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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荞麦害螨种类调查及消长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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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补充荞麦生产种植区所缺乏的害螨基础资料，累积害螨预测预报的经验，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增加荞麦

的产量，本研究在 20162017年 2年的春秋两季选择贵州省荞麦生产的 4个主产区的 6个地点，根据荞麦生长规律

对荞麦害螨的种类、分布、危害状况等进行调查，采用五点取样法对害螨的消长规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荞麦害

螨主要为叶螨科叶螨属的 3个种，分别是二斑叶螨、皮氏叶蟎和截形叶螨，其中二斑叶螨是优势种。同一地点，春

季和秋季二斑叶螨的发生规律均呈“倒 V”型，分别在 6月份、9月份左右螨口数达到最高，后下降至荞麦收获；多年

生荞麦较一年生荞麦上二斑叶螨的虫口数量显著不同，平均多 2070头螨。不同地点，二斑叶螨的螨口数量随着海

拔越高数量越少，反之则越多。因此，贵州省 3种荞麦害螨中二斑叶螨危害最严重；其消长规律与品种无关，而与

荞麦的是否可再生、季节及海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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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Investigation and Occurrence Rule of the Buck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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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basic data of the pest mites in buckwheat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areas, accumulate the
forecast experience of the buckwheat mites, achieve the expected control effect and increase the yield of buckwheat, six
locations of four main buckwheat producing areas in Guizhou were selected in spring and autumn from 2016 to 2017, and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harm status of pest mites were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law of buckwheat, the five -
poi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occurrence ru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pest mites were three species
in the Tetranychus of Tetrany chidae,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 T. truncates and T. piercei, T. urticae was the dominant
species. The occurrence rules was “reverse V” type in spring and autumn, the number of the mites reached the highest in June
and September and then decreased to buckwheat harvest in the same location; The number of T. urticae in the perennial
buckwhea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annual buckwheat, with an average of 20~70 more mites. The number
of mites decreased with the higher altitude and vice versa in the different locations. Therefore, T. urticae gave the most
serious damage to buckwheat among three species of T. chidae; its occurrence regularit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varieties, but
associated with the season, the renewable of buckwheat and the altitude.
Keywords: Buckwheat; pest mites; species; occurrence rule; investigation

荞麦 Buckwheat属于廖科 Polygnaceae 荞麦属 Fagopyrum是一种世界性重要杂粮作物，在我国

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贵州省最具竞争力的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荞麦产

业是许多地区的“扶贫”产业[1]。但在荞麦生产中，害虫是影响荞麦安全优质生产的关键问题之一，特

别是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轮作的减少、化学农药的滥用，出现许多小型害虫爆发，其中危害最严

重的是荞麦害螨。

目前由于在生产种植区缺乏对荞麦害螨基础资料的普查，生产上对害螨的种类不明确，且对其

预防意识淡薄，常出现在害螨爆发高峰期人们才意识到需要对其进行防治。同时，人们常把混合发

生的多种螨类视为一种螨来对待，达不到预期的防治效果，造成荞麦产量的降低和品质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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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于 20162017年，通过对贵州省 5个主要荞麦种植产区害螨的调查，明确害螨

的种类、分布、消长规律等。研究结果为荞麦害螨的预测预报工作积累一定的资料，为害螨的防治

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以期对荞麦害螨的预防与防治工作具有指导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田间调查

20162017 年在贵州省选择遵义市河闪渡村两个海拔的位置，分别是 A（海拔 1219 m，东经

107º52′，北纬 27º33′）和 B（海拔 627 m，东经 107º51′，北纬 27º31′）、六盘水市木柯村（海拔 2268
m，东经 104º69′，北纬 26º56′）、毕节市威宁雄鹰村（海拔 2360 m，东经 104º53′，北纬 26º87′）、贵

阳市百宜镇（海拔 1345 m，东经 106º53′，北纬 26º52′）、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种植室（海拔 946 m，

东经 106º71′，北纬 26º59′）有代表性的 4个地区 6个种植点，进行荞麦害螨种类的调查及其与寄主

种类的关系调查，并对害螨的优势种自然的消长规律进行系统调查。调查的荞麦种类主要是遵义以

甜荞 Fagopyrum esculentum为主，毕节、六盘水主要是甜荞、米苦荞 F. tataricum、多年生苦荞 F.
tatari-cymosum、苦荞 F. tataricum，贵阳是甜荞、米苦荞、多年生苦荞、矮金荞 F. megaspartanium。
调查的时间为 5月上旬荞麦长出两片新叶开始，直至春季的 67月份收获为止，秋季 78月份播种

后长出两片新叶开始，直至 910月份荞麦收获为止。采集选择五点取样法，每个点选择 10株调查，

整块田共计调查 50株。记录荞麦的种类、生长状况、每株荞麦的害螨数量、分布、危害程度等。每

周调查一次，并采集害螨的标本带回实验室进行显微镜鉴定。

1.2 种类鉴定及优势害螨种类的确定

叶螨种类鉴定参考王慧芙、关惠群、金道超、Migeon A、Dorkeld F等的书和相关期刊[2-4]，根据

危害程度确定害螨优势种。害螨发生程度级别：+发生量很少，偶见；++发生量少，较常见；+++常
见，但不成灾；++++发生严重，成灾[5]。

1.3 分析方法

采用 Excel 2010和 Origin 85对优势害螨的发生程度、高分期和趋势进行作图分析，并用 SPSS

17.0对优势害螨在不同海拔、不同寄主上的数量和分布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 2016年、2017年两年对贵州省荞麦害螨的调查，基本明确了 4 个荞麦主产区的 6 个具有

代表性地点的甜荞、苦荞、米苦荞、多年生苦荞、矮金荞上发生危害的害螨种类、数量、分布、危

害程度，及优势种类的发生和消长规律。

2.1 荞麦害螨种类

对所采集的荞麦害螨标本进行室内镜检结果表明，所选择地区的荞麦上害螨的种类属于叶螨科

Tetranychidae 中的叶螨属 Tetranychus，包括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截形叶螨 T. truncates
Ehara，皮氏叶螨 T. pierceiMcGregor 3个种。主要危害多年生荞麦、矮金荞，其次危害甜荞、苦荞

和米苦荞（表 1）。

2.2 荞麦优势害螨的确定

从表 1 可以看出，4 个荞麦主产区，二斑叶螨和截形叶螨都有分布，但是二斑叶螨发生量大，

分布范围广、危害严重；截形叶螨虽然分布范围广，但是发生少量，偶能看见，对荞麦不造成危害；

皮氏叶螨仅在多年生苦荞和矮金荞上零星地发现，对荞麦不造成危害。因此可见，二斑叶螨是 4个
荞麦产区的优势害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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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17年贵州省 4个荞麦产区的 6个地点害螨种类及分布

Table 1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pest mites to the buckwheat on six sites
in the buckwheat production areas of Guizhou during 20162017

种类

Species
寄主

Hosts
危害程度

Damage degree
分布

Distribution

二斑叶螨

甜荞 +++ 遵义（2）、贵阳（2）、毕节、六盘水

苦荞 +++ 毕节、六盘水

米苦荞 +++ 贵阳（2）、毕节、六盘水

多年生苦荞 ++++ 贵阳（2）、毕节、六盘水

矮金荞 ++++ 贵阳（2）

皮氏叶螨

甜荞 - -
苦荞 - -

米苦荞 - -
多年生苦荞 + 贵阳（2）、毕节、六盘水

矮金荞 + 贵阳（2）

截形叶螨

甜荞 + 遵义（2）、贵阳（2）
苦荞 + 毕节、六盘水

米苦荞 + 贵阳（2）、毕节、六盘水

多年生苦荞 + 贵阳（2）、毕节、六盘水

矮金荞 + 贵阳（2）

2.3 二斑叶螨对荞麦危害的情况

调查发现，二斑叶螨危害荞麦时，首先取食荞麦基部的老叶，之后逐渐向上迁移至最顶部的新

叶和花上。主要取食叶背，卵多产于幼嫩的新叶上，其次产于叶片脉络的两侧。危害初期，在叶片

的正面出现不规则的小型白斑，后随着取食量和螨数量的增加，叶片出现大面积的白斑、黄斑、褐

色斑块，最后直至整叶干枯脱落，甚至整个植株干枯死亡，影响荞麦的品质和产量。

调查结果显示（表 2），在同一地点，二斑叶螨在甜荞、苦荞、米苦荞发生的螨口数量无显著性

差异，在多年生苦荞和矮金荞发生的螨口数量无显著性差异，但在一年生荞麦和多年生荞麦上的差

异显著，说明二斑叶螨的数量变化与荞麦是否可再生有直接关系。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海拔，二斑叶

螨在同一品种荞麦的螨口数量差异性显著，说明二斑叶螨的数量变化与海拔高度有直接关系，海拔

升高，螨口数量降低，同一海拔的螨口数量与荞麦品种无关。由于遵义只种植甜荞，六盘水、毕节

未种植矮金荞，贵阳市未种植苦荞，因此未对其进行调查。
表 2 二斑叶螨在不同地区不同荞麦种类上数量的分布情况

Table2 Distribution of the T. urticae number in the different buckwheat species and different areas

寄主

Hosts

株平均螨口数量/头/株
Average number of plant/number/plant

遵义A
海拔1219m
ZunyiA

Altitudeof1219m

遵义B
海拔627m
ZunyiB

Altitudeof627m

六盘水

海拔2268m
Liupanshui

Altitudeof2268m

毕节

海拔2360m
Bijie

Altitudeof2360m

贵阳百宜

海拔1345m
Guiyangbaiyi

Altitudeof1345m

贵阳师大

海拔946m
Guiyangshida

Altitudeof946m
甜荞 33.0±2.2A 56.4±2.3B 15.0±1.8a 13.8±1.3a 28.6±2.1aA 50.8±3.1aB
苦荞 - - 15.4±1.1a 13.4±1.3a - -
米苦荞 - - 14.2±0.8a 13.8±1.3a 30.0±2.5aA 50.6±2.8aB

多年生苦荞 - - 31.4±1.1b 28.0±1.0b 51.0±1.6bA 73.1±1.5bB
矮金荞 - - - - 51.0±2.1aA 73.0±1.2aB
注：螨口数量为平均数±标准差；小写字母代表同列数据、大写字母代表同一地方不同海拔分别用 ANOVA分析法进行显著性差异性比

较，P<0.05；“-”表示此地未种植此品种的荞麦。

The number data are presented as the mean ± SD. The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nd the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place differently
represen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at the P<0.05 level by ANOVA. “-” represent there are no those species buckwheat in this area.

2.4 二斑叶螨年发生消长规律

通过对贵州省 4个荞麦主产区的 6个地点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二斑叶螨在不同荞麦品种上的年发生

消长规律基本一致，且螨口的发生数量与荞麦品种无关而与所在的海拔有关。除六盘水市和毕节市

不进行春播荞麦，未对其进行调查外，其他地区的螨口消长规律基本与荞麦的播种规律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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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与 2017年气候基本相似，但由于 2017年农历闰六月，为保证秋季播种的条件与 2016年一

致，因此秋播推迟 20 d左右。从图中可看出，春季荞麦 4月中旬播种，田间的二斑叶螨从 5月初出

现，5月下旬出现上升趋势，6月上中旬达到最高峰后逐渐下降直至荞麦收获，如甜荞上二斑叶螨螨

口数在遵义低海拔地区最高达 136.5头/株，在高海拔地区达 96.5头/株，在贵阳百宜地区达 89.5头/
株，在贵阳师大地区达 120.2头/株。秋季高海拔地区荞麦从 7月上旬至下旬播种，二斑叶螨螨口数

量从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开始出现，后逐渐上升直至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达到最高峰，此时如甜

荞上二斑叶螨的螨口数量在遵义高海拔地区为 73.3头/株，在毕节地区为 32.5头/株，在六盘水地区

为 44.8头/株，在贵阳百宜地区为 62.1头/株，后由于雨水的增加，温度的降低螨口数量逐渐下降，9
月下旬至 10月上旬逐渐下降到最低点直至荞麦收获；秋季低海拔地区荞麦从 7月下旬至 8月下旬播

种，8月上旬至 9月上旬出现螨体，后逐渐上升直至 9月上旬至 10月上旬，达到最高峰时，在遵义

低海拔地区为 120.1头/株，在贵阳师大地区为 113头/株，后由于雨水增加、温度降低，螨口数量逐

渐下降，9月下旬至 10月下旬达到螨口数最低点；由于秋季多年生苦荞和矮金荞收获方式与一年生

荞麦不同，所以较其他一年生荞麦的螨口基数大和上升的速度快，如多年生苦荞上二斑叶螨的螨口

基数在贵阳百宜基地为 23.5头/株，在其他一年生作物上的基数为 0.7头/株。

图 12016年毕节市威宁雄鹰村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1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Xiongyingvillage,
Weiningcounty,Bijiecityin2016

图 22017年毕节市威宁雄鹰村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2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Xiongyingvillage,
Weiningcounty,Bijiecity in2017

图 32016年六盘水市木柯村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3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Mukevilage,
Liupanshuicity in2016

图 42017年六盘水市木柯村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4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Mukevilaga,
Liupanshuicityin2017

图 520162017年遵义市河闪渡村A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5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HeshanduvilagaA,
Zunyicity from2016to2017

图 620162017年遵义市河闪渡村B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6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HeshanduvilagaB,
Zunyicity from2016to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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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文对荞麦生长期害螨种类的调查和发生规律的研究为国内外首例，结果发现贵州荞麦主产区

的害螨主要为叶螨属中的 3个种，分别是二斑叶螨、截形叶螨和皮氏叶螨。目前研究荞麦害螨最多

的是粉尘螨中的腐食酪螨等，主要与疾病、取食、贮藏、运输等有关[6-9]，本文中对荞麦生长期内的

害螨进行调查和研究，主要为荞麦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等状况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研究中春季贵州省荞麦害螨出现的时间为 5月上旬，蔬菜害螨多出现在 5月中下旬[10]，果园

上害螨多出现在 3月上旬[11]，杂草上害螨多出现在 5月上旬[10]，说明害螨出现的时间与作物的种类

和生长发育的规律有关系。本研究中荞麦害螨发生的时间与杂草上害螨发生的时间相近，却晚于某

些蔬菜品种，且有研究表明在葡萄架之间的空隙种植荞麦，能降低害螨对葡萄的危害[17]，说明荞麦

相对于某些作物对害螨有吸引作用，可间作于某些经济作物间，为其增产提供一定的价值。本研究

中同一地区的春季害螨在荞麦不同品种之间发生的螨口数量、速度一致，秋季甜荞、苦荞、米苦荞

上虫口发生的时间和速度一致，多年生苦荞、矮金荞上螨口发生的时间和速度一致，说明螨口发生

的数量与荞麦品种之间的关系不大；秋季多年生苦荞和矮金荞较其他一年生荞麦的基数较大、发展

速度较快，这与其他多年生作物上害螨的发生规律一致[12-13]，可为多年生作物害虫的预防和防治提

供一定的基础依据。

本研究中海拔的高低是害螨发生和数量增加快慢的关键，海拔越低、相对温度越高、二斑叶螨

发生相对较快，螨口数量相对较多，反之则螨口数量相对较少，这与前人研究的随着海拔的升高昆

虫数量减少是一致的[14-16]，因此今后二斑叶螨螨口的预测预报可根据海拔的不同进行初步判断，并

给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此次在荞麦 5个主产区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对贵州省荞麦害螨的种类资源情况有了更深

的了解，根据害螨的消长规律，农民可在螨口爆发的荞麦开花时期、灌浆时期对其进行防治，如遇

到持续高温、干燥的天气要特别注意，以免害螨爆发成灾。一年生作物在种植之前要注意剔除田间

周围的杂草、进行深耕、轮作等，降低螨口基数，控制螨口数量；多年生荞麦在收获后，要对其进

图 72016年贵阳市百宜镇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7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Baiyi town,
Guiyangcity in2016

图 82017年贵阳市百宜镇荞麦田间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8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Baiyi town,
Guiyangcityin2017

图 92016年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荞麦基地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9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 inGuizhouNormal
University,Guiyangcity in2016

图 102017年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荞麦基地二斑叶螨种群动态

Fig.10PopulationdynamicsofT.urticaeonGuizhouNormal
University,Guiyangcityi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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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适当的修剪，以降低螨口基数；后期螨口爆发后要选择合适的生物方法进行防治[18]，避免农药的

残留。

本研究在贵州省荞麦主产区的几个地点进行研究，且调查地区种植的品种不全，时间上也仅为

两年的数据，生态环境对荞麦害螨的数量、分布、消长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多年持续的研究分析，

故结论难免有欠缺的地方，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来进行验证。该研究结果为荞麦害螨的预测、

预报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4 结 论

荞麦上害螨的种类共 3种，分别为二斑叶螨、截形叶螨和皮氏叶螨，其中二斑叶螨危害最为严

重；其消长规律与荞麦的品种无关，而与其是否可再生、季节及海拔高度有关。

致谢: 本研究非常感谢贵州大学乙天慈副教授、李娟对叶螨的鉴定；遵义市王珂、毕节市马智

黠、六盘水张清明对荞麦害螨调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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