo”号小毛笔轻轻地挑换。 

2结果与分析 

2．1 温度对发育速率的影响 

红点唇瓢虫的发育速率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表 1)。在 l9—31℃温区中各虫态的发 

育速率与温度呈显著的正相关j但在 33℃以上发育速率反而下降，4龄幼虫、预蛹、蛹及 

成虫在 33℃以上温度条件下不能发育。在 35℃以上卵不能孵化。在 19℃以下成虫不能发 

育成熟。由于 33℃以上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偏离了正相关，所以取表 l中 l9—3l℃5 

个温区的数据，根据有效积温法则，用直线回归法求发育起点温度 (C)、有效积温 ( 

和温度与发育速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 2)。显然，若从各虫态综合考虑，红点唇瓢 

虫的发育起点温度的范围是 l0．28— 13．93℃，整个世代为 l1．20℃}在有效积温 中， 

裹 1 红点唇曩虫在不同温度下的发育速率(1／夭) 

Table 1 Developmental rates(1／day)of each stage of Chilocorus kuwane at din'event temperatures 

表 2 红点唇囊虫各虫态发育起点量度和有效积温 

Table 2 Thn~ho]d temperaturea and effective a~culnalat／ve 

temperatures ofeach st鸣 e of 蝴 kawam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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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雌虫的产卵前期最高 (276 46日度)，其次是卵期 (1 31．48日度)，最低为预蛹期(33 78 

日度)，整个世代为 789．80日度。 

2．2 发育速率与温度关系模型的拟合 

在拟合 中我们采用垒温区的关于昆虫的发育速率 (n 和温度 (丁’之间相互关系的 

复合数学模型 (王如松等，1982)： 

V= 1 (1一 e J_ 一 " 一 ， ⋯  
上 )(1_e 卫 ) 

其中， 为潜在的饱和发育速率，r为发育速率随温度变化的指数增长率， 和 71H各为 

最低和最高临界发育温度， |n为最适发育温度， 为边界层的宽度，相对地反映了昆虫 

对极端温度的不同忍耐程度。 

表 3 红点唇囊虫各虫态的王如梧等《1982 羹型的参数估计值 

Table 3 Estimated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proposed by Wang Rnsong (19~z) 

for each stage of Chilocoruakua~anae 

注：Q为估算值与观察值的均方根误差 

表 4不同温度下红点唇曩虫存活率 

T_b1e 4 Survival rates ofChiloz'orusknwanae at differenttemperatures 

由表 1数据，用麦夸特阻尼最fb--乘法迭代估计出红点唇瓢虫各虫态的有关参数值 

(表 3)。从估算值与观察值的均方根误差看，拟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由表 3，各虫态最 

低临界发育温度以卵期最低 (10．42℃)，1龄幼虫最高 (13．叭℃)，垒世代为 11．06℃。最 

高临界发育温度以卵期最高 (37．O3℃)，4龄幼虫最低 (33．52℃)，垒世代为 34．75℃。最 

适发育温度以卵期最高 (30．12℃)，4龄幼虫最低 (24．99℃)，垒世代为 27 44℃。卵期对 

极端温度的忍耐程度 ( )、最高与最低临界发育温度的差值 (71H—TL)也最大，分别为 

4．08℃和 26．61℃；而 4龄幼虫则最低，分别为 1．00℃和 21．32℃。这些结果都说明，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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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瓢虫卵期忍耐温度变化的能力最强，并在较高的温度下发育较好j而 4龄幼虫最弱，并 

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中发育较好。 

2_3 温度对存活率的影响 

温度可明显地影响红点唇瓢虫的存活率 (表 4)和存活曲线的类型。Odum (1978) 

曾把存活曲线分成 5种类型 (A、B1、B2、B3、c)。在 33℃下红点唇瓢虫的存活曲线为 

c型，在 19℃时呈 B1型，而在 22℃、25℃、28℃和 31℃时都呈 A型。在后 4种温度下 

的存活率比较接近，发育后期以 28℃和 31℃最为接近，分别为 0．8000和 0．8095。说明红 

点唇瓢虫的生长适温区处于 22—31℃，且在此温区的高温端存括率最高。卵孵化率以 

28℃时最高，达 100％。 

表 5红点唇瓢虫各虫期的 Logistic方程参数估计值 

TaMe 5 Esfima~d parame~ ofLogistic equafiom for each stage ofCh／／ocoruskuwan~e 

参数 卵 期 1离孥 2者争 3龄 

K 0 1610 0．4634 0 4508 0 4790 

口 5．2130 5 184 5 1272 3．B425 

6 0 2504 0 2094 0．2371 0 I493 

口 1 Il 10 3 23×10 6．27 xl0 1 39×10一 l 

4龄 垒幼虫期 预蛹期 蛹 期 产卵前期 垒世代 

0．2508 0 0942 0 9867 0 2464 0 0722 0 0364 

54614 4 8627 3 6276 4 4782 6．5542 3．5912 

0 242l 0 2101 0．1278 0．1886 0．3005 0 I407 

72× 10 4 02×10—5 2
．
13 x10 j 5

．

78 x10j 3
．
63×10—7 1

．
20x10—6 

斟 

妞 

洼：口为估算值与现寨值的均方根误差 

温度 (℃) 

图 l 红点唇瓢虫卵的发育速率与 

温度的关系曲线 
Fig．1 Curv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developmental rate 

0f ff。corl~ kuwanae eggs 

一：粗台 Logjstic方程后的曲线 (curve of 

the tired Logistic equation), 

1 {￡l台王如松等模型后的曲线 (carve of 

the tired W ang Rusong et aL mode1)口 

3 讨论 

3．1 关于昆虫的发育速率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可用多种模型拟合，以往广为采用的模型是 

Logistic方程。若用相同的方珐以 Logistic方 

程拟合表 1中 19—31℃的有关数据，同样能 

取得很好的效果 (表 5)。但是从 Logistic方 

程的几何意义来看，其曲线存在一条上渐近 

线。也就是说，随着温度的无限升高，昆虫的 

发育速率将无限地趋近一个最大的饱和发育速 

率，这显然是不实际的。表 1中 33℃下的发 

育情况就已经不符合 Logistic方程了。以卵的 

发育为例，我们可以通过所拟台的壬如松等 

(1982)的模型和 Logistic方程的曲线，来分 

析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图 1)。设王 

如松等 (1982)的模型中，与最高发育速率相 

对应的温度是 Tm。当温度在 m 以下时，两 

个模型的结果比较一致j但超过 Tm以后，两 

者出现相反的趋势。显然，壬如松等 (1982)的模型能很好地反映昆虫在过高的温度下发 

育速率快速下降并趋向于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该模型能够估计出Logistic方程所无法获 

得的几个重要参数，主要是最低和最高临界发育温度及最适发育温度。 

3．2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由有效积温珐则求得的发育起点温度 (c)的含义和由壬如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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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的模型估算的最低临界发育温度 ( )应该是一致的。本研究的结果较好地反应 

了这一点。比较表 2中的红点唇瓢虫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和表 3中的最低临界发育温 

度，不难发现这两组数据很接近，两者的平均变异系数仅为 0．03586。但两者是否在其他 

条件下也有这种一致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3．3 根据我们的调查，红点唇瓢虫在贵州主要分布区的生态地理特征是低海拔、温暖、 

经度偏东。贵州在地形上的一大特点是西高东低。由于海拔和温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使 

得贵州东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比西部地区高。所以，可以认为上述分布区的总体特征是气候 

温暖。本研究显示红点唇瓢虫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最适发育温度都较高，其范围分别是 

l0．28～l3．93℃和 24．99—30．12℃1而且环境温度在 l9℃以下时，成虫不能发育成熟。这 

些结果较好地说明了温度是影响上述地理分布的一个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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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M PERATURE oN EXPERIM ENTAL 

PoPULATIoN oF CMlocoruskuwanae SILVESTRl 

YANG Xiao—long SH EN Miao—qing GUO Zhen-zhong XlONG Ji-wen 

(Department ofPlant Protection．Guizhou Agricultural College．Guiycmg 55002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rates of Chilocorus kuwanae Silvestri were determined under seven 

constant temperatures． and the threshold temper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accumulative temperature of each stage of the ladybeetle was also ascertained．Relationships 

between developmental rate and temperature could be f'mely fitted with the model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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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ang Rusong el at．(1982)．From the model，the highest critical temperatures of develop． 

ment，lowest critical temperatures of development and optimum temperatures of development 

were estimated to be 10 42一l3 0l℃ ，33．52—37 03℃ and 24．99—30．12℃ respectively Egg stage 

exhibited the highest ability to emdure changes in temperature，and the 4th—instar displayed 

the lowest ability Temperature could obviously affect the survival rate and the type of surviv． 

al curve of C．kuwanae Favourable temperature rang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ladyhe etle was 

22—3l℃ ．Survival rates in this range were quite similar．and within 28—3l℃ surviral rates 

were highest．In the paper，we discussed the following topics：the advantages of the model of- 

fered by Wang Rusong el at(1982)over the Logistic equation．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shold temper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owest critical temper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 on explaining the contributing factor of geolo cal distribution of C．kuwanae 

in Guizhou with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Chitocorus kuwanae Silvestri， Tempe rature， Developmental rate， Thresh． 

old temperature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 accumulativ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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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主要畜禽和野生近缘种遗传多样性以及种质资源保存利用” 

获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遗传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是物种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和进化的基础。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许多地方品 

种的遗传多样性迅速缩小以至消失。然而云南特殊的 自然环境及人文、历史背景，至今尚保存着许多畜 

禽的古老品种及野生近缘种。 

在云南省重点基金的资助下， 由昆明动物研究所主持，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云 

南省肉牛与牧草研究 中心参加的该项研究工作，立足干云南丰富的畜禽地方品种资源，采用先进的细胞 

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揭示了云南主要畜禽近 3O个地方品种及野生近缘种的遗传 

背景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及其原因。首次较系统地获得了对这些品种遗传多样性情况的认识，因而对这 

些品种的保护和利用 (特别在遗传育种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主要畜禽品种的分类、起源和 

演化研究上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在种质资源保存和利用方面，成功地找到了冻存大额牛精液的方 

珐，并保存下 1000管种牛精液。同时也创造性地育成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小型鸡”品系。为我省主要 

畜禽品种资源的保存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该项成果荣获云南省 1997年 自然科学二等奖。 

杨若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计划处 6502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