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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斑蟋鸣声特征与行为关系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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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汁算机声分析技术对双斑蟋 LGulllts bimactdatu．~1773)的召唤声 、不同性 比的求偶声和争 斗声 

的结构 、频谱 与时域特征进行 比较，以探讨呜声特征与行 为的关系。结果表明：①3种鸣声的脉冲时间长度 

(Pl )、脉冲时间间隔 (IPI)、每个脉冲群 (PG)的咏冲数 (PN)、声脉冲组合形态和密度等基本相同、 这些特 

征参数较为稳定，为种问鉴别因了，苴中 I})1为最．．②节奏 (Rh)、声长 (SL)、间歇 (Ir)特征与蟋蟀的社 

会活动和个体活动有密切联系。从雄性单独乍活时的召唤声到有雌性存在时的求偶声 ，每个节奏中的音节数逐 

渐增加 ，从单音节、双音节到多音节；SL、1T呈下降趋势。不同性 比条件下 ，雄性数量明显影响鸣声特征。雄 

性数 日增加 ，Rh、SI 呈上升趋势；IT呈下降趋势。不同比例的雌性对雄性鸣声的影响无 明显规律。③鸣声的 

频谱与时域呈一定对应关系。召唤卢 、求偶 和争斗卢的脉冲能量主要集中在 1个能量区 E，表现出种的同一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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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ounds Acoustic 

Property of Gryllus bimaculatus 

CHEN Dao—hal， LIN Huang—fang，LI Jie—ping，QIU Zhan—feng 

(Biolog?Department，Zhanjiang Normal College，Zhanjiang 524048，Chim*) 

Abstract：The struetnre．power spectrum and temporal parameters of the calling sound．courting sound and wrestle 

sound(different sex ratio)of Gm,llus bimacutat~ were studied th acoustic analvsis techniques of computer．The results 

show： )Pulse length(PL)，inter pulse intel'~ al(IPI)，pulse number of each pulse group(PN)，and sounds pulse are 

almost the same in the calling sound．courting sound and wr estle∞und．11hese features show the species recognition of 

factor．Among them，IPI iS the most important． 1 Other features，such as rhythm，sound length，sound intermission 

have a close contact with the soeial and individua1 activitx’of Gryllus bimo~ulatus．From calling sound to courting sound， 

the syllable numbe rs of each i'hxrthin is gradual1)t increasing from one svllable，two svllables to many svllables．But sound 

interm ission iS decreasing．In the different sex"ate．the number of males clearly affects the sound feature．When male 

inerease，the rhythm and sound length inercase，but sound intermission decrease．Different rate of female have no law． 

⑧ Power spectrum and temporal parameters ot"the SOtllld has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Various pulse energy
．

of sounds， 

including calling sound，courting sound and wrestle sound assemble in one energy range． 

Key words： G lhts bimaculatus；Sounds：Beha~tior；Analvsis of sound spectrum 

发音是昆虫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之一，它任种 

内个体间的召唤、求偶、攻击、报警等方面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发音现象普遍存在于昆虫中，据不完 

全统计，发音昆虫达 16个 目之多(常岩林，2000；彩 

万志，1988)。这些昆虫的声通讯和人类的语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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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不同种类的昆虫有着不同的“语言”，具特定的 

“语言”结构特征。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鸣声已有 

l『功能性分化，同种昆虫随性别、个体、龄期及所处 

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目前，昆虫分类学家常把呜 

声作为呜虫类昆虫分类学鉴别的手段之一(雷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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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4；李恺和廉振民，1999；李恺和郑哲民，1999； 

吴福桢等，1986)。近 2O年来，随着电声技术的迅速 

发展和计算机的应用普及，昆虫的鸣声结构特性的 

分析已达到数字化水平。借助计算机技术，不仅能 

对鸣声结构的节奏 、音节、脉冲群等结构层次(吴福 

桢等，1986)进行分析，而且能客观准确地记录和分 

析鸣声的基本单元——脉冲的基本特征，如脉冲时 

间长度、脉冲时间间隔等。 

本文旨在研究实验室条件下双斑蟋(Gryllus bi— 

maculatus)召唤声 、求偶声、争斗声的声学特征 ，探讨 

鸣声与相应行为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实验用蟋蟀采自湛江市寸金公园。采集期间每 

天 17：0o循其鸣声徒手捕捉雄虫，并随机捕捉雌虫。 

养虫瓶底放少许泥土，捕捉到的蟋蟀单只置于玻璃 

瓶内，供给苹果、青菜、番薯等食物。把有虫玻璃瓶 

放在紧靠窗户的实验台上，使蟋蟀接受 自然光照。 

实验前，让蟋蟀适应环境 2～3 d，以恢复正常呜叫。 

1．2 方 法 

发音器结构观察：将雄性一侧的前后翅取下 ，用 

电子溅射仪(E一1010)镀膜后，在 Philips SL30扫描 

电镜下观察音齿和音锉。 

录音方法 ：鸣声记录在没有杂音的条件下进行。 

自然光照，室内环境温度为 22～24 cC。将计算机外 

接麦克风垂直放在装有 目标动物 、直径为 10 em的 

行为测验瓶中录音，采用 Cool—edit 2000软件对不同 

行为状态下的典型鸣声进行收集和整理。经反复筛 

选，择其效果最佳的呜声进行分析。采样率为 44．1 

kHz，16位，立体声。同时借助傅氏变换 (FFvr：size 

8192)g~鸣声信号进行频谱分析。数据分析采用平 

均数 ±标准差(样本含量)表示。频谱幅值以相对声 

强(Ra)表示，Ra=20logA／A。(A为各分量值，A。为 

最大分量值)。 

录制多个雄性在一起的争斗鸣声时，把后放入 

的雄性个体摘去左翅。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音及其结构 

双斑蟋的发音器由音锉和刮器 2部分组成。音 

锉由雄虫右前翅腹面一斜行的翅脉特化而成，锯齿 

状的音齿 ，斜立在一条弯曲延伸的齿脉上，形成一个 

齿列(file)(图 1B)，音齿数约 120个 靠近翅基部齿 

列的起始端 ，音齿小，齿间隔较近。齿列的中段以上 

至近末端，音齿大，齿间距离稍远。左前翅与之相对 

的后缘形成刮器(plectrum)，它是接受音锉磨擦的基 

物，结构简单，仅是边缘的硬化部分。蟋蟀呜叫时， 

前翅举起 ，与背面约成 45o角，双翅两侧横向迅速地 

张开与闭合 ，使音锉与刮器相互磨擦 ，进而使翅振动 

发声。雄虫前翅上的磨擦部分除了有音锉和刮器 

外，还有膜，膜的振动能把声音放大，经过放大与共 

鸣，即可发出一个个脉冲波。双翅张开时并不发出 

声音 ，只有闭合时才能发出响声。蟋蟀的每次闭合 

运动往往产生一个音锉脉冲声列(file—train of puls— 

es，FIP)，每个音锉脉冲声列则由一个时程较短的开 

翅脉冲和数量有限而波幅逐渐上长的闭齿脉冲组 

成。磨擦的快慢决定脉冲频率的高低。脉冲串时间 

长度取决于每次振动持续的时间。 

2．2 召唤声 

雄虫呜叫的主要功能是吸引处于性接受状态的 

雌性个体(贾志云和蒋志刚，1999)。雄虫不受任何 

干扰时(即无同性竞争者 、雌性、敌害)所发出的呜叫 

声称为召唤声。 

示波图(图 2a～e)：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节奏 

平稳，由周期性重复典型的 2～3个音节组成(图 

2a)，音节声长(SL)、间歇(IT)见表 1。每个单音节由 

若干间隔规则的脉冲群(PG)构成(图 2b)，脉冲群开 

始呈现调幅特性 ，最后逐渐变为准等幅。每个脉冲 

群均是由 1个振幅大的脉冲和几个振幅小的脉冲组 

成，脉冲持续时间(PL)、脉冲时间间隔(IPI)见表 1。 

每个脉 冲由一 系列呈正弦波组合形态 的声 脉冲 

(PN)组成(图 2c)。 

频谱图(图2d)：能量主要集中在 1个能峰上，频 

率范围(FR)、主能峰频率(MEPF)、主能峰最大振幅 

值(MEA)列于表 1。 

2．3 求偶声 

求偶声是增强吸引雌虫和提高交配率的策略之 
一 (Doolad et a1．，1981)。求偶声可分为低潮声和高 

潮声及交配前的低潮声。从召唤声到求偶声 ，其节 

奏明显出现一定变化，但仍都保持与召唤声基本相 

同的结构层次。 

2．3．1 求偶低潮声(1早：1 ) 求偶低潮声(图 3) 

的节奏无一定的周期 ，每个节奏含的高幅音节不等， 

从 3、4个开始逐渐增加至 6、7个。每个音节脉冲序 

列由间隔规则的脉冲群构成；脉冲群的变化 、每个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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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群的组成、声脉冲形态与召唤声相近。仅小波数 

量不同。 

2．3．2 求偶高潮声(1旱：1 ) 求偶高潮声(图4) 

的节奏周期性不明显，含有的高幅音节数量也不等， 

以多音节为主，一般有 40～50个，多达 100个以上。 

每个音节脉冲序列是由若干呈有规律上升的纺缍形 

脉冲群组成。 

2．3．3 不同性比条件下的求偶声(2旱：1 ，3旱：1 

A 

) 当2雌 1雄聚集时，雄虫求偶 目标不确定，对 2 

个雌虫作出不同的反应。该鸣声节奏的周期性不 

强，音节从 3、4个开始逐渐增加至 6、7个。若 2雌 

对其求爱均无反应时，雄虫发出“愤怒”声，音节可达 

30～40个。每个音节脉冲序列由若干个前后振幅 

变化极为明显的脉冲群构成。该鸣声频谱有 2～3 

个波峰(图 5)。 

随着雌虫数 目增加 ，如3雌 1雄聚集，雄虫求偶 

B 

1 舣斑蟋雄虫的音齿 

Fig。1 Stridulatory teeth of the male in Gryllus bimaculatus 

A．雄性右前翅整体观，箭头示音锉 (Whole view of male right anterior wing，arrow showing the file)B。音齿的排列 (Arrangement of 

the stridulatory file teeth)。 

表 1 不同性比条件下双斑蟋鸣声声学特征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sounds acoustic property in different sex ratio of Gryllus bimaculatus 

样本数 
No．of sample 

示波图 
Oscillogram  

频谱图 
Frequency 

spec~ogranl 

SL (ms) 

IT (n1s) 

PG (ind．) 

PL (ms) 

IPI(ms) 

PN (ind．) 

NMEZ 

FR (kHz) 

20 20 

577±2l 

962±l8 

l6一l8 

5 6 

l 

34—36 

l 

5．877 — 

7。108 

l06±3 

l7l土3 

l6～ l8 

5～6 

l 

31—34 

l 

5。459 

7。26l 

MEPF(kHz) 6．419 6．230 

MEA (dB) 一62 —64 

20 

ll5±3 

143±2 

l6～l7 

5—6 

l 

35 37 

20 

139±3 

l64±3 

14一l6 

5—6 

l 

33—34 

4．344 5 

7 990 7 

6．100 

— 68 

20 

109±3 

l7l土3 

14一l6 

5—6 

l 

33—34 

20 

258±3 

l80±3 

40 50 

5—6 

l 

29 3l 

l l 

l94 ～ 4·823 ～ 4
． 452～6。890208 6 943 

．  

‘  。 

6．3l0 

— 56 

6。014 

— 42 

5．500，6。000． 

6。60o 

20 

132±2 

145± 2 

l6 l8 

5 6 

l 

34 35 

l 

5．194 ～ 

7。873 

6．20l 

20 

144±2 

ll8±9 

20—22 

5～6 

l 

30～32 

l 

4。399 ～ 

7．950 

5。936 

— ． 48 —．48 

CS：Calling sound；C1LS：Courting sound；WS：Wrestle sound；LCS：Low courting sound；HCS：H J gh courting sound；MS：Mating 

sound before fertilization． 

SL：声长 (Sound length)；IT：间歇 (Interval time)；PG：每个脉冲群 (Pulse group)；PL：脉冲时间长度 (Pulse length)；IPI：脉冲 

时间间隔 (Interlude of pulse interva1)；PN：每个脉冲群的脉冲数 (Pulse number of pulse grouP)。 

NMEZ：主能区数量 (numberofmain energy zone)；FR：频率范围 (Frequency range)；MEPF：主能峰频率 (Main energy peakfrequen— 

cy)；MEA：主能峰最大振幅 (Main energy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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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000 m s 

b 

a． 

C 

m s 

． 24 

．36 

— 48 

— 60 

— 72 

． 84 

．9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
．0 16．0 1 8．0 20．0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2 双斑蟋的召唤声 

Fig．2 Calling sound in Cryll~ bimo~ulatus 

b，c分别为节奏、脉冲群和声脉冲的示波图 (Oscillogram of rhythm，pulse group and a pulse respectively)；d为频谱图 (Fre 

quency spectum)。 

l 

-▲i／ii L lJ 【J ̈ l_J 1．I ． 
- v iI, r n rl ̈ f 1 l r b 

10Oms 

50ms 

C 

1ms 

． 24 

． 36 

．48 

— 60 

． 72 

— 84 

． 96 

0 2．0 4．0 6．0 8
．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3 双斑蟋 的求偶低潮声 

Fig．3 The low cou~ing sound in Cryll~ bimo~ulatus 

a～d同图2(a—d as Fig．2)。 

I．．．．．．．．．．．．．．．．．．．．．．．__J 

1 000ms 

a 

b 

一 24 

— 36 

．48 

．60 

． 72 

．84 

．96 

1ms 0 2--． 4．0 6．0 8．0 10
．0 12 0 14．0 16．0 18．0 20．0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4 双斑蟋的求偶高潮声 
Fig．4 The high cou~ing sound in Cryllus bimaculatus 

a～d 图 2(a—d as Fig．2)。 

一E1 p】upnIII dL=《 一∞p】u口3兰AuJ《畦4l喏 一E1 p】u口3兰AuJ《怔IlJ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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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O()ms 

C 

【．．．．．．．．．．．．．．．．．．．．．．．．．．．．．-J 1 ms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O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5 2-?-：1 时双斑蟋的求偶声· 

Fig．5 Courting sound in Gryllus bimaculatus(2-?-：1 ) 

a—d同图 2(a—d as Fig．2)。 

a 

1OOms 

b 

1OOms 

C 

1ms O 2·O 4·0 6·O 8·O 10·O 12·O 14 O 16·O 18·O 20·O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6 3旱：1 B,-t~斑蟋 的求偶声 

Fig．6 Courting sound in Gryllus bimaculatus(3旱：1 ) 
a～d同图2(a—d as Fig．2)。 

a 

I．．．．．．．．．．_-J 

1 000ms 

b 

C 

L__J 1 m s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 0 16．0 18．0 20．0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7 双斑蟋交配前的低潮声 

Fig．7 The mating sound before fertilization in Gryllus bimaculatus 

a—d同图 2(a—d as Fig．2) 

∞ ％ 

一∞p) pnllI△E《挛蜡 郴 枷 舶 

一∞p)upnlII△E《挛遥 

犍 鲫 ％ 

一∞p)upnlIl△E《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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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0ms 

C 

d 

0 2 0 4．0 6 0 8．0 10．0 12 0 14
．0 16．0 1 8．0 20．0 

1 频率 Frequency(kH7) 

图 8 1旱：2 时双斑蟋的争斗声 

Fig．8 Wrestle sound in Gryllus birnaculatus(1旱：2 ) 

a—d同图2(a—d as Fig．2)。 

b 

一 24 一 

一 36 

一48 

三 一60 

三 一72 
’：芷 

薹 一84 

—96 

d 

L—__J 1 ms 频率 Frequency(kHz) 

图 9 1旱：3 时双斑蟋的争斗声 

Fig．9 Wrestle sound in Go'llus birnaculatua(1羊：3 ) 

a—d I司图 2(a—d as Fig．2) 

方向更加不确定。往往会根据不同雌虫作出不同的 

鸣声反应，或专注地向 1只雌虫求爱。鸣声特征与 2 

雌 1雄集聚时基本相同，即节奏的周期性不强，音 节 

从 3、4个开始逐渐增加至 6、7个 ，若雌性对其求爱 

均无反应时，雄虫会发出更强的“愤怒”之声，音节可 

达 40～50个(图 6)。 

2．3．4 交配前的低潮声 准备交配时，呈性反应状 

态的雄虫发出另外一种求偶声。鸣声节奏平稳 ，音 

调低沉。如果雌虫受其鸣声吸引，立即爬至雄虫背 

上交配。若雌虫不接受雄虫的求爱，或一次交配不 

成功，雄虫则会继续发出这种鸣声。每个音节脉冲 

序列是 由40～50个间隔不规则和振幅不等的脉冲 

群组成。但每个声脉冲明显分为 3个部分，与以上 

呈完整纺缍形的声脉冲有所不 同(图 7) Crosslev 

(1986)认为，D．bipectinata的“短歌”可能对雌蝇有 

性兴奋作用，而“长歌”口1能是种问识别因子 因此 

可以推断，交配前鸣声脉冲分为 3个部分，对雌蟋蟀 

有性兴奋作用。频谱 图也具有 3个能峰，频率 为 

5．5、6．0、6．6 kHz，这是与其他鸣声所不相同的(图 

7)。 

雄虫交配后，在生理学上的不应期内不再呜叫 

或仅发出单调的鸣声。 

2．3 不同性比密度下的争斗声 

为了争夺领地或雌性 ，雄蟋蟀发出一种高亢而 

急促的格斗声。这是一种显示力量和示威的鸣声。 

当 1雌 2雄聚集时，该鸣声的节奏没有一定的 

周期性 ，音节最少 8、9个，通常有 40～50个，最多可 

达 100个以上(图 8)。该鸣声频谱能量区不等，但明 

显的也只有一个。当 1雌 3雄聚集时，雄蟋蟀彼此 

受到的威胁更加增强，这种警告叫声也增强，音节数 

也不断增加，一般有 40～50个，最多可达 100个以 

匕(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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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不同行为模式下的蟋蟀呜声的脉冲时间长度 

(PL)、脉冲间隔(IPI)以及声脉冲的正弦组合形态和 

声波数基本相同，差异不大。Schilcher(1976)认为脉 

冲间隔(IPI)有种的特异性，是种间识别因子(Ewing， 

1979)。本文实验结果中，不同行为模式下的 IPI和 

PL相同，也证明这种结论是正确的。PL也适用作为 

种间识别因子。我们推测 IPI和PL应该分别与音锉 

上的音齿距离和音齿厚度有关，而每一双斑蟋蟀个 

体的音齿距离和厚度差异不大，因此 IPI和PL相同。 

Ewing(1979)提出在某些种中，脉冲群间隔(即音节 

间歇，rr)也是种间识别因子，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双斑蟋蟀在不同行为模式或性比情况下，脉冲群间 

隔并不完全一致(表 1)。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每个音节的脉冲群数量(PG)除了在交配前差 

异较大以外，在其他几种情况下一般变化不大。北 

京地区非洲蝼蛄(Gryllotalpa n触 0n，z)的每个声脉冲 

包含 12个波 ，而双斑蟋蟀的声波数为 29～37个。 

以上结果提示 PL、IPI、PG和 PN等声波参数对种类 

的鉴别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当然，鸣声在起始时和 

结束之前 ，鸣声段、脉冲序列也有很短的一段呈现不 

规则现象，这可能与当时的发音器磨擦速度有关(何 

忠等，1989)。 

召唤声为同种个体间远距离通迅的一种方式， 

是个体间联系的一种信号，蟋蟀可以通过这种信号 

找到食物源和适生地或配偶。召唤声也是占区呜叫 

的一种表现。音节与求偶声相比，持续时问长。一 

方面，便于雌虫前来寻找配偶所在地；另一方面则是 

雄虫宣告领域的归属和起到保卫作用。然而呜叫会 

暴露蟋蟀的位置，从而招引天敌(Belwood＆Morris， 

1987)；或引来同种竞争对手，增加雄虫之间的争斗， 

降低呜叫雄虫的繁殖成功率。另外，磨擦双翅发声 

耗费能量，为了减少能量的损耗以及避免上述危险 

的发生，呼叫时，节奏平稳，音节少，间歇时间长，这 

是物种适应性的一种表现。 

求偶声是雌虫来到雄虫领地，雄虫改变声调，发 

出的另一种鸣声，它是雌雄交配前的专用信号。许 

多昆虫配偶的识别过程，需要雄性求爱歌与雌性的 

优先选择来协调(Greenacre et a1．，1993)。因此，就 

系统进化而言，雄性求爱歌的改变才能导致性优先 

选择相应改变。所以雄蟋蟀求偶声的出现也是 自然 

长期选择的结果。当雌虫来到雄虫领地，两者距离 

拉近，雄虫继续发出长时间呜叫，并不能给雄虫带来 

选择上的利益(贾志云和蒋志刚，1999)。为了避免 

招引外敌，排除干扰，降低危险，同时又表达强烈的 

交配意识 ，吸引雌虫出现性接受状态。雄虫鸣声变 

得急促、低沉。节奏中的音节个数也随之增加，而 

sL、IT均呈下降趋势(与召唤声相 比)。交配前低潮 

声与求偶时的低潮声、高潮声相比，sL、IT有所提高， 

这可能与导致雌性优先选择交配有关。在整个实验 

观察过程中，每当雌雄发生交配前，一定发出这种低 

沉的鸣声。交配前特有的鸣声是完成交配的必要条 

件。是否接纳，关键在于雌虫的性反应状态。 

研究中发现，不同性 比密度下，雄虫在求偶、交 

配等一系列行为中，声学特征有明显差异。随着雄 

虫数量增多，鸣声节奏变长，并且声长呈上升趋势， 

间歇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雄虫相遇时，一般 

具有防御的行为模式 ，或为争夺领地，或为争夺配偶 

或食物源。蟋蟀的防御行为包括注视(gazing)、呜叫 

(calling)、追逐(pursuit)与攻击 (aggreession)。双斑 

蟋的竞争多以比较温和的注视和呜叫方式进行，攻 

击性行为不常见。经一系列防御行为后，从而确立 

它们的社会等级地位。防御鸣声的节奏、声长、间歇 

的长短与呜叫时紧张程度有关，情况越紧急，鸣声越 

紧促 ，间隔越小，而且频带加宽。这种鸣声可起到告 

警和驱逐作用。而雌虫却没有这种特性 ，它们任何 

时候都能和平共处，互相之间没有争斗的防御行为。 

雄虫与不同数量的雌虫聚集时，鸣声各异，它主要取 

决于其 中不同雌虫的性反应，因而鸣声的节奏、声 

长、间歇无明显规律或差异不大。有的研究表明，音 

锉脉冲声列的时程与间隔也与环境温度有关，随着 

环境温度下降，sL、IT均明显上升，而时程与间歇之 

比也不断减少(彩万志，1988；吴福桢等，1986；杨培 

林等，2000)。 

鸣声的脉冲频谱特性与示波图有一定的对应关 

系，各脉冲的能量主要集中在 1个能量区，这是基 

本音的能量 区，说明双斑蟋蟀 的呜声以基本音为 

主，泛音少。在所有频谱图中，能量区最高峰是随 

着蟋蟀的闭翅运动的出现而出现的，而其他开翅运 

动及各种音节问隔的频段的声能显著降低。各鸣声 

的功率和频率都呈中间 2个脉冲高而开始和结尾脉 

冲低的变化规律。雌虫选择配偶的基础是雄蟋蟀的 

呜叫强度，而鸣声的强度与刮器对音锉 的刮击有 

关，刮击越重，复翅振动的强度就越大。这种刮击 

又与雄虫紧张程度有关。在 召唤声 中，音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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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间歇时间长，频带相对窄，能量不集中，相对 

声强低，因而呜声语调变化平缓。求偶声音节变化 

快，间歇持续时间短，频带相对宽，能量集中，而 

且高潮声的相对声强也相应提高，明显具有警戒叫 

声的特征。同样，在不同性 比密度下 ，随着雄虫比 

例增大，音节与频谱特性出现上述相应的变化 ，与 

时域特性呈一定的对应关系。然而若雌虫数 目增 

加，频谱差异则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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