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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点委夜蛾[Proxenus  lepigone  (Moschler)]是夏玉米苗上的新害虫，本研究综述二点委夜蛾的生物学习性、 

饲养技术、预测防治技术等方面研究现状，讨论二点委夜蛾迁飞的可能性，并为今后对二点委夜蛾的深入研究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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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xenus  lepigone  (Moschler)  is  a  new  insect  pest  damaged  summer  corn  which  was  initially 
reported in Hebei Province in 2005, and broke out in the summer corn region in the Yellow River, Huai Hai Rivers 
in  2011.  In  this  paper,  bionomics,  breeding with  artificial  diets  and  integrated  control  of Athetis  lepigone were 
reviewed, the possibility of migration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on the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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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委夜蛾[Proxenus  lepigone  (Moschler)]属 

鳞翅目(Lepidoptera)夜蛾科(Noctuidae)，委夜蛾属。 

据报道分布在日本、朝鲜、西伯利亚等亚洲地区和 

瑞典、芬兰等欧洲地区 [1] 。我国始于 2005年 7 月在 

河北省发现二点委夜蛾危害玉米 [24] ， 此后该虫在山 

东、河南、安徽、江苏、山西、北京等省市相继发 

生 [5] ，耕作制度的改变尤其是免耕和秸秆还田导致 

其为害程度有进一步加大加重的趋势 [12] ，由于二 

点委夜蛾是我国近几年才相继发生的一种玉米害 

虫 [2] ，其相关报道较少，主要集中在监测预报、田 

间发生规律、生物学特征以及防治技术等方面 [68] ，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二点委夜蛾的发生和危害规律， 

有效控制其在农作物上的危害，本文就国内二点委 

夜蛾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该害虫的防 

控提出合理建议。 

1  形态特征及与其他相似种形态区别 

1.1  形态特征 
2011 年二点委夜蛾在华北成灾后，马继芳 [9] 、 

江幸福 [10] 、李耀发 [8] 等人对其形态特征进行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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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为识别和开展二点委夜蛾的研究工作打下了 

基础。

卵： 馒头状或圆球形， 直径可达 0.5~0.6 mm [10] 。 

幼虫： 共 5龄或 6龄， 1~2龄幼虫腹部  3、 4 节 

的第 1、2 对腹足缺，仅有 1对，3 龄后第 1、2对 

腹足发育完全；老熟幼虫黑褐色或灰褐色，体长 
15.1~19.6 mm，头壳宽  1.5 mm [9] ；田间幼虫体色大 

多为土黄色或灰褐色，幼虫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各体 

节背面具有一个倒三角形深褐色斑纹 [10] 。 

蛹：纺锤形，蛹长  7.0~10.6  mm，宽  2.8~3.0 
mm [9] ，雌雄蛹的生殖孔形态和位置差异明显，雌蛹 

生殖孔稍凹，在第 8 腹节中央形成一纵裂缝，离腹 

部末端距离较远，而雄性生殖孔周围凸起明显，在 

第9腹节中央形成一纵裂缝，离腹部末端距离较近 [10] 。 

成虫：雌成虫体长 8.1~11.0 mm，翅展 20.5~ 
23.5mm；雄虫体长7.8~10.5mm，翅展18.4~20.0mm [9] ， 

体灰褐色， 上有白点和黑点各 1 个； 环纹为 1 黑点； 

肾纹小， 有黑点组成的边缘， 外侧中凹处有 1个白点 [8] 。 
1.2  与其他相似种的区别 

李立涛等 [11] 比较详细的描述了二点委夜蛾与 

其他相似种的区别，可以作为我们鉴定和区别的参 

考依据。 
1.2.1  成虫的区别 形态特征：二点委夜蛾的环纹 

为一黑点，肾纹小，有黑点组成的边缘，外侧中凹， 

有一白点，翅外缘有一列黑点，7~8个，非常明显； 

黄地老虎的环纹、肾纹明显，均围以黑边，中央有 

暗褐色点；小地老虎的翅前端部分夹白特别明显， 

肾纹、环纹暗褐色，边缘黑色，肾纹外侧有  1 个尖 

朝外的三角形黑斑， 还有尖朝内的 2 个黑色剑状纹 

相对，非常明显 [11] 。 

体长体色：二点委夜蛾的成虫个体最小，体长 
10~12 mm，黄地老虎稍微大点，14~19 mm，小地 

老虎最大，16~23 mm。二点委夜蛾、黄地老虎、小 

地老虎同属于夜蛾科，体色均为褐色。二点委夜蛾 

灰褐色，最浅；黄地老虎淡褐色，次之；小地老虎 

暗褐色，最深 [11] 。 
1.2.2  幼虫的区别 形态特征： 老熟幼虫较好辨认， 

二点委夜蛾腹部、 背面、 侧背线为两条灰白色纵带， 

每节对称分布有 4 个白色，中间有黑点的毛瘤，每 

节有倒 V字斑 1 个；黄地老虎多皱纹，臀板具 2大 

块黄褐色斑，中央纵断；小地老虎体表粗糙，满布 

龟裂状皱纹和大小不等的黑色颗粒，臀板黄褐色， 

有 2 条深褐色纵带。在田间开始发生的往往是低龄 

幼虫，个体更小，体线和斑块更难辨认。从整体看， 

二点委夜蛾瘦小，体表光滑，头比胸窄；地老虎粗 

胖、皱褶多，头与胸同宽 [11] 。 

体长体色：从大小看，二点委夜蛾最小，体长 
20  mm 左右；黄地老虎较大，33~43  mm；小地老 

虎最大， 41~50 mm [11] 。 二点委夜蛾灰褐色和黑褐色； 

黄地老虎淡黄褐色；小地老虎灰黑色。 

2  生物学特性 

2.1  地理分布 

据报道，二点委夜蛾在国外主要分布在日本、 

朝鲜、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芬兰、瑞典、 

爱沙尼亚、波兰、保加利亚 [1] 。截止 2011 年 8月 3 
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监测数据表明， 

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北京共  7 
省（市）48 个 地（市）、298 个 县（市、区）均发 

现了二点委夜蛾的危害 [2] 。 
2.2  各虫态发育历期 

在恒温(26±1) ℃、湿度（RH）70%~80%和光 

照黑暗比（L:D）为 14:10 条件下，二点委夜蛾卵 

期约 3~6 d， 平均为 4.25 d； 幼虫期最快的仅需 13 d， 

最长为 23 d，平均为 18.28 d；蛹期最长为 9 d，最 

短为 6 d，平均为 7.69 d；成虫羽化时，头先从蛹壳 

中破壳而出，整个过程约持续 15 min，展翅需要 
20  min 左右，在雌雄配对（1:1）饲养下，成虫产 

卵前期为 2~7 d， 平均为 3.29 d。 产卵可持续 3~14 d， 

平均产卵期 9.13 d [10] 。李立涛等 [12] 对二点委夜蛾雌 

性成虫生殖系统的发育进行分级，明确了该虫卵巢 

的发育盛期也是产卵盛期，即发生在雌蛾羽化后的 

第 3~6 d。 
2.3  寄主及为害情况 

二点委夜蛾食性杂，寄主范围很广，其幼虫主 

要为害夏玉米苗，还可取食花生、小麦、大豆幼苗 
[13] 、枯落在地面上的豆叶和棉叶 [5] 、高粱、白菜、 

萝卜、苋菜、马齿苋 [14] 等。 

幼虫喜欢躲藏在阴暗潮湿的场所活动，如玉米 

田上茬小麦麦茬堆积处，或地表  1~2  cm 的疏松土 

层中 [5,  13] ，通过咬食根或者钻柱根茎，导致其倒伏 

甚至萎蔫枯死 [1] 。2010 年对河北省二点委夜蛾的发 

生情况进行综合普查，发现该虫在河北中南部玉米 

产区均有为害，其田间为害率高达  30%~50% [11] 。



2013 年第 1期 王静等：二点委夜蛾研究进展 ·97· 

山东省植保总站专家在  2011 年对枣庄和临沂两地 

市二点委夜蛾发生情况调查统计发现，田间玉米虫 

株率为  20%以上，严重地区达  20%~40% [1516] 。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监测结果表明，截至 2011 
年 8 月 3日，全国二点委夜蛾的发生为害面积已达 
214.8 万  hm 2 ，其中被害株率在  30%以上的为  12.6 
万 hm 2 。2011 年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的系 

统调查数据显示，各地的夏玉米二点委夜蛾的被害 

株率在 1%~40%，严重地块缺苗率高达 70%以上， 

虫口密度为(1~28)头/m 2 ， 出现了玉米补种和毁种现象 [2] 。 
2.4  发生规律 

由于二点委夜蛾是玉米上的新害虫，只在山东 

和河北有危害报道，目前发生代数尚不明确，各地 

区报道的发生危害规律还有所差异。 

在河北省，二点委夜蛾年发生 4 代，其中第 3 
代与第 4代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16] 。本实验室田间 

调查发现不同龄期的二点委夜蛾幼虫、蛹、成虫能 

够同时存在于同一地块甚至同一作物上，证明该虫 

有严重的世代重叠性。 

河北衡水、正定县黑光灯诱蛾结果显示，一般 
4 月份始见成虫， 7 月初出现首个成虫高峰期， 7 月 

中下旬至 8 月上旬出现第 2 个成虫高峰期，8 月下 

旬至 9 月下旬仍可见蛾，但数量较少 [7,  17] 。河北馆 

陶县 2011年从 4月 1 日开灯（黑光灯） 始见成虫， 

直到 8 月底成虫不间断。6 月 18—19日、7 月 21— 
22 日、8 月 7—8 日出现 3个成虫高峰期，4~5 月份 

由于蛾量少没有明显的高峰期 [18] 。据章士美和桂爱 

礼 [19] 对夜蛾科昆虫化性的归纳总结，夜蛾科昆虫可 

以分为一年一代和一年多代两种类型，其中以后者 

居多，约占该科昆虫总数的  4/5，由于昆虫发生的 

世代数受到周围环境如温度、湿度、光周期以及食 

物的影响，因此要确定二点委夜蛾发生的世代数， 

还应根据具体情况，明确其越冬代虫态，对不同纬 

度的二点委夜蛾进行系统的饲养与观察。 

3  生态学特性 

3.1  二点委夜蛾的抗寒能力 

昆虫的抗寒性是受其体内某些化学物质如糖 

类、脂肪、氨基酸等的变化来调节的 [20] ，而这些物 

质代谢与越冬前昆虫的食物条件又有一定的相关性 
[2122] 。昆虫的过冷却能力是一种能够避免体内因低 

温结冰造成死亡抵御低温环境的生理现象 [23] 。通过 

对昆虫过冷却点的研究，可以判断昆虫耐寒性的强 

弱，从而推断其越冬抗寒性能。据此马继芳等 [24] 对 

二点委夜蛾的过冷却能力的研究发现，经低温处理 

后做茧老熟幼虫的过冷却点和结冰点最低，分别达 

到25.35 ℃和9.98 ℃，据此推测二点委夜蛾可能以 

做茧的老熟幼虫越冬。同时还研究了取食不同寄主 

的二点委夜蛾老熟幼虫的过冷却点，与寄主无显著 

的相关性，可见不同食物对该虫的抗寒能力没有明 

显的诱导作用，但是该研究结果仅是实验室条件下 

人工饲喂的二点委夜蛾，要研究自然条件下不同寄 

主对二点委夜蛾抗寒性的影响，还需要田间采集不 

同寄主上的二点委夜蛾进行测定。 
3.2  环境因子与二点委夜蛾生长发育的关系 

温度、湿度和光照对昆虫的生长发育有显著的 

影响 [15] ，党志红等 [25] 研究了不同温度条件对二点委 

夜蛾的发育历期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度对二点委夜 

蛾各虫态的发育历期有显著影响，在 15~30 ℃时， 

各虫态的发育历期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明显缩短，其 

发育速率明显加快。二点委夜蛾的发育历期和发育 

速率均与温度呈明显的相关性，完成一个世代所需 

的发育起点温度为 10.04 ℃， 有效积温为 552.95℃。 
3.3  二点委夜蛾迁飞的可能性 

尽管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二点委夜蛾是否 

具有迁飞特性， 但由于 2011年黄淮海地区二点委夜 

蛾的大发生之前并没有调查到该虫的越冬虫源，故 

据此推测，该虫可能是迁飞性害虫。实验室对二点 

委夜蛾的飞行磨吊飞实验表明，成虫在 12 h内，最 

长飞行距离为 53.5 km，最大飞行速度达到 3.8 m/s， 

连夜吊飞最长可飞行 160 km [14] ，吊飞结果表明，二 

点委夜蛾可能具有一定的迁飞扩散能力。姜京宇 

等 [26] 推测该虫可能有近距离扩散的习性。朱彦彬等 [27] 

利用线粒体 COI分子标记的方法，对我国河北、河 

南、 山东、 山西等地的 19 个不同地理种群进行系统 

发育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地区的二点委夜蛾之 

间存在明显的基因交流，遗传变异程度较低，该报 

道从分子标记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该虫有相互迁飞进 

而交流基因信息的可能性。但要确定其是否具有迁 

飞扩散能力，还需要系统摸清该虫的越冬虫源等生 

态学信息，了解该虫的生物学特性，结合生态学因 

素以及雷达监测和分子标记技术的研究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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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饲养 

目前对二点委夜蛾幼虫的饲养一般采用棉铃 

虫的饲料配方，白雪峰等 [28] 经反复试验，研制了二 

点委夜蛾的人工饲料配方，包括麦麸 60 g、纤维素 
5 g、山梨酸 1 g、维生素 B 5 g、维生素 C 1.5 g、琼 

脂 6 g和水 500 mL，分别取适量水溶解琼脂和维生 

素， 余下的水将其他成分混匀， 待琼脂冷却到 70℃ 

以下，将所有成分混合搅拌均匀。幼虫的饲养条件 

是模拟室外二点委夜蛾大发生月份的平均气温 
(27±1) ℃， 湿度大于 70%， 光暗比 L:D=16:8 的环境 

中饲养，成虫饲喂 15%的蜂蜜水，养虫笼中放入纱 

布以供其产卵。据观察幼虫在整个时代的各龄期发 

育正常，饲料配方可满足二点委夜蛾生长发育的需 

要。人工饲料的合成及饲养技术的研究，有助于大 

规模饲养二点委夜蛾，为其生物防治及其他生物学 

特性或生理学习性的研究提供材料。 

5  防治 

二点委夜蛾近年来才暴发出现， 人们对其尚未 

形成系统的防治措施。该虫具有皮层厚、世代重叠 

严重、幼虫潜伏为害的特性，使得防治工作比较困 

难 [29] 。目前对该虫基本采取“应急防治和综合防控 

相结合”的策略，加强预测预报，及时发布二点委 

夜蛾发生趋势，早防早控。 
5.1  农业防治 

在有条件的地区，改变耕作方式，麦收后播前 

使用灭茬机或浅旋耕灭茬后再播种玉米，可有效减 

轻二点委夜蛾危害。在没有条件灭茬的地区，玉米 

小苗期清除田间杂草、麦秸等覆盖物，破坏二点委 

夜蛾适宜生存的环境，以减少成虫产卵。 
5.2  物理防治 

二点委夜蛾成虫有较强的趋光趋化性，黑光灯 

和糖醋液对其有比较显著的诱集效果，因此可以利 

用黑光灯和糖醋液诱集成虫，集中消灭，压低成虫 

虫口基数，减少其后代的为害。 
5.3  生物防治 

利用天敌昆虫防治二点委夜蛾的研究还没有 

报道，这将成为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姜京宇等 [25] 在 

田间调查发现二点委夜蛾幼虫的捕食性天敌是蚂 

蚁，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害虫实验室 

对田间采集的二点委夜蛾饲养中发现有少部分幼虫 

被绒茧蜂寄生。可见绒茧蜂是其寄生蜂，可用于二 

点委夜蛾的生物防治。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生产的性诱芯对二点委夜 

蛾成虫有良好的诱捕效果，尤其是口径 35  cm、高 

度调整在  20~30  cm 位置的绿色诱捕器对其诱捕效 

果明显，日诱蛾量最高可达 105头 [30] 。因此可以在 

田间利用性诱剂来诱杀雄成虫，降低虫源数量。性 

诱剂具有专一性强、无污染等优势，被广泛应用在 

害虫预测预报和防治上 [31] ，并可以与化学方法结合 

起来，达到更好的防虫效果。 
5.4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田间防治二点委夜蛾的主要方式， 

特别是在该虫大量暴发的情况下，是不可或缺的应 

急措施。田间和室内实验证明，有机磷农药辛硫磷 

和毒死蜱防治二点委夜蛾效果好，而高效氯氰菊酯 

单独使用效果差，使用时应与阿维菌素混用，可提 

高防治效果。在重发田可采用随水浇灌 50%辛硫磷 
15 kg/hm 2 ，防治效果最好；采用播种后出苗前辛硫 

磷毒土播种沟内撒施，保苗效果较好。播后发生危 

害，可采用毒土、毒饵围棵保苗或有机磷类药剂喷 

施根部保苗，效果好过全田喷雾，药剂用量较少， 

对环境友好 [2] 。 在已经用过除草剂烟嘧磺隆的田块， 

要尽量避免使用有机磷类农药，如必须使用，要确 

保两者使用间隔期为  7 d 以上， 施用时注意避免喷 

施到玉米叶片上 [32] 。 

6  小 结 

国内对于二点委夜蛾的研究迄今仅有七八年 

的历史，对其生物学特性和成灾机制的研究仅仅是 

初步的， 今后还需对其不同发育阶段的规律和特点、 

生活史和发生世代等作系统的研究，深入了解二点 

委夜蛾的种群发生动态，空间分布和种间关系，判 

定是远距离迁飞型还是近距离扩散型，为揭示发生 

为害规律、开展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二点委夜 

蛾的会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为此，有 

必要加快对二点委夜蛾科学有效预测预报和防治技 

术的研究，制订科学的预测预报和防治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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