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翱 学 研 究 7．~02，Apr．23(21：1554160 

Zoological Resea h 

CN 53--lo4o／Q ISSN 0254——5853 

外来斑潜蝇入侵和适应机理及管理对策 

陈 兵，赵云鲜，康 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0 

摘要：重要外来斑潜蝇 (美}}}I斑潜蝇 [ ” satko．e Blanchard、南美斑潜蝇 L．huidd~ensis Blanchard)已 

对我国蔬菜和花卉生产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介绍了我国外来斑潜蝇的人侵形势、人侵途径和特点及采取的 

防治对策；分析了外来斑潜蝇在我国与寄主植物、气候、人类活动等作用过程中的适应机理 并针对我国目前 

外来斑潜蝇人侵现状提出了可行的管理措施，以期对预防和控制我国外来生物入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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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入侵作为全球变化的一部分，已引起人们 

的普遍关注(Vitousek eL a1．，1997)。外来种入侵能 

影响生态系统的干扰体制(康乐，1999)，彻底改变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多样性丧失和物种灭绝 

(Mack et a1．，2000)，并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 (Pi— 

mental o1．，2O00)。我国许多陆地和水域生态系 

统受到大量外来种的影响和危害(丁建清和王韧， 

1998；解焱等，2001)。许多重大外来种已对我国农 

林牧渔业和景观生态系统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和损 

失(康乐，1996；强胜和曹学章，2001；刘世骐，2001) 

然而，尽管我国对外来人侵种的研究，特别是对其适 

应机理和风险预测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对外来斑 

潜蝇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较短时间内对其生态学 

适应机理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积累了较丰富 

的管理经验(康乐，1996；邓望喜和汪钟信，1999；王 

履浙等，199％’b；赵云鲜，2001)。本文对这些研究 

结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便于指导基于我国独 

特的生物地理环境下的外来生物入侵的预测和管 

理。 

1 我国外来斑潜蝇入侵概况 

斑潜蝇属 (L／r／ornyza)中，大约 156种可为害 

或取食栽培作物和观赏作物，其中 23种具有重要 

的经济意义 (Spencer，1986)。从世界范围看，最 

危险和最严重的斑潜蝇有 3种：美洲斑潜蝇 (I 一 

sat?me Blanchard)、南美斑潜蝇 (／JY／omy-zu 

huidobrensis Blanchard)和三叶草斑潜蝇 (L r册 

trifollii)(康乐，1996)。在找国这3种斑潜蝇都是 

外来种，其中三叶草斑潜蝇仅在台湾有分布 (杨龙 

龙，1995)。据杨龙龙 (1995)统计，分布我国的 

斑潜蝇共 14种，但尚不包括当时实际已经传人我 

国的南美斑潜蝇。1999年在昆明世博园内的鲜切 

花中截获了三叶草斑潜蝇 (邓福珍，2000)。在我 

国分布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是美洲斑潜蝇和南 

美斑潜蝇，同时也是研究较为详尽的外来斑潜蝇。 

美洲斑潜蝇和南美斑潜蝇均是新大陆种。一般 

认为起源于南美洲国家，但它们共同的祖先在东南 

亚 (Spencer，1973)。美洲斑潜蝇目前在世界各地 

均有分布，其危害给许多国家的花卉和蔬菜业造成 

了巨大损失 (Spencer，1992)。在我国，1993年底 

美洲斑潜蝇在海南省被发现 (康乐，1996)，随后 

逐渐扩散。目前在我国大部分省市 自治区均有发 

生，包括内蒙古 (刘淑杰等，2000)和新疆 (李勤 

忠，1999)等内陆地区。 

南美斑潜蝇于 1995年首次在云南发现。该虫 

集中分布在气候温和的地区，一年四季均可发生(范 

京安等，1998；余余平等，1999)。对农业生产造成严 

重危害甚至使农作物绝收(王履浙等，1999a)。云南 

是南美斑潜蝇发生最早亦是危害最为严重的地方 

(王履浙等，199％；萧宁年等，2000)。近 10年来，南 

美斑潜蝇已扩散到世界各地。南美斑潜蝇比美洲斑 

潜蝇抗药性更强、危害更严重(Parrella，1987；Mac— 

Donald，1991；Weinwaub＆Horowitz，1995) 在我国 

许多地方，南美斑潜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美 

洲斑潜蝇，成为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外来斑潜蝇。 

2 外来斑潜蝇入侵途径和特点 

斑潜蝇的成虫将卵产在植物叶片内，幼虫取食 

叶肉组织并形成潜道 老熟幼虫在叶片外化蛹并羽 

化，但其成虫扩散能力不强 (Parvella，1987)，因 

此，斑潜蝇主要靠卵和幼虫随寄主植物的切条、切 

花、叶菜、带叶的瓜果、豆菜以及作为瓜果等铺垫 

填充包装物的叶片传播，或靠蛹随盆栽植株、土 

壤、交通工具等远距离传播。因此，斑潜蝇的跨地 

区、跨国和跨洲传播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斑潜蝇入侵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传播扩散速度非 

常快，且不受季节、地域限制，这与蔬菜、花卉产业全 

球化有关。如南美斑潜蝇在 1926年首次被报道后， 

1938年在美国发生及危害，1987年又在荷兰温室莴 

苣上发现有其危害(Linden，1990)。此后数个欧洲 

国家，如丹麦 (Enkegaard，1990)、爱尔兰(Hmne et 

n ．，1990)、意大利 (Suss，1991)、比利 时 (Veire， 

1991)、英国(Cheek et a1．，1993)等都有南美斑潜蝇 

发生的报道 90年代初云南省鲜切花产业开始起 

步，1993年在昆明花卉种植园就发现该虫(蒋小龙， 

1997)，1995年经专家鉴定后得以确认，随后蔓延至 

全省甚至全国。据此线索，该虫很可能是随荷兰幼 

苗传人我国的(萧宁年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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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潜蝇的繁殖力很强，每雌虫可产卵 100～ 

600粒 (Pan'ella，1987)；生活周期短，世代重叠 

明显；虫体小，为害习性隐蔽，在人侵和为害早期 

不易被察觉，一旦被察觉，已呈现出暴发成灾的态 

势。 

外来斑潜蝇与异地栖境相适宜的另一个特点是 

具有非常广谱的寄主范围。Spencer(1992)记载 

南美斑潜蝇可危害 l4科植物。而在我国云南的寄 

主植 物 达 4l科 (萧 宁 年，2000；杨 曾实 等， 

1999)。面对单一化品种的蔬菜或花卉种植，多食 

性的外来种比单食性的本地种更具适应性 实际 

上，在斑潜蝇科已描述的 2 517种中，只有 lO种 

是真正多食性的斑潜蝇属的昆虫，而其中6种多食 

性斑潜蝇在世界范围内分布 (Spencer，1992) 

3 生态学适应机理 

王履浙等 (1999a)认为多食性的斑潜蝇侵人 

新的地域后，有 3个要素影响其发生：一是虫源地 

种群规模；二是害虫在保护作物上的适合度即增长 

速度；三是有影响力的环境因素。可见，除依赖自 

身的特点，一种生物的成功人侵有赖于对当地生态 

系统和环境的适应 

首先，美洲斑潜蝇与南美斑潜蝇都是典型的多 

食性害虫，可供它们取食的植物包括了多个科的花 

卉、蔬菜、杂草，其中以葫芦科、豆科和茄科的植 

物为主要取食对象。多食性斑潜蝇虽然寄主范围广 

泛，但它们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性及不同植物对 

其生存的适合度存在明显的差别 (李勤忠，1999； 

Pan'ella＆Bethke，1984)。即使在同一寄主植物上 

生活的斑潜蝇，其对该种植物的适宜度可能会随世 

代更替而增强。Via(1984a)发现当将美洲斑潜蝇 

幼虫饲养于不同植物上，会发生嗜好增强的定向选 

择行为。Via(1984a，b)通过美洲斑潜蝇在不同 

作物上种群发育时间的研究，揭示遗传基因型与环 

境之问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说明在一个种群内 

美洲斑潜蝇个体问存在对一种作物的不同选择，这 

种选择可能导致在种的水平上出现寄主 一植物的特 

异性，即 “寄主宗” (host race)的出现。如果长 

期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的作物，势必造成美洲斑潜 

蝇的危害加剧。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改变长期 

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的作物的种植方式可以减少人 

侵种的大发生。实行作物问种，利用其他绿色植物 

(人侵种喜食或不喜食的植物)保护目标植物，可 

以防止害虫对目标植物适应性的增强。在斑潜蝇对 

寄主植物和非寄主植物的选择性试验中发现，绿叶 

挥发物质在美洲斑潜蝇嗅觉定位绿色植物中有重要 

作用 (赵云鲜，2OOl；Zhao＆Kang，2002)。视觉 

研究发现，美洲斑潜蝇对不同波长的光反应不同， 

蓝光 (400--490 I31q1)对其有驱避作用，绿光 (500 
～ 540 m )和黄光 (540～600皿1)吸引力最大， 

这也是绿叶植物的最大反射范围 (Affeldt et a1．， 

1983)。在嗅觉上对绿叶挥发性物质的敏感与视觉 

上对绿光的趋性，有利于斑潜蝇寻找到绿色植物。 

但这并不等于美洲斑潜蝇对寄主植物选择的最终结 

果，对寄主植物的最终接受还要通过在叶片上刺 

孔、取食等行为来评价该植物。有研究表明，南美 

斑潜蝇对寄主植物的选择性与叶片含水量呈显著正 

相关，而与叶片表皮外壁厚度、栅栏组织和海绵组 

织的紧密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叶片组织表皮外壁较 

厚、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紧密程度高以及含水量低 

的植物，对南美斑潜蝇成虫的选择取食有较强的阻 

隔作用 (Wei et a1．，2000) 然而对美洲斑潜蝇而 

言，寄主的适合度与叶片的形态结构，如上表皮毛 

数、毛的长度、上表皮厚度、栅栏组织厚度和叶片 

厚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 (张慧杰等，2001)。而寄 

主植物体内生化组分对斑潜蝇的嗜好影响还需要进 

行大量的行为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其次，斑潜蝇自 否成功人侵和繁殖很大程度上 

受当地气候条件的制约。其中温度是一个主要的限 

制因子。美洲斑潜蝇和南美斑 潜蝇都 是温带种 

(temperate species)。Spencer(1973)调查发现南 

美斑潜蝇相对更趋向于高纬度的温凉地区。室内研 

究结果表明，美洲斑潜蝇适应的温度范围较广，相 

对较高的温度有利于种群增长；而南美斑潜蝇在相 

对较低的温度条件下寿命较长，产卵量较大 (周亦 

红等，2001)。我国低纬度地带的气候正适宜美洲 

斑潜蝇的发育，加上其生活周期短，繁殖量大，世 

代重叠，没有滞育态等特点，因而低纬度地带种群 

常年大面积发生。 

实际上，对斑潜蝇在不同寄主上的发育研究发 

现，南美斑潜蝇的发育起点温度比美洲斑潜蝇的低 

(Parrella，1987；萧宁年等，1999；严位中等，1999；周 

亦红等，2001)。耐寒性试验表明，美洲斑潜蝇蛹的 

过冷却点为一l1+35～一l1．踟℃；南美斑潜蝇蛹的 

过冷却点平均仅为一2O．93℃。低温实验发现美洲 

斑潜蝇不同时期的蛹在0℃的致死中时(Ltso)为 0．9 

■——■ 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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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南美斑潜蝇蛹的致死中时为 8、6 d。所以， 

美洲斑潜蝇和南美斑潜蝇均是不耐冻结 (freezing— 

intolerant)昆虫，但南美斑潜蝇较之更耐寒，能通过 

过冷却 (supercooling)机制来抵御 零度 以下低温 

(Zhao＆ Kang．2000：Chen＆ Kang ，2001)。这些研 

究结果很好地解释了田问调查结果及这两种外来斑 

潜蝇在我国的分布差异。在我国北方，尤其是冬季， 

温度常达零下十几度，美洲斑潜蝇野外不能自然越 

冬(ZhaO＆Kang．2000)。但北方的温室、大棚等为 

美洲斑潜蝇越冬提供了庇护场所。因此，初春治理 

温室和大棚内的斑潜蝇，可减少虫源，防止向外扩 

散 

种问竞争和捕食是抑制斑潜蝇种群增长的一个 

重要因素 如斑潜蝇同螨类和蚜虫的竞争，影响幼 

虫发育和种群数量的增加(Oamaan，1960；ParrelIa＆ 

Bethke，1984)。天敌捕食有效地控制了种群的波 

动。但外来种侵入新的领域，往往缺乏天敌的控制， 

这可能亦是斑潜蝇种群异地持续暴发的原因之一 

自本世纪 50年代以来，由于斑潜蝇害虫地位的 

上升及其潜在的危害性，大量研究集中在斑潜蝇的 

化学防治上。但农药的长期施用导致斑潜蝇产生抗 

药 性 (Spencer，1973；Parrella．1987；MacDonald． 

1991)。据推测，某些斑潜蝇在一些作物上逐步取代 

另一些斑潜蝇也会使斑潜蝇的抗药性显著增强。但 

这种竞争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另外，在斑潜蝇的迅速扩散过程中，人为的因 

素不容忽略。有调查表明，成都市南美斑潜蝇的来 

源主要是人为调运带虫叶片植物 (谓j旭阳和王异． 

1999)。而且，斑潜蝇动态的系统监测表明，田间 

种群动态及虫源变迁与不同的农业耕作区域的生态 

类型及作物的布局密切相关 (王履浙等，1999b)。 

4 外来斑潜蝇管理实践 

许多欧洲地中海国家将危险陛斑潜蝇列入检疫 

对象。在斑潜蝇未传人前，我国海关一直对可能携 

带危险性斑潜蝇的花卉苗木和其他农产品进行严格 

检查。但由于受检疫手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仍有 

部分斑潜蝇传人我国。 

斑潜蝇传人我国后蔓延速度非静陕 从最初报 

道后的 10年时间内，它们 已分布到全国大部分地 

区。单靠检疫手段来控制或抑制其发生已不可行。 

为控制斑潜蝇的局部暴发，人们普遍使用杀虫剂进 

行控制，并在防治初期取得显著成效(康乐，1996)。 

但由于斑潜蝇比较特殊的潜食危害习性，发生初期 

症状不明显，使用杀虫剂又很难奏效。另一方面，斑 

潜蝇容易产生抗药性(MacDonald，1991)。更重要的 

是，药剂防治也杀死了斑潜蝇的许多天敌，破坏了天 

敌与斑潜蝇的制约关系(Speyer＆ Parr，1949；Ge,一 

zln，1960)。 

生物防治是世界各地控制外来种采取的较为普 

遍的办法(Strong＆Parthenon，2000)。释放自然天 

敌来控制温室中的斑潜蝇曾在欧洲取得成功(Woets 

＆unden，1985)。在哥伦比亚、法国、美国和荷兰都 

利用贝氏潜蝇姬小蜂(Digl3．~J6u．s begini)成功地控制 

了斑潜蝇。在我国，斑潜蝇的天敌以寄生性天敌为 

主，有近 10种，如潜蝇茧蜂(O／~us spp)、羽角姬小 

蜂(Hemip[ar~enus spp)和一些姬小蜂科的天敌。对 

斑潜蝇的捕食性天敌研究较少(Parrella，1987)。我 

国科学家曾经试图从斑潜蝇的原产地引进天敌来控 

制斑潜蝇的危害，但由于天敌在引入地难以繁殖及 

在实际推广中又有相当的难度，未能取得成功。因 

而，立足本地天敌资源并规模化防治研究有待进一 

步深入。 

总之，对斑潜蝇采取单一的防治措施难以取得 

明显的控制效果，需纳入 1PM计划 通过合理布 

局嗜好和非嗜好寄主，实行轮作、换茬、多品种间 

作、调节播植期等方式调整田问生态环境；选择种 

植抗虫品种；对当前北方蔬菜大棚增多和斑潜蝇温 

室危害加重的情况．将温室适时露置，可冻死大部 

分越冬虫蛹，减少来年虫源，减轻斑潜蝇危害。 

5 讨论与结论 

美洲斑潜蝇和南美斑潜蝇同为新大陆种，但二 

者在发生、分布和危害上均存在明显差异。经过对 

二者生态学适应机理的对比研究，为我国对未来生 

物入侵的认识和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显然，外来 

斑潜蝇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亦是其赖以在 

侵入地成功定殖和有效竞争的本领。所以，深入研 

究和总结这些特征x~gb来种的识别和预测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贸易、货物运输、旅游等人为活动在外来物种得 

以入侵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 而有 

关种植、花卉、养殖及畜牧引种也加剧了生物入侵的 

风险。随着我国加入 WIO，贸易和交往愈加频繁． 

生物入侵风险会更大。因此，今后我国必须加强对 

危险外来种相关的检疫和防疫力度 ，特别是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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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制度(王春林， 

2000)。而许多外来种在入侵的初期不易被觉察，一 

旦适应当地环境并缺乏有效控制，会引发生态灾难。 

因此，还必须对潜在人侵种有深人研究和了解。面 

对“人世”后的新形势，我们除加快国内检疫防疫体 

系建设，还必须加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根据 

掌握的信息建立外来生物入侵的预警系统，提高风 

险预测和防范能力，最大程度杜绝人侵种的发生。 

如三叶草斑潜蝇在世界范围内的危害极大，必须加 

强预测和检疫，杜绝再次人侵。 
一 般而言，对刚入侵，尚未形成大量地理种群 

和广泛扩散的外来种，是防治和消灭 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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