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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在云南省曲靖市的潜在适生区
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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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地贪夜蛾起源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要农业害虫. 对该虫的
潜在适生区进行预测分析并评估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为相关管理部门制订防控预警和防治措施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 研究采用 MaxEnt 模型对该虫在云南的潜在适生区进行预测分析. 基于曲靖市农业局统计的玉米
种植面积，结合实际调查草地贪夜蛾对其取食及造成的减产情况，进一步评估该虫对云南省曲靖市农业可能
造成的经济损失，得出该虫 2019 年对玉米为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2 902.67 万元. 草地贪夜蛾最早侵入我
国的省份就是云南，给我国农业带来巨大威胁，应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为云南、广
西、贵州三省交界处，更应在农药防治的基础上开展合理的防治控制措施，利用监测技术严密监测虫情动态，
以期防止草地贪夜蛾进一步迁飞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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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Smith），英

乃至全省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7]. 曲靖市属全

文名 fall armyworm，故又称秋粘虫) 是一种具有远

国 6 大玉米区划的西南山地玉米区，全市又分为 4

距离飞行能力的世界性农业害虫 [1]，可危害的谷物

大玉米生态区：一是以麒麟区、陆良县和沾益县南

和饲草等重要经济作物达 100

余种 [2-4].

目前该虫

部为代表的温暖平坝种植区；二是以会泽县、宣威

已在全球 100 个国家发生，对玉米造成严重危害，

市、富源县和沾益县北部为代表的温带山地种植

其中，危害最重的阿根廷减产了 72%. 该蛾原产于

区；三是以会泽县、宣威市北部为代表的高寒种植

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5]，2016

年在非洲尼日利亚

区；四是以师宗县和罗平县南部为代表的低热河谷

和加纳首次发现，2018 年 5 月传入印度的卡纳塔

种植区 [8]. 经曲靖市农业局统计，2019 年作物播种

克邦，并于同年 12 月陆续入侵至孟加拉、斯里兰

面积为 320 万 hm2，玉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播

卡及缅甸等国家[6]. 该虫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首次被

种面积占粮食总面积的 49 %. 目前研究尚未对重

发现入侵我国云南省江城县，并于后续数月向全国

点区域展开系统的适生区分析和经济损失评估.

26 个省市蔓延，共造成实际危害面积约 16.4 万

hm2

(约 246 万亩).

以往研究多聚焦世界或全国范围入侵物种适
生情况的研究[9-10]，亦有针对云南境内利用 MaxEnt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为云南、广西、贵州

模型进行农业有害昆虫的研究[11-13]，但对区域尺度

三省交界处，介于 103°03′E～104°50′E、24°19′N～

下物种入侵的适生性研究却少之又少. 本研究基于

27°03′N 之间. 该地区气候特点突出，主要为亚热

草地贪夜蛾在相关文献及数据库中的确切记录，选

带高原季风气候. 玉米是该市第一大粮食作物，农

取具有限制性的气候变量建立 MaxEnt模型，对该

业基础和自然生态条件有利于玉米的种植，在全市

虫在云南的潜在适生区进行预测分析，评估其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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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曲靖市农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同时根据该市

表 1 本研究中使用的环境变量

2019 年各县（市、区）玉米的产量，初步预测该虫可

Tab. 1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used in the study

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为相关部门制订防控预警及措

变量

变量描述

单位

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bio2

昼夜温差月均值

℃

1 材料与方法

bio4

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

—

1.1 试验材料

bio12

年平均降水

mm

草地贪夜蛾的分布点主要基

bio15

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

—

于 GBIF 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http://www.gbif.org）

prec1

1月降水量

mm

和国内相关文献 [14]，这些物种分布点基本涵盖了

srad7

7月太阳辐射

kJ·m−2·d−1

其目前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可对其生态需求进行全

tmin1

1月最低气温

℃

面分析. 物种分布点的采样偏差一般会造成生态位

tmin7

7月最低气温

℃

(1) 分布数据

模型的过度拟合，从而降低模型的转移能力. 本研
究通过去除栅格内距离较近的物种分布点降低采

AUC 比率>1 说明模型相对随机预测较好，AUC 比

样偏差对生态位模型模拟的影响，最终整理出草地

率<1 说明模型相对随机预测较差[18].

贪夜蛾在全国的分布数据 132 条，统一将其转换成
十进制地理坐标的形式用于建模.

(2) 损失评估

草地贪夜蛾为害玉米造成的

经济损失可用货币估算，包括由于产量、品质等方

环境变量的选择主要考虑其

面的直接经济损失费用和对生产者、消费者乃至

对草地贪夜蛾地理分布的限制性以及变量间的相

国家的间接经济损失和防治费用 [19]. 为了简化研

关性. 以 WorldClim 数据中心 [15] 中 19 种生物气候

究，本文仅考虑对生产者的影响而没有分析对消费

数据为基础，因气候数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首先

者的影响. 直接经济损失的核算主要指草地贪夜蛾

去除温度和降水偶联的 4 个环境变量（即 bio8 和

取食为害后，影响玉米的正常发育，从而造成植株

bio9，bio18 和 bio19） [16]，然后添加 1 月最低气温、

品质下降，进而产量质量降低造成的经济损失. 具

1 月最高气温、1 月平均气温、1 月太阳辐射、1 月

体经济损失评估模型为：

(2) 环境变量

风速、7 月最低气温、7 月最高气温、7 月平均气温、

L = S × A × I × R × Q × P,

7 月太阳辐射、7 月风速、有效积温以及地理高程

式中 S 表示玉米的种植面积（以农业局统计结果为

数据等共 27 个备选环境变量进行后期处理. 空间

准）；A 表示草地贪夜蛾适生区面积占玉米总面积

分辨率 30 arc-seconds （≈1 km）. 然后依据环境因子

的比例（以适生区预测的结果为准）；I 表示单位面

的重要性排序和各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最终

积玉米的受害率（以实地调查结果为准）值，为 10%；

从 27 个常见气候变量中各选取最具有统计学意义

P 表示玉米市场均价 2.2 元/kg；R 表示单位面积玉

的 8 个气候变量（Peterson 相关性值<0.9）进行空间

米产量的损失率（以实地调查结果为准），单位面积

比对和构建模型（表 1）.

玉米包谷产量损失率数据基于当地植保站测产的

1.2 试验方法

结果，为 5%；Q 表示单位面积玉米产量（以单位面
本研究采用 MaxEnt 模型对物

积的玉米株数乘以每株产量获得）. 单位面积包谷产

种分布范围进行模拟. 在默认参数的系统收敛阈

量根据各县调查情况，得到的均值为 10 500 kg/hm2

限

（700 kg/亩）.

(1) 建立模型
10−5

和最大迭代次数 500 下，对草地贪夜蛾的

本土区域构建模型，输出模式采用指数形式. 研究
随机选取 70% 的物种分布点用于模型构建，剩余

2 结果与分析

的 30% 分布数据用于模型检验，采用 partial ROC

2.1 草地贪夜蛾在曲靖市的潜在适生区

方案测试模型的本土预测能力和转移能力 [17]，最

究的预测中，MaxEnt 模型能较好地预测草地贪夜

后基于所有物种分布点数据构建模型后用于结果

蛾在云南省的分布. 云南省是草地贪夜蛾最早入侵

展示. 与传统 AUC（area under the curve）相比，partial

的省分，曲靖市于 4 月 18 日在师宗五龙南岩村、罗

ROC 方案更具优势，它采用 AUC 比率评价模型，

平长底发达村玉米地首次发现虫害. 从模型的模拟

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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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草地贪夜蛾潜在适生区分布范围较大，

罗平县、马龙县、麒麟区和沾益区，面积约 2.17 万 km2，

几乎遍及全境. 除会泽县和宣威市风险较小外，其

接近曲靖市国土面积的 75%；中度适生区和低度适

余地区入侵概率均较大，尤其中南部地区几乎所有

生区面积分别为 0.29 万 km2 和 0.14 万 km2，分别

县、乡都有较高的入侵风险. 在曲靖市 2.89 万

接近曲靖市国土面积的 12% 和 5%（图 1），各县（市）

km2

的国土面积中，高适生区的区县有陆良县、师宗县、

适生程度所占比例如表 2 所示.

图 1 草地贪夜蛾在曲靖市的潜在适生区分布情况
Fig. 1 Potential suitability distribution of S. frugiperda in Qujing

2.2 经济损失评估结果

本研究基于实际调查草

适生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378.61 万元，低度适生

地贪夜蛾对农作物的取食及造成的减产情况，对直

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157.75 万元. 经济损失从高

接经济损失进行核算. 由于曲靖市玉米种植面积常

到低依次为马龙县、陆良县、麒麟区、师宗县、罗

年处于动态变化中，研究以曲靖市农业局统计结果

平县、沾益区、宣威县、富源县和会泽县（表 2）.

为准. 对草地贪夜蛾在曲靖市的潜在适生区面积
基于 MaxEnt 软件分析得出，结果显示全市几乎都

3 讨论

处于高适生区内，初步预计该虫在曲靖市潜在适生

草地贪夜蛾作为一种迁飞性入侵昆虫，其繁殖

区面积占全市玉米总面积比例的 92%. 综上，2019

力强，扩散迅速，可在云南全境适生并造成危害，对

年草地贪夜蛾对玉米为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云南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曲靖市地处云南省东

为：L=27.32

元/kg×

部属亚热带气候，光热资源丰富，有利于植物的光

万 元 . 由 此 得 出 2019 年 高

合作用，土壤肥沃，矿物质丰富，加之便利的灌溉条

度适生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2 366.31 万元，中度

件，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来种植玉米 [8]. 本研究基

10 500

万hm2×10 000×92%×10%×5%×2.2

kg/hm2=2 9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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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曲靖市各县潜在适生程度占比及经济损失
Tab. 2 The ratio of suitability proportion and economic loss of each country in Qujing in 2019
地名

种植面积/(万 hm2)

低度适生区占比/%

中度适生区占比/%

高度适生区占比/%

经济损失/万元

师宗县

1.70

0.40

0.93

10.65

240.10

陆良县

1.99

0.31

0.75

11.36

362.84

罗平县

2.90

0.44

1.11

9.95

390.60

马龙县

1.20

0.02

0.25

13.50

176.68

麒麟区

1.23

0.40

0.62

11.36

218.01

沾益区

2.40

0.57

2.16

7.10

310.14

宣威市

9.13

0.88

2.47

4.26

434.46

富源县

2.61

1.10

1.55

4.26

377.98

会泽县

4.16

0.88

2.16

2.56

391.86

总计

27.32

5.00

12.00

75.00

2 902.67

于 MaxEnt 模型对草地贪夜蛾在云南省曲靖市的

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虫的地理分布，但其对环

潜在适生区进行预测，得到的结果具有可靠的科学

境的适应性进化以及防治后产生的抗药性也可能

意义. 结果表明该虫在曲靖市的潜在分布区域几乎

是影响分布变化的主要因素. 由于该虫的繁殖速度

涵盖所有县（市、区）的玉米产区，除迪庆等部分高

非常快，可在短时间内爆发成灾，加上频繁的种群

寒山区风险较小外，其余地区入侵概率均较大，中

基因交流，特别幼虫在 3 龄后的食量与抗药性会越

部入侵风险最高. 潜在的适生区远大于目前的分布

来越强，严重危害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自国家农

范围，因此还存在很大的待入侵空间. 该市海拔在

业农村部发布草地贪夜蛾虫情以来，曲靖市农业农

800～4 500 m 之间，部分未呈现适生的地区也不排

村局高度关注草地贪夜蛾发生动态，于 2019 年 4

除存在适生可能，其原因主要是受现实中海拔等因

月 18 日在师宗五龙南岩村、罗平长底发达村玉米

素的影响，使得草地贪夜蛾发生点出现的时间很

地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 截止 2019 年 12 月，全市

短暂.

的 9 个县（市、区）均已发现幼虫为害. 由于草地贪

本研究以 2019 年为基准来核算草地贪夜蛾对

夜蛾已定殖种群不断繁衍，使得曲靖市内防控压力

云南省曲靖市玉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对草地贪夜

进一步增大. 为抑制草地贪夜蛾扩散和为害，该市

蛾入侵云南省曲靖市造成的经济损失建立了评估

对疑似草地贪夜蛾危害已进行认真细致调查，针对

模型.

秦誉嘉等 [20]

对我国玉米产业的潜在经济损

失进行了评估，喜超等 [21]

不同海拔梯度的田块设置不同的防御屏障和开展

按照市场价格法初步建

化学防治. 随着灾害发生面积的持续扩大，造成的

立了草地贪夜蛾入侵云南造成的经济损失预测模

损失还将进一步增加，这对全国的玉米产量及收入

型，使用的是云南省 2017 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

存在巨大的威胁，仍需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严密

量数据，两者均未针对具体的市和县进行评估. 本

监测虫情动态. 草地贪夜蛾给云南省曲靖市农业带

研究结合实地考察的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数据，定

来巨大威胁. 因此，在科学防治的基础上，应更为积

量预测草地贪夜蛾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结果显

极的开展对该虫生物学特性、暴发成灾机理、传播

示 2019 年曲靖市的玉米损失可达 2 902.67 万元人

扩散路途及生物防治等其他控制措施的研究，为草

民币，各县损失程度按从高到低依次为马龙县、陆

地贪夜蛾的有效治理和降低农作物危害提供有效

良县、麒麟区、师宗县、罗平县、沾益区、宣威县、富源

的参考价值.

县和会泽县，该结果可为各县的实际防治费用提供
参考.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润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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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的潜在分布区主要由其自身对外

导和帮助；感谢博士生田天祺、硕士生任麒麟在

部环境的适应性和生理耐受程度决定. 虽然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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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植检站及会泽县植保植检站相关人员给予的

型预测球果角胫象在云南的潜在地理分布 [J]. 环境

数据汇总和在实验实施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昆虫学报, 2013, 35(1): 28-32. DOI: 10.3969/j.issn.16740858.201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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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economic loss assessment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Smith) in Qujing, Yunnan Province
ZHANG Qiong1，ZHAO Lin1，HE Ping1，ZHENG Ke-mei2，WU Peng-xiang3，FAN Jing-yu3,4**
(1. Plant Protection and Inspection Station of Qujing City, Qujing 655000, China；
2. Plant Protection and Inspection Station of Huize County, Huize 654200, China；
3.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Zoology/Key Laboratory of Zo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podoptera frugiperda (Smith) (Lepidoptera: Noctuidae), a fall armyworm, native to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s of America, is an extremely destructive agricultural pest worldwide. To offer the theory reference
for risk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n S. frugiperda (Smith), the potenti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loss of S. frugiperda in Qujing, Yunnan Province was studied. Based on the native occurrence data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e potential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 frugiperda in Qujing was predicted by
maximum entropy (MaxEnt) niche model combined with ArcGIS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potential economic
loss of maize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rn planting area from agricultural bureau and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eeding and reduction of corn yield caused by the S. frugiperd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the pest to maize was 29.0267 million yuan. Yunnan Province, as the first S. frugiperda invading
province, has brought great threat to China’s agriculture. Qujing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Yunnan Province,
which is the junction of Yunnan, Guangxi and Guizhou provinces. A scientific basis is provided for monitoring,
better control and preventing S. frugiperda from further spread into other area.
Key words: Spodoptera frugiperda；potential habitat distribution analysis；economic loss prediction；Quj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