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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物丰富度与害虫、天敌生物量关系及其对农田生物控害保益功能的影响一直是生

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也是害虫种群生态调控的基础. 本研究于 2007~2010 年连续 4 年, 

通过设计农田生态系统 5 个作物丰富度水平, 基于多种作物的微景观试验模型系统调查研究

了各个作物丰富度水平下害虫和天敌种类组成, 并测定了其生物量, 应用广义可加模型分析

了作物丰富度对害虫-天敌生物量及其控害保益功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作物丰富度对害虫及

天敌的生物量没有显著性影响, 不同作物丰富度的小区中害虫及天敌的生物量差异不显著; 

相邻营养层(植物与害虫、害虫与天敌)之间的生物量显著相关, 而不相邻营养层(植物与天敌)

之间生物量则相关不显著. 以天敌-害虫生物量的比值作为控害保益功能指数表明, 4 种作物

的小区中该指数最高, 而过高或过低的作物丰富度都导致生物控害能力下降. 基于微景观试

验模型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 农田生态系统中植物与害虫、害虫与天敌相邻营养级之间的生

物量显著相关, 适当的作物丰富度可增加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控害功能. 这将为实现生物控

害的作物种植格局规划与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也为害虫种群可持续控制提供了新思路

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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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种植人工栽培

作物的生态系统. 在此系统中, 作物-害虫-天敌相互

作用、相互制约, 形成一个 3 级营养关系的有机整体. 

农田生态系统内作物种类组成、结构及数量的变化可

能影响作物生产力、害虫及天敌的群落结构与功能, 

这也是几十年来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 已有

研究表明, 农业景观中植物丰富度直接影响农田生

态系统内害虫种类的组成和数量, 并进一步影响天

敌的控害保益功能[2,3]. 植物多样化措施, 如作物的

间套作、减免耕和非作物植被的保留维持等都有利于

减少害虫的发生[4]. Root[5]曾经提出资源密度假说和

天敌假说以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机制. 资源密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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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认为植食性昆虫, 尤其对食性较为单一的种类, 在

宿主植物密度较高的环境中这种昆虫种群密度也较

大, 危害也较重. 天敌假说认为, 植物丰富度较高的

环境可为天敌提供更多的庇护场所和可利用资源(转

移寄主、花粉及花蜜), 因此在植物丰富度高的生境中

天敌种类和数量更加丰富, 因而更有利于抑制害虫

种群[6]. 然而, Andow[2]的研究表明多样性高的生态

系统中植物丰富度对某些昆虫没有作用, 受到影响

的害虫和天敌种类只占昆虫总种类的 52%~53%[2]. 

同样也有研究发现, 较高的植物丰富度并不能完全

提高天敌的生物控害功能[7]. 事实上, 这些问题都还

没有统一清晰的结论. 因此, 作物丰富度与害虫、天

敌多样性及其功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

研究和探讨的问题[8].  

由于农田生态系统受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所控, 

以往大多数研究只简单比较了某种作物单作与 2 种

作物、或单个品种与多个品种间作之间的比较, 而 3

种以上作物混作对害虫及天敌的影响鲜有报道, 从

而很难确定是物种的特异性造成的影响还是作物丰

富度的效应, 也无法探讨物种丰富度对害虫、天敌生

物量及系统内控害保益功能的影响. 近年来, 有学者

利用微景观试验模型系统, 通过人工设置多个植物

丰富度水平细致地分析了草地群落中植物多样性对

昆虫种群的影响, 但这种方法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的

应用尚未见报道 [3,9]. 事实上, 农田生态系统相对于

草地生态系统具有可控性强、生境较为均一、易于操

作、作物与昆虫的关系明确等特点, 因此研究作物丰

富度对害虫和天敌种群的影响, 对于发挥农田作物

多样性的控害功能有更重要的作用和应用前景.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改变, 作

物类型及种类组成的改变导致多种害虫频发, 给农

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10,11]. 在中国, 害

虫引起作物的产量损失一般占作物总产量的 10%左

右, 尽管大量的杀虫剂在农业生态系统广泛使用, 但

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如何通过作物物种

结构布局设计来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进而

实现害虫种群的可持续治理成为生态学领域一个重

要的研究方向[12]? 而大多农田生态系统中害虫-天敌

系统作为群落存在, 种类很多, 如麦田生态系统中害

虫多达几十种, 天敌种类也很多, 仅寄生麦长管蚜的 

寄生蜂就多达 17 种, 其他作物(如棉花、水稻和玉米)

生态系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同样一个生态系统中

同时存在上百个害虫和天敌种类, 大量的害虫及天

敌种类给群落结构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 而通过

生物量研究对大量物种进行划分整理, 首先把相同

营养级的昆虫种类划分在一起, 然后研究农业生态

系统中的物质能量流动, 可大大简化整个害虫-天敌

系统的研究[13,14].  

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之一. 近

几十年来由于人口增长产生的巨大压力、农业生产方

式和种植结构的改变、农业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日

益增加和利用不当, 使该地区的种植品种和基因多

样性趋于贫化, 农田多样性降低, 农业生态安全受到

严重威胁. 特别是近年来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的现

代农业生产模式导致农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锐

减, 自然生物因子调节能力下降, 病虫发生严重, 而

且频繁爆发. 作物丰富度能够影响农业生态系统中

天敌的生物防治功能, 然而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已经

导致了高度的景观单一化和生境异质性的丧失. 为

此 , 本研究基于国际流行的微景观试验模型系    

统 [15~18], 设计了不同作物丰富度组成的试验模型系

统, 研究了作物丰富度对害虫和天敌生物量的影响, 

检验了以下 2 个假设: (ⅰ) 根据资源密度假说[19], 作

物丰富度的提高能够降低资源密度, 因而能够抑制

害虫生物量(种群), 因此作物丰富度较高的小区中害

虫种群数量较低; (ⅱ) 根据多样性假说[20], 作物丰富

度的提高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 因此增加天敌的生

物量, 间接提高了生物防治功能. 本研究旨在丰富和

发展农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生态学理论 , 

为景观尺度上农业生态系统中作物组成及布局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21].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35°48′05″N, 

118°37′11″E), 属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区, 海拔高度

101.1~916.1 m, 年均日照时数 2421 h, 年均气温

14.1℃. ≥10℃的有效积温 2390℃, 无霜期 200 天以

上, 年均降水量 849 mm, 年均蒸发量 1773.5 mm, 土

壤以棕壤土和褐土为主, 是多种优质作物的产区.  

1.2  作物微景观试验模型系统 

整个试验采用国际流行的微景观试验模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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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17,18]. 于 2007~2010 年连续 4 年分别从棉花

(Gossypium spp.)、玉米(Zea mays L.)、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inn.)、大豆(Glycine max (L.) Merr.)、番茄

(Solanum lycopersicum L.)、甘蓝(Brassica oleracea 

L.)、谷子(Setaria italica (L.) Beauv.)、高粱(Sorghum 

bicolor (L.) Moench)、黑麦草(Lolium perenne L.)、红

小豆(Vigna angularis (Willd.) Ohwi et Ohashi)、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绿豆(Vigna radiata (L.) R. 

Wilczek)、苜蓿(Medicago sativa L.)、茄子(Solanum 

melongena L.)、芹菜(Apium graveolens L.)、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s L.)、油菜(Brassica napus L.)、油葵 

(Helianthus annuus L.)、芸豆(Phaseolus vulgaris L.)、 

芝麻(Sesamum indicum L.)华北地区普遍种植的 20 种

作物库中, 采用随机选择的方法分别筛选 1, 2, 4, 8, 

16 种作物, 进行 5 个作物物种丰富度水平处理, 每个

处理每年重复 10次(小区), 共相当于 50个小区(图 1), 

整个小区面积为(70×150) m.  

每个小区面积为(9×9) m, 除单种(1 种)作物外, 

其他多种作物(如 2 种作物、4 种作物、8 种作物及 16

种作物)在同一个小区中都采用隔行相邻种植. 各个

小区之间的间隔为 1 m, 间隔区为裸地, 喷洒除草剂

抑制所有杂草生长. 试验种植过程中只考虑作物的

种类数, 不考虑作物的种类组成. 所有小区中作物密

度与化肥使用量都是相同的, 整个微景观试验模型

系统作物生长期不喷洒任何杀虫剂, 也不使用化学

肥料, 采用人工除草、徒手拔除, 不使用任何除草剂

及其他化学成分, 大程度地减小人为干扰对整个 

试验和作物布局的影响, 以保持所有小区农业管理

条件的一致性. 整个试验模型系统距离周围生境为 5 m, 

周围生境全部种植玉米作为防护带隔离, 以减小周

围生境的异质性给整个试验带来的随机干扰. 在整

个微景观试验模型系统的 4 年试验期内, 每年每个小

区的作物种类数(N)和排列维持不变, 保持 4 年的重

复性.  

1.3  研究方法 

(1) 昆虫调查方法.  采用国际通用的横截面取

样法, 该方法与平行线取样法类似, 但在每个小区只

取样 1行, 横截面沿着小区的中心截面取样(图 1), 以

避免因取样不同带来的边缘效应, 全部记录中心行

22 株作物上各种昆虫(害虫与天敌)的种类和数量. 在

整个作物的生长季节, 每月调查一次(4, 5, 6, 7 及 8

月), 每年每个小区分别调查 5次, 每次调查详细记录

各种害虫和天敌的种类与数量, 调查期间尽量减小

对作物的扰动, 植物叶片反面采用手持反光镜观察, 

正面采用直接观察和目测, 这样能够尽可能降低人

为干扰对昆虫的影响, 微小昆虫采用放大镜观察, 保

持每株植物观察 10 min, 详细记录各种昆虫的虫龄、

虫态及危害特征, 每个小区需要观察 220 min 左右,  

不能确定的先记录其个体数量, 同时采集昆虫标本

带回实验室, 制作针插标本或玻片标本, 查找昆虫分

类检索表进行种类鉴定, 并请相关领域专家确定种

类. 由于调查为小区横截面中线(图 1), 包括中线上

所有的 22 株作物, 因此整个微景观实验模型系统小 

 

 

图 1  作物微景观试验模型系统的作物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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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所有昆虫种群的调查数据换算为头/22 株植物. 

(2) 生物量测定方法.  测定植物或昆虫的干有

机物质总量. 其中, 较小的植物采集整个植株(包括

地上及地下部分)带回实验室 60℃烘干 72 h, 玉米等

植株较大的植物采取剪碎后分段称重再相加, 较小

的植株整体烘干直接称重, 每种作物生物量测定 3 个

重复; 昆虫生物量以成虫为准, 田间采集各种害虫和

天敌成虫带回实验室同样 60℃烘干 72 h 后直接称重, 

微小昆虫(如蚜虫、粉虱和蓟马)同时烘干后 100 头称

重以计算平均个体生物量, 且重复 3次, 大型昆虫(如

螳螂、瓢虫和蜘蛛)烘干后直接测定单头生物量, 并同

时测定 5 个重复.  

(3) 昆虫种群-生物量转化方法.  田间调查的昆

虫数据为 22 株植物上所有昆虫的种群数量, 鉴定所

有的种类之后, 将昆虫划分为害虫与天敌 2 个营养级, 

中性昆虫(蜜蜂、蝇和摇蚊)被排除, 本研究不分析中

性昆虫. 分别计算 2 个营养级的生物量(害虫及天敌), 

即先计算单个物种的生物量, 然后将营养级内所有

物种的生物量累加, 分别得到害虫与天敌的生物量, 

其中天敌包括捕食性天敌与寄生性天敌. 植物的生

物量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到.  

1.4  分析方法 

(1) 作物-害虫-天敌三级营养层的生物量.  主

要分析作物-害虫-天敌 3 个营养级生物量的相关性. 

测定每个物种的生物量后将每个小区中作物、害虫及

天敌的生物量分别相加, 转换为不同营养层的总生

物量, 不再区分具体的作物种类或者昆虫种类之间

的关系, 只考虑 3 个营养层之间总生物量之间的相互

关系. 本研究只分析作物丰富度与生物控害功能的

关系, 而中性昆虫在生态系统中主要提供传粉及分

解功能, 因此中性昆虫排除在外, 本研究不做分析.  

(2) 控害保益功能.  以天敌与害虫生物量的比

值作为控害保益功能指数[22]. 每个小区取样调查的

都是 22 株作物, 因此不同作物丰富度下存在不同的

天敌与害虫生物量的比值, 也就是不同的控害保益

功能.  

(3) 广义可加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广义可加模型是近几年国际流行的统计分析方法 , 

是一种典型的非参数模型, 采用局域回归的理论方

法, 能够 大程度地挖掘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23]. 本

研究采用 2 个广义可加模型, 第一个模型为取样时

间、害虫生物量及植物生物量对天敌生物量的影响

(方程 1):  

y=α+s1(x1)+s2(x2)+s3(x3)+�.        (1) 

该模型(平滑函数 smoothing functions)包括 3 个

样条函数(s1, s2, s3)与 1 个误差项 �, y 表示天敌的生物

量, x1, x2, x3 分别表示取样时间、害虫生物量及作物生

物量, 参数 α 也加入模型中, 广义可加模型在非线性

关系的分析中已被广泛使用.  

同样的方法构建第二个广义可加模型, 用于分

析取样时间、天敌生物量及植物生物量对害虫生物量

的影响(方程 2):  

x2=α+s1(x1)+s4(y)+s3(x3)+�.          (2) 

广义可加模型通过 R 2.15.1 中 mgcv 程序包完成.  

(4) 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  采

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植物、害虫及天敌 3 个营养

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检验不同作物丰富度水平

分别对害虫及天敌的生物量的影响, 害虫生物量与

天敌的生物量也同样采用一般线性模型检验. 不同

作物丰富度水平下害虫及天敌进行方差分析及检验

显著性. 一般线性模型及方差分析通过 R 2.15.1 程序

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作物丰富度对害虫和天敌生物量的影响 

作物丰富度对害虫与天敌生物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图 2), 随着作物丰富度增加害虫生物量呈现上升

趋势, 但不同作物丰富度水平下害虫生物量平均值

差异并不显著(图 2A, F1.593=1.464, P=0.227); 此外, 

天敌生物量平均值也随着作物丰富度的增加呈上升

趋势 , 处理间差异也不显著 (图 2B, F1.593=0.682, 

P=0.409). 虽然害虫及天敌平均在不同作物丰富度水

平下差异均不显著, 但是当作物丰富度 大(16 种作

物)时, 害虫与天敌生物量的中值均达到 大值, 分

别为 0.12 g/22 株和 0.04 g/22 株; 当作物丰富度 低

(1 种作物)时, 害虫与天敌的生物量中值均为 小, 

分别为 0.04 g/22 株和 0.03 g/22 株.  

2.2  作物-害虫-天敌 3 营养级生物量的关联 

应用广义可加模型分析了作物、害虫与天敌 3

个营养层之间的相关性. 取样时间、害虫生物量和作

物生物量对天敌生物量的影响分析表明(图 3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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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物物种丰富度与害虫(A)及天敌(B)生物量的关系 

取样时间对天敌生物量有显著性影响(图 3A, F1.000= 

4.007, P=0.046), 但植物生物量对天敌生物量无显著

影响(图 3E, F1.044=0.574, P=0.462), 同时害虫生物量

对天敌生物量的影响却达极显著水平(图 3C, F8.846= 
15.130, P=0.001).  

取样时间对害虫生物量无影响显著 (图 3B, 

F2.092=1.908, P=0.136), 而植物生物量对害虫生物量

的影响不显著(图 3F, F1.893=2.031, P=0.123); 此外, 

天敌生物量对害虫生物量的影响却达极显著水平(图
3D, F6.505=9.478, P=0.001).  

2.3  作物丰富度对害虫危害及天敌控害功能的影响 

以天敌与害虫生物量的比值作为控害保益功能

指数的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作物丰富度增加, 天敌与

害虫生物量比值(控害保益功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 而且不同作物丰富度水平下天敌控害能力

有显著性差异(图 4A, F4.593=5.163, P=0.0234). 当作物

种类为 4 种时, 天敌控害保益功能 强, 天敌与害虫

生物量比值的平均值和中值都达到 高(图 4A); 当

作物种类为 8 种时, 天敌与害虫生物量比值的平均值

和中值 低(图 4A).  

害虫生物量与天敌生物量的关系表明两者之间

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即随着害虫生物量的增加, 天

敌生物量也随之增加(图 4B, F1.593=32.79, r=0.2289, 

P<0.01); 作物生物量与害虫生物量之间也存在显著

的线性关系, 随着作物生物量的增加, 害虫生物量也

随之增加(图 4D, F1.593=10.82, r=0.1338, P=0.0011); 

但作物生物量与天敌生物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

(图 4C, F1.593=0.62, r=0.0323, P=0.4326).  

3  讨论 

3.1  作物丰富度与害虫及天敌生物量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微景观模拟试验, 设计了多个作物

丰富度的小区, 探索了作物丰富度对害虫及天敌生

物量的影响. 结果发现, 害虫及天敌生物量都随着作

物丰富度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资源密度假说在本研

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 这可能与大多数农业

害虫的多食性特点有关, 多食性的害虫能够同时取

食多种作物, 因此作物丰富度较高的小区为害虫提

供了更为丰富的食物资源 , 从而导致害虫生物量  

的增加 [24,25]. 例如 , 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 

Hübner), 可同时取食多种寄主植物, 包括小麦、玉

米、棉花及蔬菜等, 这种杂食性害虫可能在多作物的

小区中更为适应. 另外很多重要的作物害虫均为杂食

性害虫, 这些害虫在作物丰富度较高的小区中容易取

食更多的食物和资源, 因而导致生物量增加[26,27].  

而天敌在多作物生境中由于多种食物资源存在, 

生物量也高于作物丰富度较低的小区. 但害虫及天

敌的生物量平均值虽然随着作物丰富度的增加而增

加, 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这种生物量的研究可大大

简化农业生态系统中害虫及天敌群落的研究, 其较

功能团的划分可能更为合理, 同时能够对多种作物

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研究, 探索害虫-天敌系统之间

的物质能量流动[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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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取样时间、害虫生物量及天敌的广义可加分析 

A, C, E: 取样时间、害虫生物量及植物生物量对天敌生物量的影响; B, D, F: 取样时间、天敌生物量及植物生物量对害虫生物量的影响 

多样性—生产力关系作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功能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受到许多学者的关    

注[29].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某一营养级物种多样性

越高, 其营养级的生产力也越大[30~32]. 戈峰和丁岩钦[7]

通过对棉田生态系统中害虫、天敌群落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分析表明, 多样性指数与生产力均无相关关系[7]. 

本研究通过对 5 种作物丰富度与害虫、天敌生物量的

关系分析显示, 相邻营养层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

关系, 害虫生物量随着作物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 天

敌生物量随着害虫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不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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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作物-害虫-天敌系统 3 营养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 

营养层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这说明农业生态

系统中能流可能影响相邻营养层, 但对于不相邻营

养层这种物质传递和能量流动不能起到关键性的影

响作用.  

3.2  作物丰富度对农田生态系统控害保益功能的
影响 

农田作物多样性与农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密切

相关[6]. 然而, 以往大多数研究只比较了 2 种作物的

混作, 或者不同作物品种混播, 多种作物对害虫及天

敌影响的研究还很少, 本研究基于微景观模拟试验, 

设计了 5 种水平的作物丰富度, 通过国际流行的生物

量研究方法, 以天敌与害虫生物量的比值作为控害

保益功能指数, 发现作物丰富度对控害保益功能(天

敌-害虫生物量的比值)的影响显著, 随着作物丰富度

的增加, 控害保益功能呈现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而且, 

以作物丰富度为 4 种时的控害保益功能 强. 可能的

机制包括 2 个方面: (ⅰ) 由于适当的作物丰富度能够

干扰害虫对靶标植物的搜索行为, 使害虫无法准确

地定位并搜索到寄主[33,34]; (ⅱ) 多种作物能够为天敌

提供很好的转移寄主和替代猎物, 而且天敌能够在

作物丰富度高的小区中相互转移扩散, 维持更高的

种群密度和控制力[35~37].  

利用农业种植结构和作物布局来实现害虫种群

的可持续治理是将来生物防治的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 [38,39]. 其中如何利用农业景观设计及规划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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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及天敌在时空范围内的物种流动是重要的方面, 

但相对于单食性害虫而言, 多食性害虫对不同的作

物结构会产生了很强的适应性. 试验中, 生物控害功

能在作物种类为 4 种的小区内 高, 这表明适当作物

丰富度的增加对提高天敌控害保益功能还是非常有

效的. 这种微景观实验模型系统为研究小尺度下作

物结构与布局对害虫及天敌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研

究技术和方法, 也是进行大田试验景观设计的重要

途径之一. 在国际上, 既有(10×10) m, (30×30) m 等

较大尺度的微景观实验 [40,41], 也有 (4.7×4.7) m, 

(2.4×2.4) m 等较小尺度的微景观实验[15,42]. 本研究选

取的试验小区仅仅为(9×9) m, 将来的这种试验景观

模型还应该选取更大的尺度, 利用生物量方法进行

具体的害虫及天敌种类关系研究, 可能得到更为可

靠的结果[20,43,44]. 这种依靠作物丰富度与生境管理进

行害虫生物防治的方法对于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性及调节昆虫群落功能意义重大, 这也将是害

虫种群可持续控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44,45] . 以农

业景观整体的观点出发, 兼顾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通过调整作物布局, 以达到发挥各种不同作

物 大潜能的目的 [46,47], 同时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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