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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大球蚧中一种重要的寄生蜂——等缘蚧金小蜂
张 萍 1，肖 晖 2*，李秋英 3，马建江 1*，薛根生 1
（1. 新疆兵团第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库尔勒 841005；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3. 新疆林业学校，乌鲁木齐 830026）

摘要：2013―2014 年对新疆巴州地区枣大球蚧 Eulecanium gigantea（Shinji）进行寄生蜂调查，发现一种
寄生率较高的小蜂——等缘蚧金小蜂 Eunotus aequalivena Xiao et Huang，平均雌雄性比为 1.51:1。通过对
枣大球蚧发生密度较大的 4 种主要寄主植物白榆、黄榆、紫穗槐和灰枣树上的寄生蜂进行调查，发现等缘
蚧金小蜂在田间的自然寄生率为 0～21.00%，其中白榆、黄榆和紫穗槐 3 种树上对枣大球蚧的寄生率为
14.37%～21.00%，但灰枣树上的寄生率仅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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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notus aequalivena, an Important Parasitoid of Eulecanium gigantea
ZHANG Ping1, XIAO Hui2*, LI Qiuying3, MA Jianjiang1*, XUE Gengshen1
(1.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the Second Division of Xinjiang Corps, Korla 841005, China; 2.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Forestry School in Xinjiang, Urumqi 830026, China)

Abstract: The parasitic wasps on Eulecanium gigantea in Bayingolin Mongolia Autonomous Prefectre of Xinjiang
were investigated during 2013—2014. Eunotus aequalivena Xiao et Huang (Hymenoptera: Chalcidoidea:
Pteromalidae) was found to be another highly parasitic rate species to E. gigantea. The average sex ratio was 1.51:1
in farming area. The parasite rate of E. aequalivena on E. gigantea was investigated on four host plants of E.
gigantea, Ulmus pumila L., Ulmus macrocarpa Hance, Amorpha fruticosa L. and Ziziphus jujuba cv. Huizao,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atural parasitic rate ranged from 0 to 21.00%. Among the four hosts plants,
the parasitic rate of Z. jujuba was only 0 contrast to other three’s 14.37%―21.00%.
Key words: Eulecanium gigantea; Eunotus aequalivena; parasitic wasps; parasitic rate; sex ratio
枣大球蚧 Eulecanium gigantea（Shinji）
隶属于同翅目 Homoptera 蜡蚧科 Coccidae 球蜡蚧属 Eulecanium，
又名瘤大球坚蚧、梨大球蚧，瘤坚大球蚧。枣大球蚧分布及寄主范围广泛，食源繁杂，繁殖及适应能力强，
危害严重，我国对其的检疫和防控非常重视，目前已由中国林木检疫对象调整为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枣大球蚧随着苗木传入新疆后，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使该物种在南疆地区迅速扩散
蔓延[1-3]，对红枣、核桃、巴旦木、绿化树种及防护林造成大面积的危害，给林果业生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4,5]。
中国山东、陕西、内蒙古、云南等对本地区枣大球蚧寄生性天敌的报道，各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天敌
种类[6-8]，除优势种球蚧蓝绿跳小蜂 Blastothrix sericea（Dalman）和北京举肢蛾 Beijinga utila Yang 有生
物学特性、生活史、田间发生规律等的研究资料[9]，大多数天敌种类只有分类记录，没有更深入调查和
研究。笔者于 2013—2014 年在新疆巴州地区对枣大球蚧寄生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了一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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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寄生蜂——等缘蚧金小蜂 Eunotus aequalivena Xiao et Huang。
等缘蚧金小蜂[10,11]是 2001 年描述报道的分布于中国新疆的种类，对其生物学和寄主没有记录。本研
究首次记录到该种小蜂的寄主信息，同时也对其生物学和寄生率进行了调查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地点
调查地点为新疆巴州地区，属于中国枣大球蚧的常发区。
1.2 树种
绿化树种为白榆 Ulmus pumila L.、黄榆 U. macrocarpa Hance 和紫穗槐 Amorpha fruticosa L.及 8～12
年生的灰枣 Ziziphus jujuba Mill. cv. Huizao 树。
1.3 室内观察与调查
在等缘蚧金小蜂羽化高峰期前（4 月上、中旬）采集样本。选择巴州地区 29 团枣大球蚧发生较重
的黄榆和白榆绿化林带，每次随机抽取 100 个老介壳，将带该蜂蛹室的老介壳带回实验室。放入带盖
有机玻璃指形管（约 45 mL）中，在室内自然条件下（温度为 17 ℃左右，相对湿度为 70%左右）进
行培养。每日观察老介壳下蛹室的变化，仔细查找和收集羽化的寄生蜂，记录羽化的等缘蚧金小蜂数
量和雌雄个体数量。并将每日收集到的寄生蜂标本放入 70%乙醇溶液中，保存于密封离心管内，供鉴
定使用。
1.4 寄生率调查
2013 年 10 月中下旬，选择巴州地区 29 团枣大球蚧发生较重的白榆、黄榆、紫穗槐绿化树带和灰枣园，
田间随机各取 10 棵样树，调查当年老介壳数量和带有等缘蚧金小蜂蛹的介壳数量，统计等缘蚧金小蜂寄
生率。
2013―2014 年针对灰枣园等缘蚧金小蜂情况，选择巴州地区库尔勒垦区农科所、28 团、29 团、30 团、
库尔勒市；塔里木垦区 31 团、33 团、34 团和且若垦区 36 团、若羌县等地区进一步开展多点调查，每个地
点选择 3～5 个枣园。每个枣园用五点取样法，随机抽取 500～1000 个老介壳，调查等缘蚧金小蜂寄生情况。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03 进行数据整理，不同寄主上等缘蚧金小蜂对枣大球蚧寄生率的差异采用 DPS 软件进
行分析。

2
2.1

结果与分析

等缘蚧金小蜂的发现与鉴定
2013 年 5 月中旬在枣大球蚧卵期，检查卵及介壳下球蚧蓝绿跳小蜂发育进程时，常常发现介壳底部有
米黄色的 3～15 头幼虫，发育期明显滞后于球蚧蓝绿跳小蜂，为另外一种寄生性天敌。该天敌幼虫随着虫
龄增长体色渐转鲜黄色，至枣大球蚧卵孵化末期体色变浅，幼虫吐丝结成棕褐色的茧，进入蛹期，蛹为浅
色或乳白色。一般 5 月底至 6 月上旬在当年的介壳下越夏越冬。
2014 年早春采集榆树上 2013 年老介壳下有土色蛹壳的个体进行室内观察，在 4 月 18 日前后寄生蜂大
量羽化。经鉴定该寄生蜂为等缘蚧金小蜂（图 1），隶属于膜翅目 Hymenoptera 小蜂总科 Chalcidoidea 金
小蜂科 Pteromalidae 蚧金小蜂属 Eunotus Walker。
2.2 形态特征
雌成虫：体长 2.1～2.65 mm，体黑色具光泽（图 1a）；复眼及单眼黑褐色，触角除柄节、梗节棕黄色
外，其余褐色；足部基节、腿节、胫节均为深褐色，附节黄色，端跗节棕褐色。
头前面观呈倒三角形，头宽为头高的 1.67 倍（50:30）；唇基无齿，颊与唇基交汇处向下延伸，长过
唇基。触角着生于颜面下方（图 1c），位于两复眼下缘连线的上方；柄节长与复眼高相当，不达中单眼；
梗节长约为宽的 2 倍，长于第一索节；环节无；第一索节如环节状，其余各索节为方形或亚方形；棒节稍
膨大，长为宽的 1.8 倍，分节不明显，腹面微毛区大；梗节与鞭节长度之和小于头宽。头侧面观颚眼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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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眼高短于颚眼距。头背面观（图 1b），头顶微隆起；后单眼处后头下切；头宽为头长的 3.13 倍（50:16）；
POL（后单眼距）为 OOL（复眼单眼距）的 3 倍多。
胸部凸起被细密的粗糙刻纹。前胸稍窄于中胸，前胸背板前缘不具脊，中部长为中胸盾片长的 5/23。
中胸盾纵沟深而完整；小盾片横沟无，长稍大于宽且长于并胸腹节。并胸腹节具明显的中脊，中脊前部向
上突起；整个并胸腹节具纵向、横向的短脊，彼此交错形成大的网格，网格中部光滑下凹。前翅（图 1a）
被密毛不具无毛区，长为宽的 2.5 倍（90:36）；缘脉、后缘脉、痣脉的相对长度为 10:11:10。各足胫节均
具 1 距。
柄后腹无腹柄，卵形，长为宽的 1.43 倍（50:35）；柄后腹第一节背板光滑无刻点，为全长的 17/25；
整个柄后腹稍短于头与胸长度之和；产卵针稍伸出。
雄虫：体形小于雌虫（图 1d），体长约 1.85～2.25 mm；触角褐色（图 1e），柄节较雌虫更为粗短；
各索节长宽均大于梗节；棒节分为明显的两节；前翅（图 1f）被密毛，与雌虫相似；柄后腹短于胸。
幼虫：纺锤形，高龄幼虫体色为鲜黄渐变浅色。
蛹：初化蛹呈乳白色，或略呈淡黄色。蛹体长 1.82～2.70 mm、胸径 0.85～1.20 mm。越冬蛹为乳白色，
羽化前转变为黑色。
0.5 mm

0.5 mm

a

b

0.5 mm

c
0.5 mm

0.5 mm

d

e

0.5 mm

f

a，d：体侧面观 Body, lateral view；b：头胸背面观；Head and throax, dorsal view；c，e：头胸侧面观 Head and throax, lateral view；f：前翅 Fore wing

图1
Fig. 1

2.3

等缘蚧金小蜂成虫（a—c ♀，d—f ♂）

Eunotus aequalivena adults (a—c female, d—f male)

田间自然寄生率
2013 年 10 月在巴州地区库尔勒市郊枣大球蚧 4 种主要的寄主植物，进行等缘蚧金小蜂越冬蛹田间自
然寄生率（图 2）。等缘蚧金小蜂田间自然寄生率由高至低为分别为白榆 21.00%＞黄榆 20.20%＞紫穗槐
14.37%＞灰枣 0。其中白榆、黄榆和紫穗槐 3 种树种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与灰枣存在显著的差异
（P＜0.05）。可见，白榆和黄榆树上枣大球蚧等缘蚧金小蜂发生密度较大；紫穗槐上该蜂发生密度相对较
小，而灰枣树上枣大球蚧中并未发现被该蜂寄生现象。
根据 2013 年田间调查结果、对灰枣树上的枣大球蚧寄生蜂等缘蚧金小蜂又进一步做了多点调查，在
库尔勒垦区农科所、28 团、29 团、30 团、库尔勒市；塔里木垦区 31 团、33 团、34 团和且若垦区 36 团、
若羌县等地区开展广泛调查，均未发现有等缘蚧金小蜂寄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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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不同树种上等缘蚧金小蜂田间自然寄生率（库尔勒，2013）

Natural parasitic rate of E. aequalivena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Korla, 2013)

2.4

性比
2014 年 4 月上、中旬，选择 29 团黄榆，对采集枣大球老介壳中羽化出的等缘蚧金小蜂的性别进行比
较。平均雌雄比为 1.51:1，雌蜂数量明显多于雄蜂。

3

讨论

本文报道了新疆巴州地区枣大球蚧优势寄生蜂之一等缘蚧金小蜂，初步调查库尔勒周边，枣大球蚧危
害较重的白榆、黄榆、紫穗槐和灰枣 4 种树上，等缘蚧金小蜂对枣大球蚧的自然寄生率一般有 10%～20%，
最高点片可达 50%，但等缘蚧金小蜂不寄生灰枣树上的枣大球蚧，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等缘蚧金小
蜂在枣大球蚧中的发现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掌握新疆南疆枣大球蚧的天敌种类和种群动态规律，而且也为利
用等缘蚧金小蜂防治田间枣大球蚧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但由于调查的范围相对较小，等缘蚧金小蜂在
其他主要寄主植物上是否存在尚不清楚。另外，新疆枣大球蚧中是否还存在其他寄生蜂，需要进一步调查
研究。同时，等缘蚧金小蜂对枣大球蚧的寄生行为特征、影响寄生率的环境及生理因子还需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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