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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南京紫金山蝗虫种类及蝗害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该地区蝗科 ( Acrididae)昆虫常见的有 10种, 其

中能发生蝗害的有牯岭腹露蝗 [Frustorferiola kulinga ( Chang) ]和黄脊竹蝗 (Ceracris k iangsu Tsa i) 2种 ,从气候、食物、天

敌等 3个方面分析了蝗害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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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金山位于苏南宁镇山脉西端, 主峰海拔 448. 9m,

地理位置为东经 118 48 24!~ 118 53 04!, 北纬 32 01 57!~

32 16 15!。紫金山及周边地区为北亚热带气候特征, 年降水

量 900~ 1 000mm,年平均气温 15. 7 ∀ 以上,年积温 ( 10 ∀以

上 ) 4 897 ∀ ,无霜期 233 d, 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适合多种动

植物生长繁衍
[ 1 ]
。经过多年的调查, 发现该地区 (不含郊县 )

常见的蝗科昆虫有 10余种,其中能发生蝗害的有 2种。

1 材料与方法

采取集中调查与随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蝗虫种类,

在紫金山南面和北面的各种生境中广泛采集标本并进行编

号。标本采集时根据不同生境的具体情况采取捕虫网追捕蝗

虫的网集法和手工或借助指形管寻找捕捉蝗虫的寻集法等。

种类鉴定主要依据#中国蝗虫分类鉴定手册 ∃[ 2 ]和 #中国

动物志: 第 10卷 ∃[ 3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蝗虫种类

调查发现,该地区有蝗虫种类 10种, 隶属 5科 9属
[ 2- 3]
。

其中, 锥头蝗科 1属 1种, 斑腿蝗科 5属 6种,斑翅蝗科 1属

1种,网翅蝗科 1属 1种, 剑角蝗科 1属 1种 (表 1)。

上述种类中,棉蝗、日本黄脊蝗、短角异腿蝗及短额负蝗

等对林木果树及花卉可造成一定的危害, 但能大发生的只有

牯岭腹露蝗和黄脊竹蝗 2种。

表 1 南京紫金山蝗虫名录

编号 科 属 种

1 锥头蝗科 Pyrgom orph idae 负蝗属 A tractom orpha Sau ssu re 短额负蝗 A trac tom orpha sin en sis B o.l

2 斑腿蝗科 C atantop inae 棉蝗属 C hondra cris Uvarov 棉蝗 (大青蝗 )Chond racris rosea (D e Geer)

3 黄脊蝗属 P atanga Uvarov 日本黄脊蝗 P atanga japon ica ( I. B o.l )

4 外斑腿蝗属 X enocatantops D irsh& Uvarov 短角外斑腿蝗 X enocatantops brachyceru sW illem se

5 稻蝗属 Oxya Servil le 中华稻蝗 Oxya chinen sis ( Thunberg)

6 小稻蝗 Oxya hy la in tricata ( St l)

7 腹露蝗属 F ruh storf eriolaW illem se 牯岭腹露蝗 F ru storf eriola ku linga Chang

8 斑翅蝗科 Oedipod idae 疣蝗属 Tri lophidia S t l 蒙古疣蝗 T rioloph id ia annulata ( Thunberg)

9 网翅蝗科 A rcyp teridae 竹蝗属 C eracrisW alker 黄脊竹蝗 Cera cris kiang su T sa i

10 剑角蝗科 A crid idae 剑角蝗属 A crid a L innaeus 中华剑角蝗 A crida cin erea Thunberg

2. 2 主要蝗虫种类形态特征

2. 2. 1 牯岭腹露蝗 体形较壮。雄虫体长 20~ 25 mm,雌虫

体长 28~ 33mm, 体绿褐色, 略油亮。头大, 光滑, 头顶圆,倾

斜, 具中纵沟。触角丝状, 达前胸背板后缘。复眼近圆形,大

而突出, 高于头顶。眼后带宽, 酱黑色。翅短, 前翅翅尖不达

后足腿节顶端, 腹部末端明显露出翅后。前翅树皮灰褐色。

雄虫尾须较小, 顶缘中部以上微呈角形, 后足腿节绿色,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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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各有 2块黑横斑,胫节无外端刺
[ 4]
。

2. 2. 2 黄脊竹蝗 体形较瘦狭。雄虫体长 29~ 35 mm,雌虫

体长 31~ 40mm, 体主要呈绿色或黄绿色,头顶背面至前胸背

板中央具 1浅黄色纵条纹。头顶向前上方尖突,高过前胸背

板。触角细长,向后超过前胸背板后缘。前翅翅尖明显长过

后足腿节顶端。前缘及中域暗褐色, 臀域绿色。后翅无色透

明。后足胫节瘦小,有 2排刺,内排 15个刺,外排 14个刺,刺

基部浅黄色,刺端黑色
[ 5- 6]
。

2. 3 主要蝗虫种类发生规律与危害

2. 3. 1 牯岭腹露蝗 该虫是核桃、薄壳山核桃、兔眼蓝浆果

和板栗育苗阶段的危险害虫, 能将叶子全部吃光, 并将发出的

新叶吃光, 导致苗木瘦弱甚至死亡, 其他寄主还有枫杨、八角

枫、黑莓、蔷薇、悬钩子属、栎类及多种双子叶草本植物。在南

京 1年 1代,以卵在表土层下越冬,翌年 4月下旬至 5月下旬

陆续孵化出土
[ 7 ]
。若虫先在近地面低矮双子叶植物上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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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虫龄增加逐渐上树活动。牯岭腹露蝗属于阳性昆虫,无论

阳光多么强烈,成虫和若虫都不在叶背取食, 也不在荫蔽处栖

息。低龄若虫喜栖息在黑莓的花蕾丛中, 因其头圆大, 体色体

形与嫩蕾相似,既能晒到太阳,又能躲避天敌捕食。低龄若虫

在嫩叶正面剥食叶肉, 稍大后可吃成洞孔或缺刻, 或在叶柄、

蕾花柄及嫩梢上啃食,形成大小不等的洞坑状疤痕, 或将其咬

断, 未咬断的也极易风折。黑莓的嫩梢是当年或来年的结果

枝, 因此对黑莓产量影响很大。牯岭腹露蝗的大龄若虫和成

虫还经常啃食黑莓青嫩幼果和膨大期红果的果肉, 露出白色

果核。虫伤果经日晒后,果色变暗,果形不正,遇雨露易霉烂。

2. 3. 2 黄脊竹蝗 该虫主要取食竹叶, 在紫金山对毛竹和淡

竹危害最重,偶亦危害棕榈。低龄若虫亦取食地面的茅草等

禾本科植物, 2~ 3龄时即登高危害。 4龄时食量大增, 5龄至

成虫产卵前是暴食阶段, 时间在 7月中下旬至 8月中下旬。

因为阳坡的卵块孵化早,阴坡的卵块孵化迟, 所以发育进度不

一致, 田间暴食期拉得很长,成虫羽化后取食一段时间,在性

器官发育成熟尚未交配之前常集群起飞, 是为婚飞。 2007年

紫金山黄脊竹蝗大发生, 7月下旬至 8月初的 10多天时间

内, 白马公园到天文台的竹林内的竹子先后被吃成光秆, 后来

竹子重新发芽长叶,不久又被吃光。当年生的新竹正处在长

壮长高的中后期,竹秆很快出现失水干缩现象, 泛枯黄或带紫

灰色, 逐渐死亡。有的成年竹再次发出新叶, 仍被吃光, 老竹

普遍死亡,严重地段远看似火烧状。 2007年 12月初, 笔者对

上述竹林随机取样调查,毛竹死亡率平均达 40. 64% , 淡竹死

亡率则高达 93. 04%。在临近天文台的高崖上, 蝗害才明显

减轻, 但天文台周围的竹子仍然有被害致死的现象。

2. 4 蝗害成因分析

2. 4. 1 气候与天气 气候和天气特点是决定蝗虫发生消长

的重要条件。牯岭腹露蝗是喜阳喜高温虫种, 不耐阴湿。

1993% 1998年, 南京地区连续数年春旱, 伏旱天气比较明

显
[ 8 ]
。这样的气候和天气条件比较适于牯岭腹露蝗发生,虫

量逐年积累, 1995年暴发, 1995% 2000年虫口密度一直维持

在较高水平,以中山植物园行政楼东至明孝陵交界处范围内

虫口密度最大。 2000年以后,春夏旱情减轻, 连续阴雨现象

明显
[ 9 ]
。这种天气不适于牯岭腹露蝗生存, 特别适于黄脊竹

蝗发生。黄脊竹蝗卵的孵化和若虫蜕皮都需要 90%以上的

相对湿度,经过几年虫量积累, 导致 2007年大发生。而牯岭

腹露蝗则明显被抑制下去。

2. 4. 2 食物与环境 牯岭腹露蝗喜欢取食核桃、薄壳山核

桃、枫杨等木本植物和多种草本植物。它是阳性昆虫, 不入密

林, 只在林缘地带的稀疏灌丛或苗圃发生较重。中山植物园

内原先发生严重的园区,有的已改作非寄主植物苗圃, 有的因

周围林木长大形成郁闭环境, 适宜生存环境发生改变, 是虫口

密度下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白马公园到紫金山天文台间山

路两侧的竹林不但已生长连片, 形成竹海,而且面积每年都有

扩展。黄脊竹蝗的食料相当丰富, 虫口增殖速度加快, 密度

大, 环境适宜其种群发展, 是导致 2007年大暴发的重要原因。

2. 4. 3 活动习性与天敌作用 牯岭腹露蝗喜在林缘与旷野

之间的低矮树丛栖息活动,生境中蜘蛛等捕食天敌种类多,密

度大, 若虫期间被蜘蛛捕食的比例大;成虫和若虫都在叶片正

面取食和栖息,容易受到螳螂和鸟类捕食。与之相反, 黄脊竹

蝗若虫和成虫都有趋荫隐蔽习性,夏天于早晚取食, 08: 00左

右即下至地面荫蔽处栖息, 19: 00左右再上升取食栖息, 不像

牯岭腹露蝗那样容易受到天敌攻击。

3 减轻蝗害的对策

3. 1 建立测报和预警制度

蝗虫的咀嚼式口器灵敏迅速, 食量大,消化力强, 短时间

内就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必须做好虫情的预测预报,

防前准备要仔细周到,组织和协调好必需的人力和物力, 及时

控制害情。辨别蝗虫种类, 正确认识灾害性蝗虫与非灾害性

蝗虫是预防工作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

在本试验地区应该把牯岭腹露蝗和黄脊竹蝗 2种蝗虫列为重

点监测对象,有大发生征兆时启动防治机制。

3. 2 合理选择园址,改造生态环境

风景区的竹子尽量不要大面积种植,以免连绵不绝, 成为

竹海。在一定面积的竹林周围, 要有足够的乔灌木林, 既有利

于蜘蛛、鸟类等捕食天敌栖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阻隔蝗虫迁

移扩散。窝风向阳地段黄脊竹蝗发生早、密度大、危害重,所

以不能在这样的地段建园。在有牯岭腹露蝗发生的林缘隙

地, 实行秋冬挖土冻垡, 可杀死其中绝大部分虫卵。

3. 3 加强林区管理

严格限制林区的游人活动范围,同时搞好环境卫生。近

几年来该地区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游客量剧增, 受人们活

动的影响,地被植物锐减,造成在地面捕食蝗虫的青蛙、蟾蜍、

蜥蜴、步甲、蜘蛛和在枝头或地面捕食的鸟类如画眉、噪鹛、竹

鸡、乌鸦等天敌数量大为减少。另有文献报道, 发酵人尿对黄

脊竹蝗有极强的引诱作用, 而发酵人尿中 NH4CO 3刺激作用

最为明显,且含量较高
[ 10]
。本试验区中在竹林里随处 &方便 ∋

的游人不断增多并且在竹林中建有一座公厕,这和该区域黄

脊竹蝗大发生存在多大的关联, 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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