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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丘陵生态区菜田蜗牛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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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菜田蜗牛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发生特点、以及影响其发生的因素，提出了控制菜田蜗牛的五 

字“控、诱、隔、护、灭”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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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living  habits,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nail  in vegetable 
field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snail occurrence were studi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summed up 
as control, lure, separate, retain, and destroy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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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地处鲁西南，为丘陵地区，属温带季风型 

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13.9 ℃，年降水量 815.8 
mm。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具有年温度高、热量 

丰富、雨量充沛等特点，气候条件适宜蔬菜种植生 

长，同时为菜田蜗牛发生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12] 。枣 

庄市蔬菜常年栽培面积  8.67 万  m 2 ，年产蔬菜  400 
余万吨，以马铃薯、芹菜、大白菜、芸豆、黄瓜、 

辣椒等为主。蜗牛属腹足纲柄眼目巴蜗牛科，软体 

动物，是农田重要的致灾性有害生物之一 [34] ，以前 

主要在雨水较多的南方地区发生，近几年来，在我 

国北方地区发生也较为严重，发生面积逐渐扩大， 

危害程度持续加重 [5] 。自 2006 年以来，枣庄全市菜 

田蜗牛危害逐年呈不断加重趋势，对农业生产造成 

很大破坏，致使蔬菜产量、品质下降，市场竞争力 

减弱，农民收入降低。据调查，枣庄地区菜田发生 

危害的蜗牛主要是灰巴蜗牛 [Bradybaena  ravida 

(Benson)] 、 同 型 巴 蜗 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Ferussac)]和蛞蝓[Agriolimax agrestis (Linnaeus)]。 

1  菜田蜗牛的形态特征 

灰巴蜗牛：成螺贝壳中等大小，壳质坚固，呈 

圆球型，壳高 18~21 mm，宽 20~23 mm，有 5.5~6 
个螺层，顶部几个螺层增长缓慢，略膨胀，体螺层 

急遽增长膨大；壳面黄褐色或琥珀色，常分布暗色 

不规则斑点，并且有细致而稠密的生长线和螺纹； 

壳顶尖，缝合线深，壳口呈椭圆形，口缘完整，略 

外折，锋利、易碎 [68] 。轴缘在脐口处外折，略遮盖 

脐孔，脐孔狭小，呈缝隙状 [9] 。个体大小，颜色变 

异较大。卵为圆球形，白色。 

同型巴蜗牛： 壳质厚， 呈扁球形， 壳高 11.5~12.5 
mm，宽 15~17 mm，有 5~6 个螺层，顶部几个螺层 

增长缓慢，略膨胀，螺旋部低矮，体螺层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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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大；壳顶钝，缝合线深，壳面呈黄褐色至灰褐色， 

有稠密而细致的生长线 [68] 。 体螺层周缘或缝合线处 

常有一条暗褐色带，有些个体无。壳口呈马蹄形， 

口缘锋利，轴缘外折，遮盖部分脐孔。脐孔小而深， 

呈洞穴状 [9] 。个体间形态，变异较大。卵圆球形， 

直径  2  mm，乳白色有光泽，渐变淡黄色，近孵化 

时为土黄色 [10] 。 

蛞蝓：卵椭圆形，韧而富有弹性，直径  2~2.5 
mm。白色透明可见卵核，近孵化时色变深。幼虫初 

孵幼虫体长 2~2.5mm，淡褐色，体形同成体。蛞蝓 

像没有壳的蜗牛，成虫体伸直时体长  30~60  mm， 

体宽 4~6 mm；内壳长 4 mm，宽 2.3 mm。长梭型， 

柔软、光滑而无外壳，体表暗黑色、暗灰色、黄白 

色或灰红色。体背前端具外套膜，为体长的  1/3， 

边缘卷起，其内有退化的贝壳（即盾板），上有明显 

的同心圆线，即生长线 [68] 。同心圆线中心在外套膜 

后端偏右。 

2  菜田蜗牛的生活习性 

据田间系统调查资料显示，灰巴蜗牛和同型巴 

蜗牛都以成贝或幼贝在蔬菜、豆类、棉花、玉米、 

麦类等作物根部，以及砖块、烂草堆和疏松的土壤 

下越冬 [1013] 。灰巴蜗牛在枣庄地区一年繁殖 1 次。 

卵产于草根、作物根部土壤中、石块下或土缝内， 

每个成体可产卵  50~300 粒。喜温暖潮湿，常在多 

雨季节形成为害高峰 [1013] 。在疏松的土层中可随温 

度变化上下移动。同型巴蜗牛常与灰巴蜗牛混合发 

生，适应性极强，年繁殖 1 代，多在 4~5 月间产卵， 

大多产在根际疏松湿润的土中、缝隙中、枯叶或石 

块下每个成体可产卵  30~235 粒。蛞蝓以成虫体或 

幼体在作物根部湿土下越冬，5~7 月在田间大量活 

动为害，入夏气温升高，活动减弱，秋季气候凉爽 

后，又活动为害，5~7 月产卵，卵产于湿度大隐蔽 

的土缝中 [1415] 。据观察，灰巴蜗牛、同型巴蜗牛和 

蛞蝓多在晴天傍晚至清晨活动取食。 

3  菜田蜗牛的发生特点 

菜田蜗牛的发生与气候条件、土壤质地、作物 

种类与生育期等密切相关 [16] 。 
3.1  寄主多，食性杂 

菜田蜗牛觅食范围非常广泛，取食的寄主种类 

有 58 科  200 多种。杂食性与偏食性并存，尤其喜 

食多汁鲜嫩的植物组织，蔬菜及各类作物营养生长 

期（如苗期），常受害严重。成贝食量较大，边吃边 

排泄粪便，具有暴食性，往往 1~2个晚上就能将一 

颗蔬菜幼苗吃光。蜗牛还具有很强的忍耐性。在寒 

冷的冬季会冬眠，在旱季则会休眠。受到敌害侵扰 

时， 它的头和足便缩回壳内， 并分泌粘液封住壳口， 

当外壳损害致残时，亦能分泌某些物质进行修复 
[16] 。 
3.2  气候条件 

菜田蜗牛喜温暖潮湿的环境。 气温在 15~25℃， 

阴天及细雨朦朦天，其活动频繁，为害较重。昼伏 

夜出，最怕阳光直射，对强光刺激敏感。生活于潮 

湿草丛、田埂上、作物根际土块和土缝中，常在多 

雨季节形成高峰期，气温 10℃以下或 35℃以上， 

干旱少雨不利于蜗牛发生 [17] 。 
3.3  局域性发生明显 

根据近几年的调查得知， 一般地势低洼的地块、 

多年种植的老蔬菜地、常发地块、靠近水沟、渠、 

河的地块或者大量使用未腐熟作物秸秆的田块发生 

重 [1617] 。在枣庄地区则主要分布在滕州滨湖、峄城 

萝藤山间荒洼地、山亭周村水库和薛城内涝地区。 
3.4  种群数量多，繁殖率高，寿命长 

菜田蜗牛雌雄同体，即可异体受精，也可自体 

受精。任何一个个体均可产卵，受孕 10 d后，双方 

均可产卵， 8 d后卵孵化出小蜗牛。 一个成贝一次可 

产卵 50~60 粒，而且产卵集中，成堆产卵于一处， 

幼贝孵化时也比较整齐。寿命一般在 2~3年，这也 

是其数量多，危害严重的一个原因 [1617] 。 
3.5  生活隐蔽，药剂防治困难 

菜田蜗牛越夏和越冬时躲在土缝里，春秋天为 

害时，昼伏夜出，白天多潜伏不动，只有在夜间才 

出来取食，同时由于蜗牛属于软体动物，杀虫剂对 

其防治效果极差 [1013] 。 

4  影响因素 

蜗牛的发生程度与温湿度条件、耕作制度、田 

间管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4.1  气候条件适宜 

近几年来，枣庄地区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 

利于成贝取食。 2008年 6—8月份降水量为 480~590 
mm，较常年偏多，局部地区有雨涝灾害，台儿庄 

出现暴雨。2009 年 3—5月份降水量较常年偏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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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的降水量为 430~510 mm，也较常年偏多。 
2010 年 6—8 月份降水量为 430~500mm，与常年持 

平。2011 年 7—8 月降水量为 430~520 mm，较常年 

偏多，湿润的气候为菜田蜗牛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4.2  生态环境和种植结构的变化利于其发生危害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劳动 

力缺乏，田间农事活动减少，部分农田耕作粗放， 

免耕及化学除草技术普遍应用，田间一般留有较高 

的麦茬，杂草得不到及时清除，植株残体久置田间 

地头，为蜗牛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场所。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下降，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面积呈不断上 

升趋势，特别是连作棉田和套种油菜的棉田蜗牛发 

生更是严重 [1819] 。 
4.3  菜农对蜗牛缺乏足够的认识 

菜田蜗牛最近几年开始在枣庄地区发生并逐渐 

加重，菜农对蜗牛的危害不够重视，熟视无睹，对 

其危害性认识不足，普遍缺乏对其防治技术，因此 

不能抓住防治适期进行有效防治。 
4.4  天敌数量极少 

天敌少，自然控制能力弱，有利于菜田蜗牛的 

发生。菜田蜗牛的主要天敌有老鼠、蟾蜍、蛇、刺 

猬、蜥蜴、步行虫等 [20] 。由于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 

以及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最近几年的田间调查均 

很难找到其天敌。 
4.5  水利设施的改善 

最近几年，枣庄地区修建了很多水库、灌溉水 

渠，部分地块中还有喷水龙头，为蜗牛随灌溉水进 

入田间提供了条件。 
4.6  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 加快了有害生物的蔓延 

蜗牛成螺、 幼贝及卵附着在作物秸秆或残体上， 

通过长距离的运输而被广泛传播，加速了其蔓延速 

度。 

5  综合防治措施 

按照绿色植保、综合防治理念进行防治，要采 

取以农业防治为主，结合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药 

剂防治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把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总的来说，蜗牛防治抓住“五字”要诀。 
5.1  “控”， 主要是控制越夏和越冬基数以及土壤 

含水量

控制土壤中水分。控水对防治蜗牛起着关键作 

用，上半年雨水较多，特别是地下水位高的地区， 

应及时开沟排除积水，降低土壤湿度。 

中耕除草、灭蜗破卵。蜗牛产卵于表土层中， 

当卵粒暴露于土表达 17 h，卵粒全部破裂死亡，而 

在有阳光照射时，仅需 5  h即会全部破裂死亡。因 

此，在蜗牛的产卵为害盛期，进行中耕松土除草， 

春末夏初要勤松土或翻地，使蜗牛成螺和卵块暴露 

于土壤表面，使其在日光暴晒下而亡。在冬、春季 

节天寒地冻时进行翻耕，可使部分成螺、幼螺、卵 

暴露于地面而被冻死或被天敌啄食。可直接人工锄 

草或喷洒除草剂等手段清除田地四周、 绿地、 花坛、 

水沟边的杂草，去除地表茂盛的植被、植物残体、 

石头等杂物，不仅消灭大量的蜗卵与成贝、幼贝， 

还铲除了杂草，恶化了蜗牛的生存环境。据试验， 

适时中耕 1 次，可达到 47.8%~74.0%的防治效果。 

轮作。蜗牛遇水后即爬往高处，逃离水面，但 

压在 10  cm土层下 3  d后全部死亡。因此，在蜗牛 

严重发生田块改种水稻或其它水生蔬菜即可控制为 

害。 
5.2  “诱”，通过设置瓦砾、杂草、菜叶或大的叶 

片进行诱集捕杀 

利用蜗牛、蛞蝓喜欢潜伏在阴暗潮湿的场所， 

忌光、怕热等特点。旱土作物出苗前或移栽前，于 

傍晚在田头地角设置瓦砾、杂草、菜叶或大的叶片 

进行诱集，翌晨日出前揭开捕杀。人工捡拾虽然费 

时，但很有效。坚持每天日出前或阴天活动时，在 

土壤表面和绿叶上捕捉，其群体数量大幅减少后可 

改为每周 1 次，捕捉的蜗牛一定要踩死，不能扔在 

附近，以防其体内的卵在母体死亡后孵化。 
5.3  “隔”，设立隔离带，在隔离带撒生石灰或草 

木灰，让蜗牛、蛞蝓爬过后贝体失水致死 

在作物苗床或作物田土周围， 每 667 m 2 撒生石 

灰 5~7.5 kg，但以晴天进行为宜，阴雨天效果差。 
5.4  “护”，保护步甲等天敌数量，发挥自然控制 

作用 

天敌对蜗牛发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蜗牛的天 

敌很多，鸡、鸭、鸟、蟾蜍、蛇、刺猬都会以蜗牛 

作为食物，萤火虫主要以蜗牛为食，其幼虫蚕食蜗 

牛身体，成虫在蜗牛身体内产卵，还有蜗牛步甲和 

老鼠， 一些不容易发现的天敌有一些寄生蜂还有 “粉 

螨”等。 

养鸭啄蜗，一举两得，一只成年鸭 1  d平均可 

食蜗牛 320 头(约 400 g)，每 667 m 2 果园养鸭 2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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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控制蜗害，还节约了饲料，提高产蛋率，在 

蔬菜收获后，亦可驱鸭啄蜗。 

步行虫对蜗牛的控制作用。步行虫白天上午 
9:00 左右和下午 4:00 左右活动最盛。 每头成虫每日 

可取食 1年生蜗牛 2~3 头或野蛞蝓 6~7头。每头幼 

虫的食量是成虫的 1 倍。通过连续在田间以麦、棉 

为对象仔细调查蜗牛、野括喻和步甲的消长规律, 
发现步甲基数由少到多, 而蜗牛、野蛞蝓则呈直线 

下降，可以看出步行虫在控制蜗牛发生起到很大作 

用。 
5.5  “灭”，筛选农药杀灭 

筛选四聚乙醛、聚醛·甲萘威、速灭·硫酸铜 

等高效、低毒农药喷施杀灭，降低农药残留，避免 

环境污染。用四聚乙醛配成含有效成分 2.5%~6.0% 
的豆饼粉或玉米粉等毒饵，于傍晚施在田间垄上诱 

杀或每667 m 2 用10%密达颗粒剂或10%多聚乙醛颗 

粒剂 2~2.5 kg撒于田间。当清晨蜗牛未潜入土时， 

用硫酸铜 800 倍液、 氨水 100 倍液或浓度为 10 g/kg 
的食盐水喷洒防治。 

注意事项：①蜗牛属软体动物，不是昆虫，一 

般杀虫剂对它没有防治效果。②施药后如遇大雨， 

药剂被冲散到土壤中， 药效大大降低， 需补充施药。 

③不要践踏施过药的地块。④防治蜗牛的药剂品种 

可进行交替使用，即能保证杀蜗保叶效果，又能延 

缓其对治蜗药剂的抗药性，并可延长除蜗药剂的使 

用寿命。⑤药剂防治菜田蜗牛注意用药安全期，安 

全期内避免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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