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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茶园绿盲蝽年种群动态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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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绿盲蝽严重为害北方茶园的问题，通过目测法、性诱法、剥查法，研究确定绿盲蝽在茶园的年种群动态
及越冬产卵规律。结果表明：绿盲蝽成虫在茶园每年发生 5 代，从第三代出现世代重叠；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以
第四代成虫为主体的绿盲蝽大量回迁茶园。绿盲蝽若虫数量在茶园每年有春季和秋季 2 个高峰。绿盲蝽越冬卵主要
散产于茶树枝条当年剪口的髓部海绵状组织内，卵数占总量的 70.74%，其次为茶树花托上，卵数占总量的 20.63%。
生产上，可以于 9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在茶园采用化学药物驱避或物理阻隔，阻止绿盲蝽成虫回迁茶园，以减少越
冬卵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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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nu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olygus lucorum in
the Tea Plantation in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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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serious damage of Apolygus lucorum on the tea plantation in Northern China，the annu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 lucorum was investigated by visualizing, sexual trap and bark stripp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lucorum occurred five generations in the whole year in tea plantation. Generation overlapping
appeared from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 adult of A. lucorum returned to the tea plantation from the late September to
early October, in which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adults was the main group. The number of nymphs of A. lucorum
had two peaks each year in spring and autumn. The overwintering eggs of A. lucorum mainly scattered in the spongy
tissue of the pith of the tea branch with a proportion of 70.74% of the total number, followed by the tea tree
receptacles with a proportion of 20.63%. We can be in late September to early October, the usage of chemical drugs
in the tea garden ward off or physical barrier, prevent blind green bugs adult returned tea garde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overwintering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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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绿盲蝽(Apolygus lucorum)在黄河流域种群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了农
业生产上的主要害虫[1]。在北方茶区，绿盲蝽以危害春茶为主，据调查，山东省的日照、临沂、泰
安、潍坊、青岛、济南茶区不同程度发生，其中日照市东港区、临沂莒南县、青岛市受害面积分别
达总茶园面积的 41%、39%、31%[2]。对时间和空间上注重绿盲蝽在不同作物上的转移动态规律，是
有效开展绿盲蝽区域性治理的重要策略[3]。对棉区绿盲蝽在不同寄主上的动态分布研究[4]和利用微量
元素铷标记技术进行的绿盲蝽出入棉田的季节性寄主转移规律及其越冬寄主植物的选择研究[5]，揭
示了绿盲蝽在棉区的动态迁移规律。绿盲蝽以卵滞育越冬[6]，掌握绿盲蝽越冬卵在茶树上的分布意
义重大。然而，有关绿盲蝽在茶园的发生动态、越冬卵分布规律，尚未见详细报道，为有效控制茶
园绿盲蝽带来了困难。
日照市是山东茶叶面积最大的区域。十二五以来，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在日照市设立了综合
试验站，对山东乃至北方茶叶栽培加工技术进行试验研究。从 2014 年开始，笔者采用目测法、性诱
法、剥查法，从绿盲蝽若虫在茶园年动态规律、绿盲蝽成虫在茶园年动态规律、绿盲蝽越冬卵在茶
树上的分布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有效控制茶园绿盲蝽提供理论依据，实现茶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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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日照瀚林春茶园，是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日照综合试验站试验、示范基地，位于山东
省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总茶园面积 15 hm2；其中，供试茶园 1.5 hm2，位于日照瀚林春茶园中
间，茶树品种一致，长势均匀，主要品种为龙井 43，栽植时间为 2011 年；茶树采用双行区田式栽
培，大行距 120 cm、小行距 30 cm，每丛茶树 2 株，丛距 20 cm，茶丛平均高度 70 cm。生产季节采
摘茶树一芽一叶为主。日照瀚林春茶园按照有机茶标准管理，2015 年 10 月 5 日、2016 年 10 月 3 日，
全园各喷施 1 遍 0.5 波美度石硫合剂封园，未采取其他措施防治病虫害。
1.2 试验仪器
绿盲蝽性诱剂诱捕器，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SZ61 变焦体视显微镜（带 CCD
摄像头），日本奥林巴斯株式会社生产；手持式计数器；解剖针等。
1.3 试验时间和方法
1.3.1 绿盲蝽若虫在茶园年动态规律研究 参照姜玉英等[7] 的田间目测法，2015 年 4 月至 10 月和 2016
年 4 月至 10 月，在供试茶园随机选 5 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 100 个茶树芽梢，相邻两调查点间隔
20 m。调查在早晨 6:307:30 进行，每 4 d 调查 1 次。利用手持式计数器记录每 100 个芽梢的茶芽和
第一片叶上绿盲蝽若虫数，取 5 个调查点数值平均值制作绿盲蝽若虫年消长曲线。
1.3.2 绿盲蝽成虫在茶园年动态规律研究 参照姜玉英等[7] 的田间性诱法，2015 年 5 月至 11 月和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在供试茶园悬挂绿盲蝽性诱剂诱捕器 6 个，相邻两个诱捕器相隔 50 m，诱捕器挂
置高度为诱捕器底部距茶丛顶部 15 cm；每 7 d 记录 1 次单个诱捕器内绿盲蝽成虫数量，21 d 更换 1
次诱芯；取 6 个诱捕器诱捕虫数平均值制作绿盲蝽成虫年消长曲线。虽然绿盲蝽性诱剂诱捕器诱集
的绿盲蝽成虫全部为雄虫，但是研究表明，在 1035 ℃范围内，绿盲蝽雌雄成虫之间的寿命差异不
明显，并且随温度的变化，雌雄成虫与整个种群发生规律相一致，说明绿盲蝽成虫的发生规律可以
用绿盲蝽雄成虫的发生规律来代替[8] 。
1.3.3 绿盲蝽越冬卵在茶树上的分布研究 参照果树绿盲蝽卵量调查的剥查法[7,9] ，2016 年 12 月，从
供试茶园随机选取茶树 10 株，每株茶树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和上、中、下 3 个方位、取 12
个长度 30 cm 的标准枝（每株茶树的标准枝中，应至少包含 1 个茶树花）；重复调查 3 次。将以上
茶树材料带回室内，用解剖针检查每个标准枝上的越冬嫩稍、带有当年剪口的枝条、带有往年剪口
的枝条、腋芽、茶树花上越冬卵的数量，用体视显微镜镜检拍照。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的基本处理、绘图应用 Excel；多重比较采用 SPSS 17.0 数据处理软件(Tukey HSD 检验法)。

2

试验结果

2.1 绿盲蝽若虫在茶园年消长规律

图 1 茶园绿盲蝽若虫年消长曲线图
Fig.1 Annu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olygus lucorum nymphs in tea plantation

由图 1 可以看出，绿盲蝽若虫在茶园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4 月中下旬到 6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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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方春茶期间，这个时期虫量较多；第二个高峰出现在 10 月上旬到 10 月下旬，虫量较少。从 6
月中旬到从 9 月下旬的夏秋季节，绿盲蝽若虫在茶园很少出现。
2.2 绿盲蝽成虫在茶园年消长规律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绿盲蝽成虫年消长曲线中（图 2、图 3），诱捕虫数都出现了五个较为明显
的高峰。年消长曲线的这五个高峰，分别对应绿盲蝽第一、二、三、四、五代成虫高峰期。
2015 年绿盲蝽成虫 5 个高峰期分别是 6 月下旬、8 月上旬、9 月上旬、10 月上旬、10 月下旬；
2016 年绿盲蝽成虫 5 个高峰期分别是 6 月中旬、7 月下旬、8 月下旬、9 月下旬、10 月下旬。两年的
诱捕虫数曲线显示，从第三代开始，各代诱捕虫数低谷期平均值，均大于前二代诱捕虫数高峰期平均
值，表明绿盲蝽成虫从第三代开始，出现世代重叠，其中，第四代和第五代的世代重叠最为明显。
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诱捕器内诱捕到的绿盲蝽雄成虫数量急剧增加，是其它各代诱捕到最高
虫量的 24 倍，表明这一时期是绿盲蝽成虫大量回迁茶园的时期。尽管出现世代重叠，但是第四代
成虫是回迁的主体。

图 2 2015 年茶园绿盲蝽成虫年消长曲线图
Fig.2 Annu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olygus lucorum adult in 2015

图 3 2016 年茶园绿盲蝽成虫年消长曲线图
Fig.3 Annual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polygus lucorum adult in 2016

2.3 绿盲蝽越冬卵在茶树上的分布
表 1 绿盲蝽越冬卵在茶树不同部位的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polygus lucorum overwintering eggs in different sites of the tea plant
调查部位
占总卵量的比例/%
Sites
Proportion in total
70.74a
枝条当年剪口 Current pruning wound
20.63 b
花托 Receptacles
8.63 c
越冬嫩稍 Tender tips in winter
注：表中不同字母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处理组之间差异显著（Tukey 法检验：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a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t the 0.05 level by Tukey test.

图 4 茶树枝条剪口（左图）、花托（中图）、越冬嫩稍（右图）上的绿盲蝽越冬卵
Fig.4 Overwintering eggs of Apolygus lucorum in pruning wound of tea plant (left)，
receptacles (middle) and tender tip of the branches (right)

绿盲蝽越冬卵在茶树不同部位的分布（表 1）结果说明，绿盲蝽越冬卵主要存在于枝条当年剪
口，卵数占总量的 70.74%，其次为花托表面，卵数占总量的 20.63%，越冬嫩稍上最少,卵数占总量
的 8.63%。腋芽和枝条往年剪口上未发现绿盲蝽越冬卵。
根据镜检观察（图 4），枝条当年剪口的绿盲蝽越冬卵主要散产于剪口的髓部海绵状组织 0.10.3
cm 处，每个剪口上 23 枚卵居多，最少的有 1 枚、最多的有 10 枚，卵盖外露，卵体深埋于海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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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花托上的越冬卵在花托外表面，卵盖外露，卵体插入韧皮部；越冬嫩稍上的越冬卵也是卵盖
外露，卵体插入韧皮部。

3

讨 论

门兴元等[10] 认为，绿盲蝽成虫以第五代成虫回迁茶园，而不是本研究结论的第四代成虫是回迁
茶园的主体，可能是由于绿盲蝽第四代和第五代成虫的世代重叠导致的结论不一致。绿盲蝽成虫在
第四代成虫回迁茶园，是田间寄主植物和茶树的开花特性决定的。绿盲蝽在选择寄主时具有明显的
趋花习性，其能跟随田间生态系统中不同寄主植物的开花顺序依次转移[11-13] 。6 月份以后的北方茶
区，除茶树外，其他植物，如豌豆、葡萄、花生、玉米、向日葵、路边杂草等陆续开花，绿盲蝽也
就会扩散到这些植物上危害。虽然绿盲蝽成虫在茶园每年发生五代，从 6 月中旬直到 9 月下旬的夏
秋季节，茶园也可以诱捕到绿盲蝽成虫，但是茶树上绿盲蝽若虫很少，危害也很轻。9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田间除茶树外，其他作物及蔬菜陆续落花、落叶枯萎，而茶树也进入盛花期，所以大量绿
盲蝽成虫回迁茶园。这种迁移，与绿盲蝽种群在寄主植物生育期变化等条件胁迫下，进行的大规模、
远距离的寄主转移[14,15] 的现象一致。
绿盲蝽越冬卵有散产习性[16] ，在冬枣上，绿盲蝽越冬卵主要产在的夏剪残桩上[17] ，这与本研究
中，绿盲蝽越冬卵主要散产在茶树枝条当年剪口髓部海绵状组织内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可以查到的
国内文献中，都未有绿盲蝽越冬卵也产于茶树花托的报道，可能是前人研究中取样调查时忽略了茶
树花导致的。绿盲蝽越冬卵也产于茶树花托的的习性，与在胡萝卜的花盘大托叶产卵[18] 的习性类似。
绿盲蝽越冬卵主要集中产于茶树当年剪口和花托内，而常规的秋季或春季轻修剪，不会修剪掉
茶树当年剪口和茶树花，所以不会对减少绿盲蝽越冬卵产生明显效果。但是 9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
采用茶园多次喷施驱避药物或者物理措施，阻止第四代绿盲蝽成虫回迁茶园，会减少第五代绿盲蝽
数量，最终减少越冬卵数量，降低翌年春季茶园绿盲蝽虫口基数。对绿盲蝽不同部位越冬卵的存活
率，还有待进一步观测研究，这对更加有效地指导茶园绿盲蝽防控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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