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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中部引黄灌区枸杞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
辛中尧 1，徐红霞 2，王洪建 1
（1.甘肃省林业科学技术推广总站，甘肃 兰州 730046；2.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2009~2011 年，定期、定点在 1 年生、3 年生和 7 年生的枸杞树上调查了枸杞害虫及其天敌种类、
发生数量。结果表明，甘肃中部引黄灌区枸杞害虫有 55 种，枸杞害虫天敌有 34 种，其中枸杞蚜虫、枸杞木虱、
枸杞瘿螨是甘肃中部引黄灌区枸杞产区主要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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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ｆｉｘｅｄ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ｏｎ １， ３ ａｎｄ 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Lycium barbarum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ｄ ５５ ｐ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３４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Lycium barbarum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ａｎｓｕ，Aphis ｓｐ．，
Paratrioza sinica ａｎｄ Aceria palida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ｅｓｔｓ ｏｎ Lycium barbarum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ａｎｓｕ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Key words: Lycium barbarum； ｐｅｓｔｓ；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枸杞 Lycium ｓｐｐ．为茄科多年生落叶灌木，是国
家卫生部公布的药食同源品种之一，在我国已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药用历史，其味甘、性平，有滋补肝肾、
益精明目的功能。在我国分布广泛，除野生外，以西
北地区栽培面积最大，目前栽培面积较大的省区有
新疆、内蒙、河北、宁夏、甘肃等地 ［１］。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甘肃中部引黄灌区盐碱地试种枸杞获得成功，为
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随着种植面积
的扩大，枸杞瘿螨 Aceria palida、枸杞蚜虫 Aphis
ｓｐ．、枸杞木虱 Paratrioza sinica 等害虫的为害也日趋
严重，给当地农民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２］。本文旨在

通过对甘肃中部沿黄灌区枸杞主要害虫及天敌种
类、发生规律的调查，以期为当地枸杞害虫的综合防
治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自然概况
试验地选择在景泰县草窝滩镇西和村，该地枸
杞种植时间长，种植面积较大，病虫害发生严重。西
和村海拔 １ ５６０￣１ ８１０ ｍ，年均温 ８．２ ℃，年降水量
１８４．４ ｍｍ，日照时数 ２ ７２５．５ ｈ，无霜期 １９２ 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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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积温 ３ ０３８ ℃。土壤类型为洪积灰棕荒漠土
和灰钙土，灌溉条件便利。

1.2 调查样地
调查样地选择在西和村村民罗广信枸杞园内，
树龄分别为 １ 年生、３ 年生、７ 年生，每个样地面积分
别为 ６６７ ｍ２，共设 ３ 个样地。

1.3 调查时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每年 ３ 月下旬到 １１ 月中旬，每
隔 １ 周调查 １ 次。记载害虫、天敌种类和数量。

1.4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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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分东、西、南、北、中 ５ 个方位枝梢或叶片进行调
查并记数，枸杞木虱、枸杞瘿螨以叶片为单位，其他
害虫以 １０ ｃｍ 梢为单位。枸杞木虱记录卵、若虫数
量，枸杞瘿螨记录叶片上的虫瘿数，枸杞蚜虫记录
成、若蚜数量。下层计数 １ ｍ２ 范围内地面上的害虫
种类；天敌调查时记录每个样点各虫态数量和种类。
１．４．２ 虫情测报灯诱集
利用虫情测报灯进行诱集，从 ３ 月下旬到 １１ 月
中旬，每周集中收集 １ 次，带回室内进行种类鉴定和
数量统计。

２

结果与分析

2.1 枸杞主要害虫及天敌种类

１．４．１ 人工调查
每个样地选择 ５ 点，每点选择 １ 株枸杞，每株调
查上、中、下 ３ 层，上层用捕虫网进行 ５ｍ 扫网记数；

对景泰地区枸杞上主要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结
果见表 １、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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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景泰枸杞生产地区主要发生
的枸杞害虫有 ５５ 种 ［３－４］，优势种为枸杞蚜虫、枸杞木

3.2 主要害虫天敌发生规律

虱、
枸杞瘿螨 ３ 种。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枸杞害虫天敌有 ３４ 种，其中
蚜虫、木虱的天敌种类较多，对枸杞害虫有较强的控
制作用，尤其在 １ 年生枸杞树上具有明显的表现［５－７］。

3.2.1 异色瓢虫
幼虫、成虫均能大量捕食枸杞蚜和木虱等多种
害虫。１ 年发生 ４￣５ 代。成虫在背风向阳的墙角、石

３

枸杞主要害虫、
天敌发生规律

3.1 枸杞主要害虫发生规律

粒缝下、枯枝落叶层等处群聚越冬。４ 月初陆续出蛰
活动，６ 月中旬是 １ 年中繁殖高峰期。成虫日食蚜量
达 １００￣２００ 头。７ 月中、下旬高温，不利其活动，８ 月
大量繁殖活动，１０ 月中、
下旬陆续越冬［６］。
3.2.2 木虱啮小蜂

枸杞害虫调查结果表明，在景泰枸杞主产区蚜

枸杞木虱若虫的外寄生蜂，１ 年发生 ５￣６ 代。越

虫、
木虱、
瘿螨是危害枸杞的主要害虫。蚜虫在 ６ 月
中旬到 ７ 月上旬及 ９ 月上旬形成 ２ 个高峰期；木虱
发生 ４ 代，在 ４ 月中下旬、７ 月中上旬和 ９ 月中上旬
形成成虫的高峰期；瘿螨 １ 年发生 １０ 余代，呈现全
年发生态势。

冬枸杞木虱成虫 ４ 月下旬至 ５ 月初出蛰开始产卵，
到 ５ 月中旬，若虫大量出现。被啮小蜂寄生的数量也
不断增加，其寄生率最高可达 ２５％￣３５％。７ 月中上
旬，木虱的虫口增长很快，啮小蜂的寄生率也随之增
加，７ 月中旬寄生率可达到 ７０％￣８０％。８ 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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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地降水量的增大，枸杞采摘进入后期，木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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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几乎没有发现啮小蜂［８］。

３）栽培条件如耕翻、施肥、修剪及水土肥沃度等
的差异，直接导致枸杞害虫种群组成的差异性，影响
枸杞害虫的区系变化［１０］。

４

４）由于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杀伤了天敌，形成
了天敌的空白区。从而致使主要害虫连年大发生，部

口显著降低，啮小蜂的数量也急剧下降。１０ 月中下

结论和讨论
１）通过调查，发现景泰沿黄灌区以枸杞蚜、枸杞

瘿螨为枸杞害虫主要优势种。
木虱、
２）野生枸杞由于其害虫种类及其种群数量较稳
定，且多数种类迁移能力强，是栽培区枸杞丰富的害
虫虫源［９］。

分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
根据以上分析，枸杞害虫防治工作应优先采用
农业防治措施，人工铲除生长于田埂、地头、沟边、房
前屋后的野生枸杞，加强栽培管理、中耕除草、整形
修剪、清洁田园等一系列措施，起到防治害虫、保护
（下转第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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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切割 － 剥离 － 保护 － 回植）可促进破坏植被快
速重建和恢复，有效保护腐殖土和草毡层，防止沙化
和水土流失，从而减小工程建设对脆弱草原、湿地生
境的破坏。因此，移植草皮是高原和草原地区工程建
设中防止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沙化，快速恢复原生

析项目及项目区概况，在此基础上对照规范中的约
束性规定和要求完成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优化
主体工程设计，明确防治责任及分区，合理布局防治
措施体系，对重点工程进行单项典型设计，最后估算
工程量及投资［５］。在本项目中，按照项目实际明确方

生态的最有效的途径。而在具体的移植规格上，根据
相关研究，移植的草皮块面积在 ５０ ｃｍ×５０ ｃｍ 以

案编制目的和侧重点，明确防治重点和部位；然后因
地制宜，选择符合当地实际、成熟可行的防治、恢复

上，厚度 ２０ ｃｍ 左右时，有利于保持地上植物多样性

措施。沿此思路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对防治

和地上生物量及地下根系的生长，同时也可保持较
高的地下生物量及其密度。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主体工程区、临时
堆放区、取土场区、弃渣场区、施工临建区和施工便
道区等 ６ 个防治区。采用上述当地成熟可行的防治、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具有较好的预防作用，可
以作为初步设计和技施设计阶段的指导性文件。

恢复措施，所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拦挡工程、
护坡工程、排水工程，表土防护、土地平整和植被恢
复等针对各防治区不同类型防治措施进行典型设
计，计算水保措施的工程量，估算水保投资。按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季度价格水平年估算，郎木寺至玛曲公路改
建工程可研阶段水保投资约 １４４０．６９ 万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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