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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烤烟 K一326团棵期烟株上，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 +无翅戚蚜在各叶位问的 

分布量具有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与烟株上烟蚜 M、 nicotianae(Blaclm~r0的密度有关：对二 

者的7种分布型指数的计算表明，各密度下 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 +无翅戚蚜在烟株上的垂直 

分布型为聚集分布；分布型指标均值的比较表明 I～Ⅲ龄若蚜的聚集强度大于Ⅳ龄若蚜 +无翅 

成蚜的聚集强度。用 3种回归模型分别对 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及无翅蚜总体进行 

分布型的回归分析 ，表明在一切密度下烟蚜的垂直分布均为聚集分布，并且聚集度对密度具有依 

赖性，其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 ，基本成分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烟蚜 的种群密度对基本 

成分的相对聚集度影响很小。 

关键词 』 量_H垂直盐声，垃盎里L 

中图分类号 Q969．357 2，$572 

昆虫种群的空间分布包括水平空间分布与垂直空间分布两个方面，目前对水平空间分 

布的研究较多 (陈永年等 ，1990；徐汝梅等，1984；张运慈等，1988)。而有关垂直空间 

分布的研究 (Isard等，1990)较少。烟蚜 Myzus nicotianae(Blackman)是烟草的重要害 

虫之一，在田间具有很强的垂直分布特性。烟蚜在烟株上的垂直分布型的研究，对发展烟 

蚜种群调查的准确抽样技术与模式，了解其在烟株内的分布特点、扩散行为及猖獗发生等 

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丁岩钦，1994；马永贵，1966)。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方法 

在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玉溪研究试验基地未防治的烟田内，对烤烟 K一326团棵期 

烟株上的烟蚜分布及为害情况进行调查。选取田间不同蚜量的烟株，按叶位顺序 (从上至 

下)逐叶记录每片叶上的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的数量。 

1．2 烟株上烟蚜密度的划分标准 

为便于计算，根据田间烟株上蚜量的大致范围，将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 

蚜的数量划分为高、中、低 3个密度范围，标准如下：I～龄若蚜：平均蚜量大于 100头／叶为 

高密度；平均蚜量 20～100头／叶为中密度；平均蚜量小于 2(】头／叶为低密度。Ⅳ龄 +无翅 

成蚜：平均蚜量大于 50头卅 为高密度；平均蚜量 10～50头／叶为中密度；平均蚜量小于 10 

头／叶为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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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烟株上烟蚜分布及为害特点 

将烟株顶部刚长出未伸展的2片心叶记为顶端的 1片叶，计算不同密度范围下的I～ 

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在各叶位上占各 自总量的百分率。每种密度调查 10株， 

将各叶位上蚜量百分数经 sinI1 x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 

1．4 烟蚜在烟株上的分布型指数的计算 

烟株上的每片叶为调查取样单位，分别 整株烟上的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 

翅成蚜数量为取样总体 ，计算烟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有关分布型指数。 

参照丁岩钦 (1994)、陈永年 (1992)的分析计算方法，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 

扩散系数c= s：／m ，判断种群扩散是否呈随机型概率为 95％的置信 区间为 1-2_2· 

√2n／( 一1) ，当扩散系数 C值落人此区间则判断为随机扩散； 

聚集度指数 =( 一m)／m ；负二项分布的K值k= ／( 。一 )；平均拥挤度 

= +(s ／m 一1)；聚集指数 =茄／m；L指数L／(1十 )=(旗 +1)／(m +1)； 

扩散指数 = _[∑z．( ． 1)]／[N(N一1)]，扩散指数b的显著性检验F0= 

[ (∑墨一1)+n ∑ ]／(n一1)，当Fo>F( )时，接受其为聚集分布；其中，m为 

平均数， 为样本方差，．17，为第i个样方内的虫数．N 为总虫数， 为样方数 。 

采用种群聚集均数 =(m／2k) 判断引起其聚集的原因，当 <2时，聚集由环境条件 

引起；当 ≥2时．聚集由昆虫行为或环境条件引起 是 自由度为 2 、P=0．5时的卡平方 

分布函数所对应的值，k为负二项分布的K值。 

1．5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的各项分布型指数均值的比较 

对不同密度的55个 I～Ⅲ龄若蚜、45个Ⅳ龄若蚜+无翅成蚜样本在烟株上垂直分布 

的7项分布型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其聚集强度的差异。 

1．6 Taylor幂法则及平均拥挤度 m与平均数 m的回归 

对所有密度下的 55个 I～Ⅲ龄若蚜、45个Ⅳ龄若蚜+无翅成蚜、60个无翅蚜总体的样 

本，按Taylor幂法则、1wao的 rfi— 模型及改进的1wao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烟蚜在烟株上 

垂直分布的分布型。 

Taylor幂法则 ：S =n· ，式中 a、b的确定，采用将方程转化为 logs =loga+b· 

logm 的形式通过直线回归的方法求得。 

1wao(1971)的 旗与 的回归模型：前 =口+ ；改进的 1wao模型：旗 =。 +卢 m+ 

7m 2 

将各个 ．7-的值定义为 】， 】的平方值转换成新变量 2，按照建立二元一次回归方程 

Y= 0+aI +a2x2的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烟蚜在烟株上的分布为害特点 

在烟田团棵期烟株上，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在烟株上各叶位问的分布 

为害具有上部多下部少的特点，在相同叶位上的分布量随着烟蚜密度的改变而改变(表 1) 

对 3种密度下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在各叶位间数量百分率的方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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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者在烟株上分布量在不同密度间、不同叶位间的差异极显著；烟蚜密度与叶位问的交 

互作用显著(表2)。 

裹 1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在烟株上分布为害状况 

Table1 I)istrilmtion situations of I一Ⅲ instavs and 1V instar 

+ ngle agaIIIicfemales aphids tobacco 

裹 2 烟蚜密度间与烟株各叶位闻蚜■的方差分析 

Table 2 The vliria~lce analysis ofthe densities andthe pcrcmtages 

of the aphids oo leaf phylIotaxy 

数据经过 sinI1 转换，**表示在 O 01水平上差异显著 (the datatraveled by 

sin ，** the signi[i~nce P<0．01)。 

．匿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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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烟蚜在烟株上的垂直分布特征 

分别以扩散系数 c值、 值、负二项分布K值、平均拥挤度 、聚集指数 rh／m 等 

7种分布型指标测定不同密度下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各 30个样本在烟株 

上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各种密度下 I～Ⅲ龄若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各项分布型指标 

都符合聚集分布；1V龄若蚜+无翅成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分布型指数，除了在2个低密 

度下 (0．375头／叶、0．5头／叶)的扩散系数 c值落入随机扩散95％的置信区间内和密度 

为0．375头卅 的 b值经 F检验不显著以外，其他各密度下的分布型指标均符合聚集分 

布 (部分计算结果见表 3、表4)。用种群聚集均数 ( )判断引起其聚集的原因，表明当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的种群密度较小 (<4～5头卅 )时，聚集由环境条 

件引起；当其种群密度较大 (>5头／叶)时，聚集由其行为和环境条件引起。 

2．3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的分布型指数比较 

对 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各项分布型指数的平均值 

比较表明，I～Ⅲ龄若蚜的 c值、ĉ 值、 、 ／m、J8值及 L／(1+m)6项指标的平 

均数均大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的指标，而 K值则较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的小 (表 5)， 

这说明I～Ⅲ龄若蚜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在烟株上的垂直分布虽然都为聚集分布，但其 

在聚集强度上具有差异，I～Ⅲ龄若蚜的聚集强度大于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的聚集强度。 

衰3 I～I龄若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有关分布型指数 

Treble 3 Tile verttell spatialimttem lndl∞ of I—Il∞ aphI由m b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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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烟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Taylor幂法则及 m与m的回归模型 

用 Taylor幂法则、1wao(1968，1971)的 虎 一m 回归及改进的 1wao模型 (徐汝梅， 

1984)对 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 +无翅成蚜以及无翅蚜总体进行分布型的回归分析表 

明，3种模型对 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 十无翅成蚜以及无翅蚜总体的回归方程都极显 

著，都能很好地拟台烟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情况 (表 6)。在Taylor幂法则回归方程中， 

裹4 Ⅳ龄若蚜+无翅成蚜在烟株上垂直分布的有关分布型指散 

Table 4 The vertical sl~tlal patterniacl~es otⅣ instm~ + wUlgless agamicfmmks aphidsm toUac~ 

0 表示检验结果不为聚集分布 (the resolt t嘟 w拈riotthe∞f|tagic心 曲 Ⅱjbu6硼)。 

裹 5 I～I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的各项分布型指数的比较 

TalJle 5 The ⅡIpm 哪I ofthe simlml pattmliutUees betweea I—ll~astars aphis 

andⅣ lastar+wUlglessq femalesaph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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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无翅成蚜及无翅蚜总体三者的k毽d>O，6>1，表明三者在所 

有密度下都为聚集分布，并且聚集度对密度具有依赖性；1wao(1971)的回归模型中，三 

者的a>0、 >l，说明三者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个体间相互吸引，基本成分的空间 

分布型为聚集分布；改进的 1wao模型说明烟蚜的种群密度对基本成分的相对聚集度影响 

很小，在低密度下基本成分分布的相对聚集度以无翅蚜总体>I～Ⅲ龄若蚜>IV龄若蚜 + 

无翅成蚜。 

衰6 烟蚜不同蚜龄 (发育阶段)的3种回归模型 
Table 6 ThreeH孽髑si0nl∞  0fthe rtIcaI叩at d hl廿帕Ih  

— — ! 叩 d at cfiffe~mt~etopmemal曲增皓 

**表示在0 01水平上方程相关性显著 (mearIs t}Ie si皂嘶6cm：e 。qua6on at P<O．01) 

3 讨论与小结 

(I)由于烟蚜在烟株上不同叶位间的分布量不同、各叶位问的分布量差异与烟蚜密度的 

关系密切及其在所有密度下的垂直分布均为聚集分布等特性，因而在烟蚜的生物防治和化 

学防治中，应根据烟株上烟蚜的密度采取不同的释放天敌方法和不同的化学防治措施。对 

于如何利用烟蚜在烟株上各叶位间的分布量差异与烟蚜密度关系、其垂直分布为聚集分布 

等特性制定烟蚜田间种群数量估计的准确而简化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1～Ⅲ龄若蚜和Ⅳ龄若蚜+无翅成蚜在烟株上的垂直分布在所有密度下都为聚集分 

布，但引起其聚集的原因略有不同。当烟蚜的密度较小时，由于烟株叶片的生长、营养状 

况等差异引起其聚集；当烟蚜密度较大时，除了烟株等环境条件原因外，其较高的繁殖 

率、较弱的活动性及个体问的聚集习性是其聚集的重要原因。引起 I～m龄若蚜的聚集强 

度大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的聚集强度的原因，是由于 I～Ⅲ龄若蚜的个体较小、扩散能 

力较弱、个体间相互吸引较强，所以表现出较强的聚集度。 

(3)Taylor幂法则、1wao的 一m回归及改进的 1wao模型都能很好地拟合I～m龄 

若蚜、Ⅳ龄若蚜+无翅成蚜以及无翅蚜总体在烟株上的垂直分布情况，表明在所有密度下 

烟蚜的垂直分布都为聚集分布，并且聚集度对密度具有依赖性；个体间相互吸引，其分布 

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基本成分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烟蚜的种群密度对基本成分的 

相对聚集度基本没有影响，I～m龄若蚜与Ⅳ龄若蚜+无翅成蚜的基本成分中个体数分布 

的平均拥挤度基本相同，而无翅蚜总体较小，在低密度下基本成分分布的相对聚集度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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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蚜总体>I～Ⅲ龄若蚜>Ⅳ龄若蚜+无翅成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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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SPATIAL D Rm UnON 0F T0BACco AP]}仰 s 

(Myzus D“n ne Blaclmmn)ON TOBACCO 

DEhJG dian-h~ LI Tian-fei WU Xin@fu GAO Ja-he 

(nm舢H Research Institute．Yu．~i 653100) 

Abstract 

The pereen~ es of I一 11I insmrs andⅣ instar+wingless agamlc females of tobaco~ 

印hid，Myzus m'cotlanae(131ackman)-on flue．cured tOhaCOD K一326 between different lear 

phyllotaxy were quite different．T|he difference obviously depended on the aphid density．The 

caculation of seven spatial pattern indices indicated that the verticaI spatial distributi0118 of the 

I一Ⅲinstars andⅣ instar+wingle．~agamicfemales011tohacoa愀 OCKlt~tgioU$distribution 

at every density．The m锄 value of the spatial pattern indices showed the aggregmi~ intensity 

0f I一Ⅲ instarsw&s strongerthanthatof theⅣ inatar+ wingless agamicfemales：The verti． 

c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I一Ⅲ instars．IV instar+ wingless agamic females and whole wing— 

less aphids were analyzed by ways of three regressi。n models．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tribu— 

tions of the tobacco aphids at any density Were contagious，and the aggregating degree waa den． 

sity-dependent．The basic component in the distribution Was the individual groups and the popu— 

lation densityhdlittleinfluence onthe relative aggregating degreeof the basic ocrnponen~in 

the distribution． 

K wonts Myzus nicotianae(Blackman)，T。bm ，Vertical spatial distribution．Dis- 

tribu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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