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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了加快对传统农业学科的改造，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科技农业人才，教育部

在“九五”期间设立了“面向 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重大研究项目，将《植物生产类

（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列为研究重点，旨在推动拓宽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口径的

理论研究，为发展植物生产类宽口径专业奠定理论基础。“十五”期间，教育部又将《植物生产类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列为“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育研究项目。该项目

不仅要对整个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案的理论研究进行充实和完善，而且要按照新人才培养方

案培养学生。山东农业大学承担了这一重大项目。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调查研究、组

织国内知名教育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在山东农业大学试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科

学与技术”本科专业。

主干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专业培养口径宽窄的重要体现，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我

国高等农业院校传统的植物生产类专业一般包括农学、园艺和植物保护三个专业，部分学校还包

括草业、林学。为了适应农业产业化的需要，我们将“植物生产学”、“植物育种学”和“植物保护

学”三门课程列为“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三门课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形成该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关心

下，与三门课程对应的三本教材作为“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研项目成果，已于

２００３年正式出版。

为了强化学生实践技能、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的培养，山东农业大学“植物科学

与技术”专业建设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决定将“植物生产

学”、“植物育种学”和“植物保护学”三门课程的实验单独设立实验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增加实

验教学的学时和比重。同时提出，要把改革实验内容与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减少验证性实验项

目，增加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内容，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２００３年底，高等教

育出版社生命科学出版分社的林金安社长、吴雪梅高级策划在来学校调研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

教学改革时，同意我们编写《植物生产学实验》、《植物育种学实验》和《植物保护学实验》的设

想。“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农学、园艺、植保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在总结了

该专业实验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借鉴相关专业实验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编写和多次修改。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关心下，三本实验教材也作为“新

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研项目的配套教材，列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应当

说三本实验教材的构思、编写、出版和应用，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还未经过足够的实践检验，再加

上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恳请关心该专业建设的专家、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ⅱ 序

“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新专业，教材建设是该专业的基本建设。三门专业课程及其配套

的实验教材能及时出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领导小组

２００４年 ３月

    
    

    
    

    
 



前 言

现代农业技术随着社会进步和生物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探索“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

能力、广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材施教、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

校教学改革的主题。拓宽专业面，提高实践能力，加强对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了解与探索，已

成为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和生态类型多样，植物病虫害的种类和发

生规律随地域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为了适应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推动拓

宽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口径的理论研究，“十五”期间，教育部将《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案的

研究与实践》列为“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育研究项目。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将植物生产学、植物育种学和植物保护学 ３门课程列为“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

《植物保护学》等３本教材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农林规划教材，已于 ２００３年正式出版。因

此，编写与之配套的实验课程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为编写内容丰富、体系科学、启发性和实用

性强，鼓励学生创新思维的《植物保护学实验》教材，我们组织了长期从事植物保护领域课程教

学和研究的专家与老师，根据“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教材建设的需要，拟定编写计划，明确编写

任务与要求，力求使本教材达到“内容新、起点高、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语言精练、结构合理”的

目标。

本教材是与《植物保护学》配套使用的实验课程教材，也可在植物保护学教学实习等课程或

教学环节中单独使用。本教材共分 ５章，设置了 ７１个实验项目。第 １章介绍植物病害的症状，

病原物的种类，病原物的分离、培养、接种；昆虫的基本形态，分类及植物病虫害的诊断、鉴定技

术；植物病虫害的调查、标本采集制作等基本实验操作技术；化学农药质量鉴定，杀虫、杀菌效果

测定方法。第 ２章至第 ５章，分别介绍水稻、麦类、杂粮、薯类、油料作物、棉花、烟草、果树、蔬菜

和园林等植物上的主要病虫害的种类、病虫害的识别与诊断方法，重要作物病虫害的田间调查和

田间防治试验的技术与方法。

参与本教材编写的人员及分工如下：第 １章由李华、丁爱云、朱俊华、吴海燕、刘勇、墨铁路、

郑方强、刘玉升、刘峰、慕卫、姜兴印、王文莉编写；第 ２章由张广民、吴海燕、刘爱新、朱俊华、梁元

存、郑方强、刘玉升、叶保华编写；第 ３章由于金凤、刘永杰编写；第 ４章由竺晓平、薛明编写；第 ５

章由刘晓光、周成刚编写。全书编写大纲和统稿工作由丁爱云（植物病理学部分）和刘玉升（昆

虫学部分）完成。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权威性工具书为依据，参考了大量专著文献，吸取国内高等农业院校

的教学之所长，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系统介绍植物保护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植物

保护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介绍各种有害生物所致病虫害识别要点和鉴定方法，并力图反映植物

    
    

    
    

    
 



ⅱ 前 言

保护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将植物保护学科所涵盖的内容有机的融合，既有验证性实验，又有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但由于编者水平和时间所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内容融合方面也存在不足，

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４年 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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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植物保护学基础

实验１ 植物病害症状

植物病害症状是植物患病后经过一系列病变过程，最终导致一系列生理、组织和形态病变，

表现出肉眼可见的种种不正常的变化。植物病害分侵染性病害和非侵染性病害。非侵染性病害

是由物理因素、化学因素以及植物自身遗传因子或先天性缺陷等引起的遗传性或生理性病害。

侵染性病害是由病原生物侵染引起的植物病害。植物病害的症状，按照在植物体上显示部位的

不同分为内部症状和外部症状。内部症状是指植物发生病害后植物体内细胞形态或组织结构发

生的变化，需在显微镜下观察、识别，少数要经特殊处理后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和识别。外

部症状是指植物染病后植物外表所显示的种种异常状态，肉眼可识别。外部症状又分为病征和

病状两类。病征是指在植物病部表面形成的病原物的子实体，如霉状物、粉状物、锈状物和菌脓

等；病状指植物病部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如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等。植物病害症状是植

物病害诊断的重要依据。

一、目的要求

通过植物病害症状的观察，学习描述和记载植物病害症状的方法，识别植物病害症状类型及

其特点，学会区分非侵染性病害和侵染性病害，了解症状在植物病害诊断中的作用。

二、仪器用品

放大镜，实体解剖镜，刀片，挑针，剪刀，小木板等；各类植物病害的挂图，多媒体课件，幻灯

片，病害症状模型等。

三、实验材料

各种类型的植物病害标本，如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棉花细菌性角斑病、苹果褐斑病、十

字花科植物黑斑病、水稻白叶枯病、桃细菌性穿孔病、梨黑星病、马铃薯疮痂病、番茄溃疡病、棉花

苗期立枯病、大白菜软腐病、茄科植物青枯病、瓜苗猝倒病、枣疯病、禾谷类作物锈病、小麦赤霉

病、小麦白粉病、黑麦麦角病、花生白绢病、白菜霜霉病、油菜菌核病、芹菜斑枯病、苹果树腐烂病、

高粱炭疽病、辣椒炭疽病、瓜类炭疽病、茄子褐纹病、番茄脐腐病、苹果缩果病、苹果小叶病、烟草

花叶病、植物缺水萎蔫病、番茄生理性裂果、甜椒果实高温日灼病、番茄 ２，４－Ｄ药害等病害的盒

装标本、浸渍标本和新鲜标本。

    
    

    
    

    
 



２ 第一章 植物保护学基础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非侵染性病害症状

田间或在实验室内观察苹果缩果病、苹果小叶病、番茄生理性裂果、甜椒果实高温日灼、番茄

２，４－Ｄ药害等植物病害的症状特点。记录非侵染性病害症状类型及特点，并与观察到的侵染性

病害症状相比较。

（二）侵染性病害症状

１．病征

（１）霉状物 真菌病害常在发病部位产生各种霉状物，可分为霜霉、灰霉、青霉和黑霉等。

观察黄瓜霜霉病、柑橘青霉病、稻瘟病、番茄灰霉病、甘薯软腐病等病害标本，并注意区分不同类

型的霉状物。

（２）粉状物 粉状物是在植物病部形成的白粉、锈粉、黑粉等肉眼可见的病原物的结构。观

察玉米黑粉病、小麦锈病、小麦白粉病、小麦散黑穗病、萝卜白锈病等病害标本，注意粉状物的颜

色、质地和着生状况等。

（３）黑色粒体 黑色粒体是在病部产生大小、形状、色泽、排列等不同的各种粒状物。借助

放大镜或实体解剖镜观察高粱炭疽病、辣椒炭疽病、瓜类炭疽病、茄子褐纹病、苹果轮纹病、小麦

白粉病等病害标本，注意发病部位表面病原物的子实体。

（４）菌核 菌核是由真菌菌丝纠结形成的休眠结构，一般很坚硬，多为黑色或黑褐色。观察

水稻小菌核病、十字花科蔬菜菌核病和葱类菌核病等病害标本。注意菌核的大小、形状、颜色、质

地等，并观察菌核萌发状况。

（５）根状菌索 根状菌索是在发病植株根部（或块茎上）及其附近的土壤中由许多菌丝聚

集而成的白色或紫色的棉絮状物。观察甘薯紫纹羽病、苹果紫纹羽病以及花生白绢病等病害标本。

（６）溢脓 溢脓是植物细菌病害的特有的病征，是病部溢出的浅黄色或灰白色的菌脓，干枯

后形成菌膜或菌胶状物。观察棉花细菌性角斑病、番茄青枯病、十字花科蔬菜细菌性软腐病、水

稻白叶枯病等病害标本，注意菌脓的颜色、出现位置等。

２．病状

（１）变色 变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褪绿或黄化，即整个植株、叶片部分或叶片全部均

匀褪绿或变黄，或发生变红或紫化的现象。观察小麦黄矮病、谷子红叶病等病害症状。另一种是

花叶，即叶片变色不均匀，叶片呈现出形状不规则的深绿、浅绿、黄绿或黄色相间的杂色分布。观察

烟草花叶病、苹果花叶病、茄科植物病毒病、菜豆花叶病等病害标本，注意每一种病害的症状特点。

（２）坏死 坏死是由植物病部组织和细胞的死亡引起的，主要有以下类型：

斑点：受病部位坏死，产生各种形状、颜色、大小等不同的斑点，有的伴生花斑或轮斑，可分为

环斑（或称轮斑）、环纹（或称蚀纹）等。观察大葱紫斑病、番茄叶斑病、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

棉花角斑病、番茄早疫病、十字花科蔬菜黑斑病等病害标本。注意观察病斑的大小、形状、颜色以

及病斑上有无轮纹等。根据病斑的形状、颜色等特点区分黑斑、褐斑、紫斑、角斑、轮纹斑、网斑等

多种类型。

疮痂：植物的果实、嫩茎、块茎和叶等都可表现受病组织局部木栓化，病斑表面粗糙，枯干后

    
    

    
    

    
 



实验１ 植物病害症状 ３

发生龟裂，甚至凹陷。观察梨黑星病、柑橘疮痂病、辣椒细菌性疮痂病、马铃薯疮痂病等病害

症状。

猝倒和立枯：发生在植物的苗期，幼苗的茎基或根部组织坏死，表现萎蔫以致死亡。观察瓜

苗猝倒病、棉花立枯病、水稻烂秧病等病害症状。

焦枯：叶、芽、花等器官全部或局部变色，迅速焦枯死亡。观察马铃薯晚疫病、菜豆细菌性疫

病等病害症状。

溃疡：患病植物皮层坏死、腐烂，坏死腐烂的主要是木质部，病部稍微凹陷，周围的寄主细胞

有时增生和木栓化。多见于木本植物的枝干，观察柑橘溃疡病、番茄溃疡病、杨树溃疡病等病害

标本。

穿孔：由病斑的坏死组织脱落而形成，如桃细菌性穿孔病。

（３）腐烂 腐烂是患病植物组织较大面积的分解和破坏的现象。多发生在植物的根、茎、

叶、花、果实上，幼嫩或多肉的组织更易发生。腐烂可分为干腐（苹果树腐烂病）、湿腐（大白菜软

腐病）和软腐（甘著软腐病）。根据腐烂的部位，可分为根腐、茎腐、果腐、花腐等。腐烂与坏死有

时很难区别，一般来说，腐烂是整个组织和细胞受到破坏和消解，而坏死则多少还保持原有组织

轮廓。

（４）萎蔫 萎蔫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萎蔫是由于环境因

素影响植物体内代谢变化引起的暂时的枝叶萎垂现象，是暂时性萎蔫。病理性萎蔫是由于植物

根或茎的维管束组织受到破坏，使水分不能正常运输，发生凋萎现象，是永久性萎蔫。观察棉花

枯萎病、瓜类枯萎病、茄科植物青枯病，用小刀斜切发病组织的茎基部，注意维管束组织有无变褐

色？根部有无变色？

（５）畸形 畸形是由病原物侵入后病原物分泌物的刺激使植物组织或细胞的生长受阻或过

度增生而造成的生长异常。植物病害畸形症状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

矮缩和丛生：矮缩是植物各个器官的生长发育受到抑制，病株比健株矮。观察水稻矮缩病、

小麦黄矮病等；丛生只是主轴节间缩短植物部分器官或组织（如枝条或根异常的增多），形成丛

枝、毛根等，观察枣疯病、泡桐丛枝病、小麦丛矮病等病害的症状。

徒长和瘤肿：徒长是植物细胞受到病原物分泌物的刺激，增大而形成巨型细胞，外表略呈瘤

状凸起或部分器官细胞延长而瘦小的现象。观察十字花科蔬菜根肿病、花生根结线虫病、水稻恶

苗病等。

卷叶和蕨叶：卷叶是叶片两侧沿叶脉向上卷曲的现象，病叶比健叶较厚、硬，严重时呈卷筒

状，如马铃薯卷叶病。蕨叶是叶片发育不良或完全不发育而呈线状或蕨叶状的现象，如番茄蕨

叶病。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症状在病害诊断中的作用。

２．病征与病状的区别和联系。

    
    

    
    

    
 



４ 第一章 植物保护学基础

３．任选实验中观察的病害标本 １０种，简要描述其症状特点，填入表 １－１。

表１－１ 植物病害记录表

序号 病害名称 发病部位 病害症状类型及特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实验２ 植物病原真菌一般形态观察和临时玻片制作

真菌是真核生物，是无叶绿素或其他营光合作用色素的异养型生物，营养体通常是丝状分支

的菌丝体，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几丁质或纤维素。真菌典型的繁殖方式是产生各种类型的孢子。

真菌产生孢子的结构，无论是有性的还是无性的统称为子实体。真菌的分类和鉴定以形态学特

征为重要依据，其营养体及营养体变态、菌组织体，以及有性和无性繁殖产生的各种类型的孢子

是重要分类依据之一。

一、目的要求

通过观察，认识病原真菌的营养体及其变态、真菌的子实体、有性及无性繁殖产生的各种类

型孢子；学习临时玻片制作和绘图技术。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计算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多媒体教学课件等；显微镜，生化培养箱，

高压灭菌锅，放大镜，培养皿，载玻片，盖玻片，刀片（或剃刀），挑针，镊子，小木板，毛笔，滴管，吸

水纸，酒精灯，火柴，试管架，试管，擦镜纸；二甲苯，无菌水，蒸馏水，乳酚油等。

三、实验材料

１．真菌菌丝体及其变态、菌组织实验材料

（１）瓜果腐霉（Ｐｙｔｈｉｕｍａｐｈａｎｉｄｅｒｍａｔｕｍ），菌丝。

（２）棉花立枯病菌（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菌丝。

（３）甘著软腐病菌（Ｒｈｉｚｏｐｕｓ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假根。

（４）小核菌属（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ｓｐｐ．），菌核。

    
    

    
    

    
 



实验 ２ 植物病原真菌一般形态观察和临时玻片制作 ５

（５）黑麦麦角病菌（Ｃｌａｖｉｃｅｐ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ａ），子座。

（６）禾白粉病菌（Ｂｌｕｍｅｒ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ｉｓ），吸器。

（７）油菜菌核病菌（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ｏｒｕｍ），菌核、菌核切面。

（８）苹果紫纹羽病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ｍｏｍｐａ），根状菌索。

（９）炭疽病菌（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ｓｐ．），附着胞。

２．真菌繁殖体实验材料

（１）水霉菌（Ｓａｐｒｏｌｅｇｎｉａｓｐ．），游动孢子。

（２）白菜霜霉病菌（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孢子囊。

（３）小麦白粉病菌（Ｏｉｄｉｕｍｍｏｎｉｌｉｏｉｄｅｓ），分生孢子。

（４）根霉菌（Ｒｈｉｚｏｐｕｓｓｐ．），孢囊孢子。

（５）玉米小斑病菌（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ｓｍａｙｄｉｓ），分生孢子。

（６）小麦白粉病菌（Ｂｌｕｍｅｒ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ｉｓ），子囊果、子囊、子囊孢子。

（７）棉花枯萎病病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厚垣孢子。

（８）芸薹根肿菌（Ｐｌａｓｍｏｄｉｏｐｈｏｒ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休眠孢子囊。

（９）玉蜀黍节壶菌（Ｐｈｙｓｏｄｅｒｍａｍａｙｄｉｓ），休眠孢子囊。

（１０）谷子白发病菌（Ｓｃｌｅｒｏｓｐｏｒａ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卵孢子。

（１１）毛霉菌（Ｍｕｃｏｒｓｐ．），接合孢子。

（１２）地瓜软腐病菌（Ｒｈｉｚｏｐｕｓ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接合孢子。

（１３）小麦腥黑穗病菌（Ｔｉｌｌｅｔｉａｃａｒｉｅｓ），担子、担孢子。

（１４）苹果树腐烂病菌（Ｖａｌｓａｍａｌｉ），子囊壳。

３．制作临时玻片的实验材料

大白菜霜霉病、小麦秆锈病、花生褐斑病、花生黑斑病、苹果树腐烂病等病害的新鲜标本、病

原菌的永久玻片。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植物病原真菌的菌丝体及其变态、菌组织

１．菌丝体

用挑针分别挑取培养皿中培养的黄瓜绵腐病菌和棉花立枯病菌的菌丝体，用蒸馏水或乳酚

油作浮载剂制作临时玻片，镜检。观察比较两种病菌菌丝的形态特点。

２．菌丝体变态

（１）吸器 示范镜下观察小麦白粉病菌或大白菜霜霉病菌的吸器，注意吸器的形态及着生

位置。

（２）假根 挑取培养的甘薯软腐病菌制片，观察孢子囊梗末端的根状分枝丝状体。

（３）附着胞 从挂图或多媒体课件观察附着胞（炭疽病菌的附着胞）。

３．菌组织

（１）菌核 观察小核菌属、黑麦麦角病菌、油菜菌核病菌的菌核的外形、颜色、大小，镜检观

察菌核切片，注意菌核表层组织和内部组织菌丝细胞的形状、大小、颜色以及排列情况。

（２）菌索 观察苹果紫纹羽病菌的根状菌索，注意观察其外部形态及菌丝体排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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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子座 在显微镜下观察黑麦麦角病菌子座切片，注意观察其与菌核在内部结构上的

区别。

（二）真菌的繁殖体

１．无性孢子 真菌无性繁殖产生的新个体称为无性孢子。

（１）游动孢子囊和游动孢子 鞭毛菌亚门真菌的无性繁殖器官。观看水霉菌游动孢子释放

录像片。

（２）孢子囊和孢囊孢子 接合菌亚门真菌的无性繁殖器官是孢子囊，其内生孢子称为孢囊

孢子。挑取培养的甘薯软腐病菌或毛霉菌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孢子囊的结构、囊轴、孢囊孢

子、孢囊梗、假根及匍匐丝的形态、色泽等。

（３）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半知菌亚门和子囊菌亚门真菌的无性繁殖都可产生分生孢

子。分生孢子的形态、大小、色泽变化较大。分生孢子及分生孢子梗的形态是重要的分类学特

征。采用挑、刮或切的方法，取玉米大斑病菌、玉米小斑病菌、小麦白粉病菌、马铃薯早疫病菌制

片，注意观察分生孢子的分隔、颜色及形状，分生孢子梗的特征等。

（４）厚垣孢子 厚垣孢子是由营养体直接产生，菌丝体或孢子中个别细胞膨大、细胞壁加厚

而产生的孢子。挑取培养的棉花枯萎病菌制片，镜检。注意观察厚垣孢子的形态、颜色以及壁的

厚薄。

２．有性孢子 真菌有性繁殖产生的新个体称为有性孢子。

（１）休眠孢子囊 取甘蓝根肿菌切片或挑取玉米褐斑病菌制片，镜检观察休眠孢子囊的

形态。

（２）卵孢子 是鞭毛菌亚门真菌产生的有性孢子。挑取谷子白发病病穗上病原物制片，镜

检观察卵孢子的形态、颜色及卵孢子壁的厚薄。

（３）接合孢子 是接合菌亚门真菌产生的有性孢子。观察根霉菌、毛霉菌的接合孢子，注意

观察接合孢子的形状、颜色以及表面纹饰情况等。

（４）子囊和子囊孢子 子囊孢子是子囊菌亚门真菌产生的有性孢子。用挑、刮、切的方法，

取小麦白粉病菌、苹果树腐烂病菌等病害标本制片，观察子囊果、子囊和子囊孢子的形态、颜色及

着生情况。

（５）担子和担孢子 担孢子是担子菌亚门真菌产生的有性孢子。取小麦黑穗病菌切片，注

意观察黑穗病病菌冬孢子萌发形成的担子及担孢子的形态。

（三）临时玻片的制作

制作玻片时，必须用浮载剂作为媒介物，以防止标本材料的干燥变形和光线的扩散等。实验

中常用的浮载剂有：水、乳酚油、甘油明胶、希尔浮载剂等。玻片标本的制作，应根据病原物的类

型、材料和观察目的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挑、刮、涂、撕、粘贴和切片等。

１．挑 直接用挑针从病组织或基物（如培养基）上挑取表面的霉状物、粉状物或孢子团制成

玻片。也可以先将埋生或半埋生的真菌子实体（如子座、分生孢子器、子囊壳等）连同部分病组

织一同排列在载玻片上，再用挑针将病菌子实体剥离出来制片。所取材料越少越好，以免材料相

互重叠，影响观察。挑取白菜霜霉病菌的霉状物、小麦秆锈病菌的锈状物、小麦白粉病菌的闭囊

壳等制片观察病原物形态。还可以用刀片刮取或用小镊子镊取病部子实体来制片。

２．刮 对于病原物稀少或不明显或用挑针很难挑取的病害标本，可用挑针（或刀片）蘸取浮

    
    

    
    

    
 



实验 ２ 植物病原真菌一般形态观察和临时玻片制作 ７

载剂少许，在病害组织上按同一方向刮取 ２～３次，将刮取物沾在玻片上的浮载剂中，加盖玻片后

镜检。

３．撕 用镊子仔细撕下病部表皮或表皮毛，制成临时玻片。此法可以观察着生在寄主或基

物表面的菌丝和孢子，寄主表皮细胞内的真菌菌丝、吸器和休眠孢子囊堆，以及病毒病的内含体

等。以小麦白粉病为材料，用撕取法制作临时玻片，观察小麦白粉病菌吸器的形态。

４．粘贴 将塑料胶带剪成边长 ５ｍｍ左右的小块，使胶面朝下贴在病部，轻按一下后揭下制

成玻片。粘贴法用于菌丝或子实体着生于病组织或基物表面的材料制片。此法特别适用于观察

分生孢子在分生孢子梗上的着生情况。

５．组织透明 用水合氯醛或乳酚油或氢氧化钾溶液将病组织整体透明后再制成玻片。用

于观察寄主组织内的细菌、真菌菌丝、吸器、子实体等，可以观察到病原物在植物组织内的着生

状态。

取小麦全蚀病病叶鞘浸在乳酚油内煮 ３～５ｍｉｎ，材料透明后取出制片。如病原物结构无色

时还可加苯胺蓝或酸性品红等染料染色。少量病组织材料可以放在载玻片上，滴加乳酚油后在

酒精灯上徐徐加热至蒸汽出现。如此处理数次，待组织透明后加盖玻片进行镜检。

６．涂抹 细菌和酵母菌的培养物常用涂抹法制片。将细菌或酵母菌的悬浮液均匀地涂在

洁净的载玻片上，在酒精灯火焰上烘干，固定，再加盖玻片封固。加盖玻片前还可进行染色处理，

使菌体或鞭毛着色而易于观察。

７．徒手切片 徒手切片是日常制作临时玻片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制成的玻片可保持寄

主组织和病原物原有的色泽，还可以观察病组织和病原物的解剖结构。具体操作是：选取病状典

型、病征明显的病组织材料制作徒手切片，先在病健交界处切取病组织小块（边长 ５～８ｍｍ），一

般的叶片或茎秆皮层组织可直接放在载玻片上或小木块上，用食指轻轻压住，随着手指慢慢地后

退，用刀片将压住的病组织小块切成很薄的丝或片，切下的薄片立即放在盛有清水的培养皿或载

玻片上的水滴中，用挑针挑取薄而合适的材料放在另一干净载玻片上的浮载剂液滴中央，盖上盖

玻片，即制成一张临时玻片。以葡萄白腐病病果为材料制作徒手切片。

病材料较粗大坚硬的，可用手指捏紧后用锋利的剃刀或单面刀片切。材料较小而柔软的，可

夹在新鲜的胡萝卜或马铃薯块中间，连同夹持物一起切成薄片，制作步骤同叶片病组织切片。

病组织材料很干燥的，为防止切片时发生破碎，可先沾少量水湿润软化后再切。徒手切片获

得的是病组织及病原物的剖面薄片，因而能够观察着生于寄主表面的病原物形态，也能够观察寄

主组织内部的病原物。如寄主薄壁细胞内的细菌，埋生于寄主组织内的真菌子实体结构等。此

外，徒手切片还可以用来观察和研究寄主组织的病理变化情况。如分期或分段取病组织材料做

徒手切片，能够观察病原物的侵染过程，病原物在寄主组织内的扩展情况，以及寄主组织本身的

病理反应和变化等。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认识植物病原真菌菌丝体、菌丝体变态、菌组织、无性孢子、有性孢子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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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浮载剂在玻片制作中的作用。

３．绘制有隔菌丝、无隔菌丝、玉米大（小）斑病菌分生孢子形态图。

４．采集不同类型病害标本，分别用适合于标本特点的挑、刮、切、涂等 ４种方法各制作 １种

玻片。

实验３ 植物真菌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合理有效的防治植物病害应建立在对病害的正确诊断和对病原物的正确鉴定的基础上。明

确病原真菌的种类、所属分类地位、其生物学特性，掌握病害发生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地控制病

害。植物真菌病害的初步诊断包括：掌握各类真菌所致病害的症状特点，调查询问病史和相关情

况，显微镜观察病原真菌的形态，病原真菌的分离培养；病原物的致病性测定，专项检测，查阅资

料，作出诊断报告等步骤。

一、目的要求

通过对不同类群真菌所致病害标本及照片的观察，掌握真菌病害的各种症状类型；学习诊断

真菌病害的常用技术和方法，运用病理学和真菌分类学知识正确地诊断真菌病害。

二、仪器用品

生化培养箱，显微镜，放大镜，载玻片，盖玻片，浮载剂（蒸馏水或乳酚油），纱布，刀片，小木

板，剪刀，挑针，吸水纸，酒精灯，火柴；幻灯片，挂图，多媒体课件，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各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取下列由不同类群真菌所致病害的蜡叶标本、盒装标本、浸渍标

本、新鲜材料、玻片标本，或直接到田间调查并采集植物真菌病害标本等。

稻绵腐病，瓜果腐霉病，番茄疫病，辣椒疫病，烟草黑胫病，各类植物霜霉病，萝卜白锈病，甘

薯软腐病，各类植物白粉病，小麦全蚀病，小麦赤霉病，甘著黑斑病，苹果树腐烂病，梨黑星病，桃

缩叶病，葡萄黑痘病，油菜菌核病，各类植物锈病，黑粉病，小麦纹枯病，水稻纹枯病，玉米大斑病，

玉米小斑病，棉花枯萎病，棉花炭疽病，棉花黄萎病，辣椒炭疽病，苹果炭疽病，芹菜斑枯病，番茄

早疫病，十字花科植物黑斑病，花生黑斑病，花生褐斑病，水稻稻瘟病，水稻胡麻斑病，苹果轮纹

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大多数真菌病害具有明显的病征，即依附于发病部位的病原菌的子实体。如霉状物、粉状

物、霜状物、锈状物、粒状物等病征表现是真菌病害区别于其他病害的重要标志，也是田间进行病

害诊断的主要依据。

（一）症状观察

多数植物受病原真菌侵染后，经过一定时期就会表现出症状来。真菌病害的主要症状表现

有坏死、腐烂和萎蔫等，也有少数为畸形。

    
    

    
    

    
 



实验 ３ 植物真菌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９

１．鞭毛菌真菌所致植物病害 低等鞭毛菌，如根肿菌常引起组织增生，使根茎部膨大或形

成肿瘤；而绵腐菌、腐霉菌、疫霉菌等大多生活在水中或潮湿的土壤中，经常引起植物根部或基部

的腐烂或苗期猝倒病，湿度大时往往在病部产生白色的棉絮状物，较易识别；高等的鞭毛菌，如霜

霉菌、白锈菌都是活体寄生的专性寄生物，主要为害叶片和花序等部位，引起叶斑、组织膨大等症

状。霜霉菌引起的病害，潮湿条件下通常在叶斑背面出现白色或灰白色的霜霉状霉层，病斑正面

通常呈黄色角斑，边缘不明显。而白锈菌为害植物造成的症状是在寄主表面产生乳白色、粉状的

疱斑，叶片上产生白锈状物等，这是病菌在寄主表皮下形成的孢子囊。这两类病害较容易诊断。

鞭毛菌引起的病害常见的有根肿病、猝倒病、疫病、霜霉病、白锈病、根腐病、茎腐病和瓜果绵腐病

等。观察鞭毛菌亚门真菌所致病害的病状，并描述其病状和病征特点。

２．接合菌所致植物病害 这类真菌引起的病害很少，而且多数是弱寄生菌。引起病害的主

要病状为薯、菜、果的软腐或花腐。主要病征是初期为白色，后期灰黑色的霉状物，霉层上可见黑

色小点。造成的病害称为软腐病、根霉病、黑霉病和褐腐病等。观察甘薯软腐病的新鲜标本，注

意其发病部位的特点，是否看到病部的病征表现？

３．子囊菌与半知菌所致植物病害 一般在叶、茎、果上形成明显的病斑，其上产生各种颜色

的霉状物或小黑点。虽然半知菌真菌不全都是子囊菌的无性阶段，但子囊菌的无性阶段都是半

知菌，所以子囊菌病害与半知菌病害的症状基本相似。它们大多数引起植物局部坏死，少数引起

系统感染的维管束病害，主要病状有叶斑、炭疽、溃疡、腐烂、萎蔫、枯枝等；主要病征表现是在病

部产生白粉、各种色泽的霉状物和颗粒状物、菌核，有时还产生黑色的刺毛状物、白色棉絮状的菌

丝体。这两类真菌引起的植物病害主要有叶斑病、炭疽病、白粉病、煤烟病、萎蔫病、腐烂病、干腐

枝枯病、过度生长性病害。由于子囊菌与半知菌的无性繁殖比较发达，在生长季节中产生大量的

分生孢子，进行侵染和传播。它们常在作物生长季节后期形成有性孢子，度过不良环境或寄主的

休眠期，成为下一生长季节的初侵染来源。如田间经常发生的十字花科植物的黑斑病、棉花枯萎

病、棉花黄萎病、番茄早疫病、芹菜斑枯病、苹果轮纹病、西瓜炭疽病、玉米大（小）斑病、辣椒炭疽

病、苹果炭疽病、各类植物白粉病、小麦纹枯病、水稻纹枯病、小麦全蚀病、小麦赤霉病、甘薯黑斑

病、苹果树腐烂病、梨黑星病、桃缩叶病、葡萄黑痘病、花生黑斑病、花生褐斑病、水稻稻瘟病、水稻

胡麻斑病等。田间和室内观察各类病害的症状并描述其症状特点。

４．担子菌所致植物病害 担子菌中的黑粉菌和锈菌是引起植物病害的两大类群。主要病

状有斑点、立枯、纹枯、根腐、叶腐、肿胀和瘿瘤等。除了锈菌、黑粉菌、丝核菌和外担菌外，担子菌

很少引起叶斑。主要病征是锈状物、黑粉、霉状物、颗粒状菌核、根状菌索等。引起的主要病害有

各类植物的锈病、黑粉病、根腐病及过度生长性病害。观察小麦锈病、菜豆锈病、禾谷类植物黑粉

病等病害的症状。

观察症状时要进行简明准确的描述、照相或绘图，采集一定数量的标本，供保存和进一步鉴

定。田间诊断时，根据病害的症状表现，联系寄主植物、发病部位和发病条件等，确定是何种病害。

（二）显微镜检查

大多数植物病原真菌都能在病组织上产生明显的病征，即病菌的孢子或其他子实体。这对

真菌病害的诊断是有利的，是真菌病害区别于其他病害的重要标准和田间诊断的主要依据。检

查真菌病害时，标本的症状要典型。如果病原真菌在被害植株上不产生孢子或子实体，可将这类

病害标本用清水洗净，置于适宜温度（２５～２８℃）和高湿度的环境条件下，经 ２４～４８ｈ，促使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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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孢子，以便对病害作出鉴定。子实体裸生在植物体表的病害，通常采用挑、刮、粘贴等方法，

直接从病组织上取病原物制片观察。对子实体埋生于植物组织内部的病害，通常还需采用徒手

切片法或石蜡切片法制片检查，以观察其完整的形态特征，并根据病菌繁殖结构和孢子的形态、

大小、颜色及着生情况等，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确定病原真菌的属名和种名。

选取产生明显病征特点的植物病原真菌病害、病菌玻片或其他培养物，如霜霉病、白粉病、小

麦条锈病、玉米黑粉病、苹果树腐烂病、小麦全蚀病、玉米大斑病、辣椒炭疽病、芹菜斑枯病等病害

标本、新鲜材料，制片观察病原菌形态特征，掌握植物真菌病害的诊断要点。

（三）疑难性病害、新病害或未知真菌病害的诊断

对疑难性病害、新病害或不熟悉的真菌病害，即使在实验室观察到病斑上的微生物或经过分

离获得的微生物，都不足以证明这种生物就是病原物。必须采用柯赫法则（Ｋｏｃｈ’ｓＲｕｌｅ）来证明

其病原性（致病性）或侵染性。

１．疑难性真菌病害 是指常见真菌病害的特殊情况。常见真菌病害发生疑难的原因，因具

体病例而不同。一般原因包括寄主植物的感病性，或病原真菌的致病性，或两者同时发生了变

异；发生了二次侵染或污染，病害的正常发展过程发生变化，掩盖或混淆了初次侵染的症状、病程

特点等。首先，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找出疑难问题。

２．真菌新病例和新病例成立的条件 一般地说，凡以前国内外尚未记载过，或记载过尚未

正式发表的真菌病例都叫新病例。新病例可以是新的病原真菌与某一植物（作物）科的新组合，

也可以是某一病原真菌与新寄主植物种或品种的新组合等。

无论是新发现的病原真菌或某一病原真菌侵染了新植物寄主所发生的新病例，都必须对新

病例的病理学特征和病原真菌特征作详细的记载。① 详细记载自然条件下的症状特征，发病部

位，寄主范围，地理分布等；② 根据柯赫法则进行病原菌的分离、培养、人工接种等一系列试验工

作，并将各项试验按材料、方法、试验结果作详细记录，然后与自然条件下病例的发生状况加以对

比研究，证明是新病例；③ 在显微镜操作条件下，做好病原真菌的原始记录，主要包括：病原菌的

有性或无性繁殖器官或两者的形态学特征，必要的绘图或照相；④ 根据得到的病原真菌形态特

征、病理特性、寄主植物（或寄主范围）等第一手材料，系统查阅有关植物病理和真菌学文献，经

过查证和核对，证明确实是以前没有报道过的病例或病原真菌。

（四）病原真菌形态观察与鉴定

真菌的分类、鉴定基本上是以形态特征为主，并辅之以生理、生化、遗传、生态、超微结构及分

子生物学等多方面的特征。

早期的真菌分类、鉴定工作几乎完全依赖于形态性状。真菌主要以孢子产生方式和孢子本

身的特征和培养性状来划分各级的分类单元。要注意形态性状稳定性的问题，不然就会将同一

种（属）的真菌误认为是不同种（属）的真菌。因为有些真菌在不同的基质上生长时，其形态性状

是截然不同的。

常用的生理生化性状检测方法有可溶性蛋白和同工酶的凝胶电泳、血清学反应、蛋白质氨基

酸序列分析和 ＤＮＡ中（Ｇ＋Ｃ）ｍｏｌ％含量的比较等。自 １９８０年以来这些方法被普遍使用，证明

是区分属、种和种以下类群的重要手段。有些真菌的生活习性和地理分布等生态性状也是分类、

鉴定的参考依据。

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真菌的分类、鉴定提供了许多新的方法。这些技术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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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ＦＧＥ（脉冲场电泳）技术、ＲＦＬＰ（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ＲＡＰＤ技术、简单重复序列技术、

ＡＦＬＰ（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和 ＩＴＳ（内部转录间隔区）序列分析技术等。研究表明，分子生

物学技术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对于根据形态特征难以区分的真菌种类的鉴定具有重要意义。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简述植物病原真菌所致病害的诊断要点。

２．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到田间调查病害发生情况，采集植物真菌病害标本并带回实验室进

行病害的诊断和鉴定。

实验４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害主要发生在被子植物上，裸子植物和隐花植物较少见。无论是大田

作物或果树、蔬菜都有一种或几种原核生物病害。禾本科、豆科和茄科作物上的病害比较多。有

的危害较重，如白菜软腐病、植物青枯病、水稻白叶枯病等；有的是国内尚未发生（如玉米细菌性

枯萎病和梨火疫病等）但已被列为对外检疫对象，禁止传入；有的仅在国内局部地区发生，被列

为国内检疫对象，如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等。植物病原原核生物是仅次于真菌和病毒的第 ３大类

病原生物。

在原核生物界中还有链霉菌、植原体等也能侵害植物，引起严重的病害。植物受原核生物侵

害以后，症状变化很复杂。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害的症状类型有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

根据症状的表现即可初步诊断，有的要镜检，有的还要经过分离培养等一系列的实验才能证实。

因此，在诊断和识别原核生物病害时，既要掌握病害的共同特点，又要了解个别病害的具体特征，

还要熟悉病原学性状的鉴定方法和一般的微生物学实验技术。

一、目的要求

通过对各种病害标本及病害照片的观察，了解植物原核生物所致病害的各种症状类型及特

点，学习并掌握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害的常规诊断技术。

二、仪器用品

生化培养箱，显微镜，放大镜，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刀片，剪刀，挑针，培养皿，试管；革兰氏

染液，浮载剂（蒸馏水或乳酚油）等；多媒体课件及病害照片，挂图等。

三、实验材料

马铃薯环腐病（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ｕｂｓｐ．ｓｅｐｅｄｏｎｉｃｕｍ）、番茄青枯病（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ｓｏ-

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水稻白叶枯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ｏｒｙｚａｅｐｖ．ｏｒｙｚａｅ）、水稻细菌性条斑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ｐｖ．ｏｒｙｚｉｃｏｌａ）、大白菜软腐病（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ｓｕｂｓｐ．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甘蓝黑腐病（Ｘ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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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果树根癌病（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马铃薯疮痂病（Ｓｔｒｅｐ-

ｔｏｍｙｃｅｓｓｃａｌｂｉｅｓ）、桃细菌性穿孔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ｐｒｕｎｉ）、桑疫病（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

ｇａｅｐｖ．ｍｏｒｉ）、枣疯病（Ｊｕｊｕｂｅ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ｄｉｓｅａｓｅ）、柑橘黄龙病（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ｕｓｌｉｂ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ｓｉａｔｉｃ-

ｕｍ）、泡桐丛枝病（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ｏｍｄｉｓｅａｓｅ）及棉角斑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ｍａｌ-

ｖａｃｅａｒｕｍ）等。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害的盒装、浸渍标本或新鲜材料。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症状诊断

１．植原体病害的症状 病株矮化或矮缩，枝条丛生，叶小而黄化。这是诊断植原体病害时

必须掌握的关键症状。观察枣疯病、泡桐丛枝病、水稻黄萎病、甘薯丛枝病等由植原体所致病害

的症状特点。

２．细菌病害的症状 患病植株所表现的症状类型主要有坏死、萎蔫、腐烂和畸形等，变色或

褪色的较少，有的还有菌脓溢出。

（１）坏死、斑点、叶枯、穿孔和溃疡 病原细菌通过侵害薄壁细胞组织，引起细胞和组织的局

部死亡，病斑初期呈水渍状，半透明，有的病斑上还有淡黄色或灰白色的菌脓从病组织中溢出，干

燥后呈鱼子状黏附在病斑上。病斑形状、颜色、大小各异，有的病斑在后期会自动脱落而呈穿孔

状。观察桑疫病、棉花角斑病、马铃薯疮痂病、桃细菌性穿孔病、柑橘溃疡病、水稻白叶枯病、水稻

细菌性条斑病的病状与病征表现。

（２）腐烂 是细菌病害特有的一种类型。幼嫩、多汁的组织被细菌侵害后，细胞间果胶质分

解，细胞浸离，组织解体而造成软腐症状，并伴有恶臭气味。仔细观察大白菜软腐病、水稻茎腐病

的症状，注意腐烂部位、颜色变化、特殊的臭味等特征。

（３）萎蔫 细菌侵染寄主植物维管束组织，破坏导管供水能力。初期为暂时性萎蔫，后期为

永久性萎蔫。观察番茄或马铃薯青枯病、马铃薯环腐病等病害症状。纵剖茎秆或横切薯块，观察

其维管束变色情况。

（４）畸形 由于病部薄壁细胞的分裂加速和细胞体积的增大，促使局部组织过度发育而形

成肿瘤。观察桃树根癌病、苹果毛根病等的病害标本。

（二）显微镜检查

常见的不同属的植物病原原核生物引起的病害症状不同，根据病害症状，结合具体病害的特

点，可对某些病害的危害特点作出初步归类。病斑上是否有污白色、黄色或浅黄色的菌脓，是细

菌病害初步诊断的主要依据之一。有无菌脓溢出是细菌性萎蔫同真菌性萎蔫的最大区别。

由螺原体或植原体侵染所致的病害，普通光学显微镜不可能看到菌体。同时由于植原体病

害和木质部细菌病害在症状表现上往往与某些病毒病害难以区别，目前诊断主要依据电子显微

镜观察菌原体形态，血清学反应以及四环素与青霉素对病害是否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等。

由细菌侵染所致病害的症状变化很大，比较可靠的方法是用显微镜检查病组织中有无喷菌

现象。切取小块新鲜的病组织（最好是病健交界处）平放在载玻片上，加蒸馏水 １滴，盖上盖玻

片后，立即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如果是细菌性病害，则在切口处可看到大量细菌喷出，呈云雾

状，积聚于切口处。在田间，亦可用放大镜或肉眼对光观察玻片标本，也能看到云雾状细菌涌出。

但有极少数危害薄壁细胞组织的病菌，在病组织中细菌量极少，切片镜检时只有少量细菌从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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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溢出来，例如果树根癌病或发根病等。

取水稻白叶枯病、棉细菌性角斑病、桑疫病等病害标本，制作徒手切片，观察病组织中是否有

喷菌现象。另外，根据病理解剖上的特征，植物细菌病害还可分为侵染薄壁细胞组织和侵染维管

束组织两种类型。如果细菌从维管束组织涌出，则表明这是侵染维管束组织的病害；如果大量细

菌从薄壁组织中涌出，则表明是侵染薄壁细胞组织的病害。结合喷菌现象，判断上述 ３种细菌病

害属于维管束组织病害还是薄壁组织病害。

喷菌现象既是细菌病害诊断的可靠方法，同时也是区别细菌病害与真菌病害和病毒病害最

简便的手段之一。

（三）采用快速检验法进行诊断性检验

最常用的诊断技术是革兰氏染色、血清学检验、鞭毛染色和噬菌体检验法。侵害马铃薯的细

菌有假单胞菌和棒形杆菌等，尤其是在薯块中发生维管束变色时，通常可采用革兰氏染色的方

法，即从薯块切片的变色处挑取少量菌脓涂片染色，如为阳性反应即为环腐病菌，阴性反应的为

青枯假单胞菌。血清学技术在常规检验中应用极广，最普遍的是采用共凝聚反应、免疫荧光染色

法（ＩＦ）、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ＥＬＩＳＡ）和间接血凝技术（ＩＨＡ）检测。免疫荧光染色法，可直接检

测病组织中的细菌。噬菌体反应在某些特定场合也可作为快速诊断的技术加以应用。最常用的

是测定病害标本中是否有专化型的噬菌体存在，以便进一步测定样本中有无活的病原细菌存在。

这一方法已在稻白叶枯病、稻条斑病、柑橘溃疡病、姜瘟病、菜豆疫病等多种细菌病害的诊断检验

中应用。该检测方法因简便、时间短、精确、灵敏而被广泛采用。

（四）分离培养与致病性实验

对于许多症状相似的细菌病害，或由其他病原引起的症状相似的病害，在经过肉眼检查和快

速诊断以后，有时还要作进一步的细菌学检验才能确定。特别是对于一些过去没有报道或资料

不全的病害类型，要确定它是新病害或新类型，常需作进一步的细菌学性状和侵染性实验。

柯赫法则是植物病害诊断与鉴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则。基本内容有 ４条：① 一种病害常

与某种特定的微生物有联系，或联系紧密；② 可以从该病组织上分离到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即

可以在人工培养条件下研究它的生长繁殖和其他性状；③ 将这种纯培养物用适当的方法接种到

健康的寄主植物上可以引起同样症状的病害；④ 从接种发病的植物上能够再次分离到该微生物

的纯培养。为诊断确认某种病害的病原，常常要作诊断性检验。因此，从患病植物上分离到纯培

养是第 １步，接种检验其致病性是第 ２步，生理生化性状的测定是第 ３步。

从患病植物上分离细菌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是稀释分离法和划线分离法，也可采用富集

后分离或接种发病后再分离的筛选分离法。近年来还有提倡用免疫分离的方法以提高选择性和

回收率。供分离用的培养基以普通的营养琼脂为最好，既经济，通用性又高。对于木质部难养菌

的培养，多采用加入动物血清等特殊成分的培养基来分离，否则不易成功。韧皮部难养菌和类菌

原体至今仍未能在合成或半合成培养基上培养成功，它们的培养条件还有待研究。将分离到的

纯培养物接种到健康的寄主植物上，使引起同样的病害症状，这就是侵染性实验。影响侵染性实

验成败的因素很多，寄主植物是否适宜是最重要的，应尽量选用与原来发病寄主相同品种的植

株，以保证接种发病成功。接种的方法和部位选择也十分重要。伤口接种是最常用的，如高压喷

雾法、针刺接种法或注射接种法等。接种用的细菌悬浮液的浓度为 １０
７
～１０

８
ｃｆｕ／ｍＬ。

按柯赫法则证明侵染性，典型单菌落的挑选是关键，接种植物的选择亦很重要。常用的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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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植物有烟草、菜豆、番茄和蚕豆等。假单胞菌和黄单胞菌中的植物致病菌可在烟草或蚕豆叶

片上引起过敏性反应的枯斑症状，只有少数为害烟草的病原细菌能在烟草上引起典型的病状。

现已证实，这种过敏反应是由病原菌的过敏反应基因（ｈｒｐ基因）所控制的，因此选择合适的过敏

反应寄主和敏感寄主是重要的。

测试癌肿土壤杆菌致瘤性的敏感植物是番茄和落地生根，测试发根土壤杆菌的敏感植物是

胡萝卜根。检测软腐欧文氏菌的材料是马铃薯片或大白菜的叶柄。棒形杆菌属敏感寄主除番茄

外，茄苗也是很好的材料。

经过致病性检测以后，可以肯定细菌的病原特性。对于已知病原细菌，只要采取血清学检验

或少数几个鉴定性实验，即可确定其分类地位。对于未知病害或新病害，则还应作进一步的全面

检测，包括常规的生理和生化实验、生物学性状测定和有关的专项检测等。

植原体病害由于植原体尚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分离有困难，但螺原体已可以分离培

养。对于植原体病害，可采用菟丝子介体作桥梁接种传染到长春花上进行鉴定，证明其有无侵染

性，从而完成柯赫法则的诊断程序。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夏季的菜园中，茄果类等作物常出现萎蔫症状，怎样判断是细菌病害还是真菌病害？

２．记录植物原核生物所致不同病害的症状特点。

３．镜检 ２～３种病害标本，初步判断是否为细菌病害。

４．简述柯赫法则的主要内容及作用。

实验５ 植物病毒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由于植物病毒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对寄主的依赖性强，在普通显微镜下看不到，不易根据形

态特征作出诊断和鉴定，也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因此植物病毒病害的识别与诊断与真菌、

细菌病害不同。植物病毒病害大多采用病毒间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如所致病害的症状类型、传播

方式、寄主范围、电镜下观察病毒粒体形态、寄主体外抗性和血清学反应等方法识别和诊断。另

外，某些植物病毒复制过程中会在病组织中产生特殊的内含体，也可作为鉴定上的参考。近代则

增加了病毒核酸与蛋白质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技术和方法。

一、目的要求

识别植物病毒病害的症状类型及其特点，学习并掌握植物病毒病害常用的鉴定方法及其

原理。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酶联免疫检测仪，台式离心机，光照培养箱，保温箱，尖头镊子，载玻片，盖玻片，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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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吸附板，洗瓶；蒸馏水，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ＨＣＯ３，ＮａＣｌ，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ＫＨ２ＰＯ４，Ｔｗｅｅｎ－２０，

０．１ｍｏｌ／Ｌ柠檬酸，邻苯二胺，双氧水，牛血清白蛋白，辣根过氧化物酶，烟草花叶病毒抗血清，辣

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羊抗兔抗血清。

三、实验材料

感染烟草花叶病毒的普通烟草 ＮＣ８２或 ＮＣ８９幼苗，健康的普通烟草 ＮＣ８２或 ＮＣ８９幼苗；谷

子红叶病、菜豆花叶病、玉米条纹花叶病、番茄病毒病、黄瓜花叶病、番茄蕨叶病、水稻矮缩病、小

麦丛矮病、小麦黄矮病、西葫芦病毒病等病害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植物病毒病症状

首先要区分非侵染性病害与侵染性病害，因为病毒病害最易与非侵染性病害，如缺素症、化

学物质中毒、生理遗传病等相混淆。病毒病害有下列特点可供初步诊断时参考：田间发生较分散

而不会集中；多为系统性感染，新叶新梢症状最明显；病毒病大多有传染性；病毒病有独特的症

状。植物病毒病害的症状类型包括变色、坏死、畸形 ３种。变色表现为花叶、斑驳、脉明和黄化。

坏死表现为环斑、坏死环斑、环纹或蚀纹。畸形表现为卷叶、缩叶、皱叶、蕨叶、花器退化、丛枝、矮

缩、矮化、束顶及癌肿等症状。其次，病毒病也不同于真菌、细菌等病原物侵染所致的病害，发病

部位无病症表现。观察所提供的各种病毒病害的标本，记载其症状特点并指出其症状类型及与

其他植物病原物所致病害症状的不同。

（二）内部病变及内含体的观察

取受烟草花叶病毒危害的烟草病叶，于深绿部分与黄绿部分的交界处进行切片观察。深绿

部分与黄绿部分的细胞（包括栅栏组织及海绵组织）大小有无不同？细胞间隙如何？其中叶绿体

的含量及大小有何不同？

另外，有些病毒特别是花叶型病毒可在病组织及细胞内出现内含体，这种内含体也可作为诊

断病毒种类和鉴定病毒的参考依据。在已知的 ３４种植物病毒引起的病害中，约有 ２０种病毒在

寄主体内会产生各种类型的内含体。一般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的有无定形体（或 Ｘ体）和结晶

体两种。取表现出典型花叶症状的新鲜烟草病叶，取其叶片褪色（浅绿色）部分，用小镊子将其

表皮撕下，制片镜检。注意观察在叶背主脉的表皮细胞内或茸毛中，细胞核内有无圆形、椭圆形

或是否有结晶状或不定形内含体的存在？其位置及大小如何？是否具有折光性？也可用碘液或

其他染色剂染色观察，以健康叶片为对照。

表皮有蜡质或胶质时不易撕取，可改用切成薄片的方法，染色后观察。表皮有毛的（如烟

叶）患病材料是观察内含体的良好材料，有时不经染色即可直接观察。

一部分病毒内含体十分细小，要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清。如马铃薯 Ｙ病毒常在病叶中形

成风轮状内含体。

（三）粒体形态观察

从病组织中挤出汁液，经负染后在透射电镜下观察病毒粒体形态结构。这种方法是十分快

速而可靠的诊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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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别寄主诊断法（生物鉴定）

许多病毒接种在某些特定的鉴别寄主上，会产生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也可以作为诊断的依

据之一。能快速产生特殊反应症状的植物通常也称为指示植物或称鉴别寄主。

（五）传染试验

植物病毒的传染方式可以有种子和花粉传染、汁液接触（包括农事操作）传染和介体生物传

染等。在诊断植物未知病毒样品时，可以试用几种方法进行传染试验。对于线虫、甲虫、真菌和

部分蚜虫传染的病毒，都可用汁液摩擦接种的方法传染，只有少数叶蝉和蚜虫传染的病毒不能用

汁液摩擦接种的方法传染。

（六）体外抗性测定

病毒在离体汁液中的稳定性有较大差异，在早期阶段曾作为病毒分类或诊断的依据。目前

体外抗性测定已很少用在病毒分类方面，但在病害标本的初步诊断中，还是很有用的性状指标。

（七）血清学技术

血清学是鉴别生物类群相互间亲缘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植物病毒与其血清的反应有多

种，但依据的原理都是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结合。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琼脂双扩散和酶联免疫

吸附测定。下面介绍利用酶联免疫吸附检测法检测病毒。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是利用植物病毒衣壳蛋白的抗原特性，制备植物病毒特异性的抗血清

（ａｎｔｉｓｅｒｕｍ），再利用酶的放大作用，使免疫检测的灵敏度大大提高。其依据的原理是抗原与抗体

的特异性结合。它是实现快速、准确、经济检测的最好手段之一。具体步骤为：

（１）取待鉴定的烟草叶片、健康的烟草叶片（作为阳性对照）和感染烟草花叶病毒的烟草叶

片，按 １∶１０的比例加入碳酸包被缓冲液（ｐＨ９．６），研钵中研磨，取汁液，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

取上清液包被酶联免疫吸附板，每个样品设４个重复，每孔 １００μＬ，４℃过夜或 ３７℃放置 ２～４ｈ。

（２）用 ｐＨ７．４的 ＰＢＳＴ洗涤液洗板３次，每次５ｍｉｎ，加封闭液（含５％牛血清白蛋白），每孔

１００μＬ，３７℃，放置 ２～４ｈ。

（３）洗板，方法同上。用封闭液稀释第一抗体（烟草花叶病毒兔抗血清），稀释 ２０００倍，每

孔加 １００μＬ，３７℃，放置 ２～４ｈ。

（４）洗板，方法同上。加适当浓度的酶标二抗（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羊抗兔抗血清），每孔

１００μＬ，３７℃，放置 ２～４ｈ。

（５）洗板，方法同上。加底物缓冲液，每孔 １００μＬ，室温下放置 ２０ｍｉｎ。

（６）加 ２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 终止反应，每孔加 ５０μＬ，在酶联免疫检测仪上测各孔 ＯＤ４０５值，以

Ｐ／Ｎ＞２．５作为阳性判断标准。

试剂的配制方法如下：

（１）碳酸包被缓冲液：

Ｎａ２ＣＯ３ ．５９ｇ

ＮａＨＣＯ３ ２．９３ｇ

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调 ｐＨ至 ９．６。

（２）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ＢＳ缓冲液：

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 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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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２ＰＯ４ ０．２ｇ

ＮａＣｌ ８ｇ

定容至 ５０００ｍＬ，调 ｐＨ至 ７．４。

（３）ＰＢＳＴ洗涤液：

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ＢＳ １０００ｍＬ

Ｔｗｅｅｎ－２０ ０．５ｍＬ

混合均匀即可。

（４）封闭液：

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ＢＳＴ中加入牛血清白蛋白至终浓度 ５％

（５）底物缓冲液：

０．２ｍｏｌ／ＬＮａ２ＨＰＯ４ ２５．７ｍＬ

０．１ｍｏｌ／Ｌ柠檬酸 ２４．３ｍＬ

邻苯二胺 ２０ｍｇ

双氧水 ３０μＬ

混合均匀即可。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内含体在植物病毒病害研究中有何意义？

２．绘烟草花叶病毒内含体形态图。

３．简述 ＥＬＩＳＡ检测技术的原理，记录 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整理并分析实验结果。

实验６ 植物寄生线虫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线虫是低等无脊椎动物，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寄生在植物上的线虫，

约 ２６００种，是一类植物病原，仅次于真菌、细菌和病毒。有些植物线虫是病毒的传播介体或为

植物根病的传播者，而且常与其他病原物一起造成复合侵染。植物受线虫危害后表现的症状与

一般的植物病害症状相似。近年来，线虫病害发生日趋严重，线虫学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

视，已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

一、目的要求

熟悉植物病原线虫的基本形态及其所致病害的症状特点，学习分离和鉴定主要植物病原线

虫的方法。

二、仪器用品

幻灯片，投影仪，计算机，多媒体设备等；模型，多媒体课件；显微镜，解剖镜，离心机，离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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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筛（４０目、６０目、２３５目及 ５００目），漏斗，漏斗架，乳胶管，培养皿，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刀

片，挑针，徒手切片工具，蒸馏水滴瓶，擦镜纸等。

三、实验材料

植物线虫病害的玻片标本及新鲜标本（虫瘿、根结、胞囊）：小麦粒线虫病（Ａｎｇｕｉｎａｔｒｉｔｉｃｉ）、

甘薯茎线虫病（Ｄｉ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水稻干尖线虫病（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ｂｅｓｓｅｙｉ）、花生根结线虫病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及大豆胞囊线虫病（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ｇｌｙｃｉｎｅｓ）标本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植物线虫病害症状

植物受线虫为害后，除与真菌、细菌、病毒等病原物引起的病害症状相似处外，也有其特有的

症状。线虫多在地下活动，根部受害比较多见。有的根生长点受破坏而停止生长或卷曲，有的根

上形成瘤肿或过度分支而形成发根或须根团。植物根部受害后，地上部生长受到影响而表现植

株矮缩、色泽失常和早衰，严重时整株枯死；植株地上部的症状有顶芽和花芽坏死，茎叶卷曲或组

织坏死，形成叶瘿或种瘿等。

植物病原线虫不同属所致症状也有一定的区别，根结线虫和胞囊线虫所致病害地上部一般

无特异症状，仅表现生长不良、植株萎黄，地下部须根明显增多，往往形成须根团。根结线虫刺激

根部肿胀形成根结，而胞囊线虫则不形成根结，但可直接看见附着在根侧的雌虫体；粒线虫为害

地上部分，使茎叶扭曲，穗部变形，子粒变为虫瘿；茎线虫主要为害地下部分，使块根、块茎、鳞茎

呈干腐状或湿腐状，地上只略见茎叶呈波状卷曲、发育迟缓等；滑刃线虫为害叶片和芽引起局部

干枯坏死等。

观察小麦粒线虫病、甘薯茎线虫病、水稻干尖线虫病、花生根结线虫病、大豆胞囊线虫病等线

虫病害标本，注意症状特点。

（二）主要植物寄生线虫形态观察

线虫的种类和数量仅次于昆虫。根据线虫尾部侧面感觉孔———侧尾腺口的有无，线虫门分

为侧尾腺口纲（Ｓｅｃｅｒｎｅｎｔｅａ）和无侧尾腺口纲（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ｅａ），植物寄生线虫绝大多数在侧尾腺口

纲中，其中主要是垫刃目（Ｔｙｌｅｎｃｈｉｄａ）线虫，特别是该目中垫刃总科（Ｔｙ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ａ）和滑刃总科

（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ａ）中的某些种类对植物有致病性。取提供的病害标本，分离、挑取病组织中的线

虫制片，观察线虫的基本形态。

（１）切取浸泡的小麦粒线虫病虫瘿制片镜检，可见到成虫、幼虫和卵。注意观察虫体形态，

雌成虫虫体呈肥胖卷曲状，颈部缢缩，肛门孔退化。雄成虫虫体细长，略弯，交合伞包至尾尖。

（２）挑取甘薯茎线虫病病组织制片，低倍镜下镜检可见到成虫、幼虫和卵。注意镜检雌雄虫

体形态，雌虫阴门位置，雄虫交合伞不包至尾尖，交合刺基部变宽，并有突起等特点。观察线虫口

针、食道球形态、卵在雌虫体内的排列等，能否见到不同龄期的线虫？

（３）取漂浮器分离的大豆胞囊线虫胞囊，在解剖镜下观察胞囊的形状、颜色，区分头尾部，然

后在低倍显微镜下压破胞囊（或取制备片），镜检胞囊内卵或二龄幼虫的形态。虫体内是否充满

了卵？虫体形状和颜色如何？

（４）镜检花生根结线虫或茄科植物根结线虫制备片，或直接挑取病组织内的雌虫制片。注

    
    

    
    

    
 



实验 ７ 昆虫的一般形态结构 １９

意雌、雄虫体形态和胞囊线虫属有何不同？虫卵产于何处？

（５）镜检水稻干尖线虫制备片，注意观察雄虫尾端弯曲成镰刀形尾尖有４个突起，雌虫尾端

不弯曲等特点。

（三）线虫分离技术

１．贝曼漏斗分离法：分离植物材料和土壤中能游动的活线虫。材料：甘薯茎线虫病组织。

２．淘洗过筛分离法：土壤中胞囊线虫的分离。材料：发生大豆胞囊线虫病的大豆田土壤。

３．离心漂浮分离法：分离土壤中的小型线虫和异皮科线虫的幼虫。材料：植物根际土壤。

观看线虫分离教学录像，了解线虫分离方法。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简述植物寄生线虫的寄生特点。

２．根结线虫和胞囊线虫为害根部时，症状有何不同？

３．绘甘薯茎线虫雄虫交合刺和交合伞形态图。

实验７ 昆虫的一般形态结构

昆虫是节肢动物门昆虫纲动物的统称，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这是它们在长期演化过程中，

对生活环境适应的结果。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大多数昆虫的体躯圆筒形，由坚硬的外壳和包

藏的内部器官组成。体躯可以分为头、胸、腹 ３个明显的体段。头部有 １对触角，１对复眼，有的

还有 １～３个单眼。胸部由 ３个体节组成，分节明显，生有 ３对足 ２对翅；腹部由 ９～１１节组成，

分节明显，节与节之间，以节间膜连接，末端有外生殖器。了解昆虫的一般形态结构对于识别昆

虫、掌握昆虫的生活习性、了解昆虫的生态环境及害虫防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通过对昆虫外部一般形态结构的观察，了解昆虫体躯的分段、附肢的着生部位及昆虫头式的

类型，掌握昆虫主要附肢及翅的基本构造。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镊子，蜡盘，解剖针，载玻片；投影仪，录像机，ＶＣＤ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录像

带和 ＶＣＤ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棉蝗（或东亚飞蝗）、黄粉虫、蝉、蝽象、蚜虫、步行虫、草蛉幼虫、菜粉蝶、黏虫雌蛾、黏虫雄蛾

等盒装和玻片标本，卵、幼虫、蛹的浸渍标本，生活史标本。

    
    

    
    

    
 



２０ 第一章 植物保护学基础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昆虫体躯基本构造的观察

取蝗虫 １头，使其头朝左，侧放在蜡盘内，用昆虫针自后胸插入，固定在蜡盘上，将盖在体背

的复翅和折叠的后翅拉开，分别用大头针固定在蜡盘上使两翅向上伸展而不遮盖体躯。

观察蝗虫体躯表面坚硬的表皮或外骨骼，它们的体躯和附肢都是分节的，体躯由 １８或 ２０个

原始体节组成，各体节按其功能的不同又趋向于“分段集中”，因而构成了头、胸、腹 ３个明显的

体段。

（二）昆虫头部的构造观察

头部是昆虫体躯的第 １体段，由 ４或 ６个体节愈合而成的坚硬的头壳，由于头壳的高度愈

合，头壳上已找不到分节的界限。头部着生有取食用的口器和感觉器官———眼和触角，所以头部

是取食和感觉的中心。

（三）昆虫胸部的构造观察

胸部是昆虫体躯的第 ２体段，由前胸、中胸、和后胸 ３个体段组成。取蝗虫 １头，观察前、中、

后胸连接的情况。前胸与具翅胸节分离，中后胸之间薄膜消失，紧密联结，每个胸节的侧腹面各

着生 １对翅。将前胸背板连前足取下，仔细观察背板、侧板和腹板并区分之。昆虫的中后胸背侧

方各着生 １对翅，故称具翅胸节，在构造上也发生了变化，背板、侧板和腹板都较发达，而且紧密

连接形成一块，利于飞行。

（四）昆虫腹部的构造观察

腹部是昆虫体躯的第 ３体段，昆虫腹部一般由 ８～１１节组成，分节明显，节与节之间，以节间

膜连接。取蝗虫 １头，观察其腹部的构造。用镊子轻轻拉蝗虫腹末，可以伸缩。在腹部末端着生

有附肢演化来的尾须和外生殖器。背板与腹板之间以膜相连，腹部第 １节两侧各有 １个听器，腹

部 １～８节各有 １个气门，气管系统通过气门与外界沟通。

（五）昆虫头式的观察

昆虫的头式常以口器在头部着生的位置与体躯主轴方向之间的关系而分成 ３类：

１．下口式 口器向下，与身体的纵轴垂直，如蝗虫、黏虫等。

２．前口式 口器向前，与身体纵轴平行，如步行虫、黄粉虫、草蛉幼虫等。

３．后口式 口器向后斜伸，与身体纵轴成一锐角，不用时常弯贴在身体腹面，如蝉、蝽象、蚜

虫等。

（六）昆虫触角的基本构造观察

昆虫的触角是 １对分节的附肢，一般着生在额区，具有感觉、嗅觉等功能，形状变化很大，但

基本构造相同，都是由柄节、梗节和鞭节组成。以蝗虫的触角为例，观察以下各部分：

１．柄节 是触角基部的一节，短而粗大，着生于触角窝内，四周有膜相连。

２．梗节 是触角的第 ２节，较柄节小。

３．鞭节 是触角的端节，又由许多亚节组成，一般昆虫触角的变化是在梗节和鞭节上。

（七）胸足的基本构造观察

胸足是胸部的附肢，着生在胸部侧腹面，是昆虫重要的行动器官。由于各种昆虫生活环境和

生活方式不同，足的构造与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而形成了多种类型，但基本构造相同。

    
    

    
    

    
 



实验８ 昆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的多样性 ２１

观察蝗虫的中足，由 ６部分组成。从基部向端部依次称为基节、转节、腿节、胫节、跗节和前

跗节。除前跗节外，各节大都呈管状，节间有膜相连，可以活动。基部着生在基节窝内，以膜与胸

部相连接。

（八）翅的基本构造观察

昆虫的翅不是附肢（鸟类及蝙蝠的翅是前肢），是由背板两侧体壁的褶延伸形成。昆虫的翅

一般近三角形，所以在展开时有三缘和三角，分别称做前缘、外缘和后缘，肩角、顶角和臀角。在

延伸过程中，褶的上、下壁之间有气管、血管及神经伸入，以后当上、下壁愈合时，沿气管等周围体

壁加厚，中间的管道包含气管等则形成了翅脉，以支持愈合成膜状的翅。翅中翅脉数目和分布称

为脉序。昆虫的脉序有无数的变化，是昆虫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

取蝗虫 １头，观察后翅的形状、翅脉的分布，区分翅面的分区。

（九）腹部外生殖器构造观察

１．雌性外生殖器 亦称产卵器。观察蝗虫的产卵器。自腹部第 ８节腹板生出 １对钻头状

的产卵瓣，称为第 １产卵瓣，自腹部第 ９节上生出 １对称为第 ３产卵瓣。二者组成产卵器，产卵

孔即开口于其内基部。第 ２产卵瓣着生于第 ９腹节的腹板上，很小，无甚作用，在第 １对产卵瓣

之间，产卵孔下方还有 １个小三角形薄片，称导卵器。

无特化产卵器的昆虫如鞘翅目、双翅目、鳞翅目等，它们的腹部末端若干节细长而套叠，产卵

时可以伸长。观察菜粉蝶或夜蛾科雌虫腹部末端的伪产卵器。

产卵器的有无、形状和构造的不同，反映了昆虫的产卵方式和生活习性。具有产卵器的昆虫

产卵在植物组织内或土里，如蝗虫、叶蜂等。无特化产卵器的昆虫，一般将卵产在寄主表面。

２．雄性外生殖器 亦称交配器。不同的昆虫交配器有不同变化，常作为区分属种的依据

之一。

（１）观察蝗虫雄虫 用镊子轻轻拉下下生殖板，可见其阳具呈钩状，无抱握器。

（２）观察黏虫雄蛾 腹末有 １对大型抱握器，可见到内部的阳具。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简要绘制棉蝗（或东亚飞蝗）体躯侧面观图，注明各体段及附肢的名称。

２．昆虫腹部与胸部在构造上有哪些不同之处？其构造与功能有什么关系？

３．描述棉蝗（或东亚飞蝗）触角及胸足的基本结构。

４．蝗虫类产卵器与鳞翅目蛾蝶类昆虫的产卵器有何不同？

５．如何理解昆虫头式的适应性变化？

实验８ 昆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的多样性

不同类别的昆虫，触角会有不同形态的特化，其变化多发生在鞭节上。即使同种雌雄之间也

有不同。因此，触角的形态常用作分类及鉴别雌雄之依据。昆虫的足主要适于步行，但随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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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不同，某些足在形态及功能上发生变化。绝大多数的昆虫都具有 ２对翅（少数 １对），分

别着生在中、后胸上。翅的质地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可作为分目的依据之一。因此了解和掌握昆

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的多样性，是认识和鉴别昆虫的基础。

一、目的要求

通过对昆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变化的观察，了解昆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的多样性，掌

握昆虫触角、足及翅的基本类型及假想脉序图。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镊子，蜡盘，解剖针，载玻片；多媒体设备等。

三、实验材料

昆虫触角、足和翅的玻片标本，蝉、蜻蜓、天牛、芫菁、叩头甲雄虫、大蚕蛾、天蛾、胡蜂、象甲、

金龟甲、蝇、蚊、虻、蝽象、蓟马、步行虫、黄粉虫、瓢甲、蝗虫、蜜蜂、螳螂、龙虱（雄）、蝼蛄等针插展

翅标本、盒装标本或液浸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昆虫触角形态结构的变化

观察各种类型的触角标本，并注意柄节、梗节、鞭节的变化。触角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鞭节部

分，其形状因种类不同而变化很大，大致可分为下列常见基本类型：

１．刚毛状 触角很短小，基部 １～２节稍粗，鞭节纤细，类似刚毛。如蝉、蜻蜓等的触角。

２．丝状或线状 触角细长如丝，鞭节各亚节大致相同，向端部逐渐变细。如蝗虫、天牛等的

触角。

３．念珠状或串珠状 触角各节大小相似，近于球形，整个触角形似一串念珠。如白蚁等的

触角。

４．锯齿状 鞭节的各亚节向一侧突出成三角形，整个触角形似锯条。如芫菁和叩头虫雄虫

的触角。

５．栉齿状或梳状 鞭节各亚节向一侧突出成梳齿，整个触角形如梳子。如绿豆象雄虫等的

触角。

６．羽状或双栉齿状 鞭节各亚节向两侧突出成细枝状，整个触角形如篦子或羽毛。如大蚕

蛾、家蚕蛾等的触角。

７．膝状、肘状或曲肱状 柄节特别长，梗节短小，鞭节由若干大小相似的亚节组成，基部柄

节与鞭节之间呈膝状或肘状弯曲。如胡蜂、象甲等的触角。

８．具芒状 触角较短，一般分为 ３节，端部一节膨大，其上生有一刚毛状的构造，称为触角

芒，芒上有时还有许多细毛。如蝇类的触角。

９．环毛状 除触角的基部两节外，鞭节的各亚节环生一圈细毛，愈靠近基部的细毛愈长，渐

渐向端部减少。如蚊类的触角。

１０．球杆状或棍棒状 鞭节基部若干亚节细长如丝，端部数节逐渐膨大如球，全形像一棒球

    
    

    
    

    
 



实验８ 昆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的多样性 ２３

杆。如蝶类的触角。

１１．锤状 类似球杆状，但端部数节突然膨大，末端平截，形状如锤。如部分瓢甲、郭公甲等

的触角。

１２．鳃叶状 鞭节的端部数节（３～７节）延展成薄片状叠合在一起，状如鱼鳃。如金龟类的

触角。

（二）昆虫胸足的形态结构的变化

１．步行足 一般比较细长，适于步行。如蝽、步行虫、黄粉虫等。

２．跳跃足 腿节特别发达，肌肉丰满，胫节细长而健壮，末端距发达，用于跳跃。如蝗虫、螽

蟖等的后足。

３．开掘足 形状扁平，粗壮而坚硬，适于掘土。如蝼蛄、金龟子的前足。

４．捕捉足 基节通常特别延长，腿节的腹面有槽，胫节可以折嵌其内，形似铡刀，用以捕捉

猎物。如螳螂的前足。

５．携粉足 胫节宽扁，两边生有长毛，构成携带花粉的“花粉篮”，第 １跗节长而扁，有硬毛，

用以梳集体毛上粘附的花粉，称“花粉刷”。如蜜蜂的后足。

６．游泳足 足扁平，生有较长的缘毛，用以划水。如龙虱、负子蝽等的后足。

７．抱握足 跗节特别膨大，其上生有吸盘状构造，在交配时用以抱持雌虫身体，为雄性龙虱

所特有。

８．攀缘足 跗节仅 １节，前跗节为一大型钩状的爪，胫节外缘有一指状突，当爪向内弯曲时，

尖端可与胫节的指状突密接，以夹住寄主毛发，为虱类所特有。

（三）翅的形态结构的变化

昆虫由于种类和翅的功能不同，因此翅的质地、大小、形状等也不同，同一种昆虫的前后翅也

可以不同。

１．膜翅 质地为膜质，薄而透明，翅脉明显可见。如蜂类、蜻蜓等的前后翅，甲虫、蝗虫、蝽

等的后翅。

２．复翅 质地较坚韧似皮革，翅脉大多可见，但一般不司飞行，平时覆盖在体背和后翅上，

有保护作用。蝗虫等直翅目昆虫的前翅属此类型。

３．鞘翅 质地坚硬如角质，翅脉不可见，不司飞翔，用以保护体背和后翅。甲虫类的前翅属

此类型，故甲虫类在分类上统称为鞘翅目。

４．半鞘翅 基半部为皮革质，端半部为膜质，膜质部的翅脉清晰可见。蝽类的前翅属此类

型，故蝽类昆虫在分类上统称为半翅目。

５．鳞翅 质地为膜质，但翅面上覆盖有密集的鳞片。如蛾、蝶类的前、后翅。故该类昆虫在

分类上统称为鳞翅目。

６．毛翅 质地也为膜质，但翅面上覆盖一层较稀疏的毛。如石蛾的前、后翅。该类昆虫在

分类上称为毛翅目。

７．缨翅 质地也为膜质，翅脉退化，翅狭长，在翅的周缘缀有很长的缨毛。如蓟马的前、后

翅。该类昆虫在分类上称为缨翅目。

８．平衡棒 为双翅目昆虫和雄蚧的后翅特化而成，形似小棍棒状，无飞翔作用，但在飞翔时

有保持体躯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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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翅脉和脉序

观察石蛾脉序。石蛾（毛翅目）前翅脉序近似假想脉序，与假想脉序图对比，辨认石蛾的

脉序。

（五）翅的连锁

昆虫的前后翅能一致行动是由于翅的连锁器的作用。

（１）观察蝉的前后翅连锁。

（２）观察蜜蜂的前后翅怎样连锁。注意后翅前缘的翅钩列。

（３）观察天蛾后翅前缘基部的翅缰和前翅下面的翅缰钩，注意怎样连锁。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石蛾前翅脉序图，注明各脉的名称。

２．昆虫触角、足和翅形态结构的适应性变化与其功能是如何统一的？

实验９ 昆虫口器的基本结构及变异类型

昆虫因食性和取食方式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口器类型。取食固体食物的为咀嚼式口器。

取食液体食物的为吸收式口器：其中吸食物体表面液体的为虹吸式口器或舐吸式口器，而吸食寄

主体内的汁液或血液的为刺吸式、锉吸式或捕吸式口器等。兼食固体和液体食物的为嚼吸式口

器。比较形态学研究表明，咀嚼式口器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类型，其他类型口器都是由咀嚼式口

器演化而来的。了解昆虫口器的基本结构及变异类型对防治害虫和利用益虫具有重要意义。

一、目的要求

解剖观察昆虫咀嚼式口器、刺吸式口器，观察嚼吸式口器、舐吸式口器、虹吸式口器的基本构

造，了解口器的变异情况和取食方式；观察几种幼虫口器的类型；掌握昆虫口器解剖的基本方法。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放大镜，镊子，蜡盘，解剖针，载玻片；多媒体教学设备等。

三、实验材料

蝗虫、黄粉虫成虫与幼虫、蝉、蝽象、蜜蜂、家蝇、天蛾、家蚕幼虫、蝇蛆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

玻片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咀嚼式口器的基本构造

蝗虫的口器是典型的咀嚼式口器。取蝗虫或黄粉虫的头 １个，仔细观察在唇基和两颊下面

    
    

    
    

    
 



实验９ 昆虫口器的基本结构及变异类型 ２５

的取食器官———口器。

蝗虫的口器由 １个上唇、１对上颚、１对下颚、下唇和舌５部分组成的。先用镊子拉动其各部

分，注意它们的活动方向，然后进行解剖。首先用镊子取下悬在唇基下面的一片上唇，再按左右

方向取下上颚，将头部反转沿后头孔上下方向将下颚取下，注意不要把基部拉断，最后将下唇和

舌取下。将取下的各部分依次排列在玻片上，分别观察其形态特征。

（二）刺吸式口器的基本构造

以蝉为例，其上唇为 １个三角形小片，上、下颚延长成一细长的口针，下唇延长为喙，其背面

中央有一细纵沟，用以包藏口针，一般有 ３节。用解剖针从基部将口针轻轻从沟内挑出，可分为

４根，先分开的两根为１对上颚，余下不易分开的两根为 １对下颚。１对上颚口针包在 １对下颚

口针的外面两侧，１对下颚口针的里面有由 ２条槽形成的粗细两个管，即吸收液体的食物管和分

泌唾液的唾管。舌位于口前腔内，其背壁与唇基形成食窦唧筒，其两侧即舌侧叶并入头壳，位于

后唇基两侧。

（三）嚼吸式口器的基本构造

以蜜蜂为例，其上唇为一横条状，上颚发达用以咀嚼花粉和筑巢，下颚、下唇合并为一个取食

的主要器官，成为吮吸花粉和水分的喙。

（四）虹吸式口器的基本构造

虹吸式口器为鳞翅目成虫蛾蝶所特有，以天蛾为例进行观察，其上唇仅有一狭条骨片，下颚

的外颚叶极度延长，卷曲为“钟表发条”似的喙，内侧凹陷成槽，当两下颚嵌合在一起，便构成一

个封闭的、管状的取食的食物道。

（五）舐吸式口器的基本构造

舐吸式口器是双翅目蝇类具有的口器。将家蝇标本放在解剖镜下观察，头部腹面突出一个

粗大的喙，它是由下唇形成的；喙的前端有两个椭圆形的瓣，称为唇瓣；在喙的基部（基喙）两侧

有 １对不分节的下颚须；喙的前壁凹成唇槽，上唇为一尖削的长片盖在唇槽的上面。用细针将上

唇挑起，一个尖削的舌在唇槽中央，在唇瓣上有许多环沟，液体食物顺环沟流到前口，进入食

物道。

（六）几种幼虫口器类型

１．蝇类幼虫的口器 蝇类幼虫（蝇蛆）的口器为刮吸式口器，蛆的头部不发达，缩入胸内。

口器仅是 １对口钩，口钩能上下活动，用以刮碎食物，然后借食窦唧筒的抽取作用，将液体食物吸

入消化道。

２．家蚕幼虫的口器 家蚕幼虫的口器为变化咀嚼式口器，上唇及上颚正常，下唇、下颚和舌

合并成为一个复合体，两侧为下颚，中央为下唇和舌，尖端具有突出的吐丝器。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咀嚼式口器构造图，并注明各部分名称。

２．列表比较咀嚼式、刺吸式、虹吸式、嚼吸式口器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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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举例说明哪些口器类型是属于吸收式口器。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实验１０ 昆虫生物学

昆虫生物学是研究昆虫生命活动的一门科学。昆虫在胚后发育过程中，不仅其体积不断生

长增大，发生着量的变化，在外部形态和内部组织器官等方面，也发生着周期性的质的改变。昆

虫在进化过程中，随着成虫与幼虫各方面的分化、翅的获得，以及幼虫期对生活环境的特殊适应

和其他生物学特性的分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变态类型。了解昆虫胚后发育中的形态变化及其

演化类型，是进行害虫防治、益虫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同时在仿生学、航空航天乃至刑

事侦破等领域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一、目的要求

通过对昆虫个体发育过程的观察，了解昆虫的卵、幼虫和蛹的类型及成虫的雌雄二型和多型

现象，掌握昆虫的两种主要变态类型。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镊子，培养皿，解剖针，载玻片；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录像片等。

三、实验材料

蝗虫、家蚕的生活史标本；螳螂、蝗虫、菜粉蝶、棉铃虫、蝽象、大青叶蝉、草蛉和玉米螟的卵；

蛆、蛴螬、寄生蜂、天牛和叶蜂的幼虫；棉铃虫、家蝇和天牛的蛹；犀金龟、黄粉虫、蜜蜂、白蚁、蛾

类、锹甲、蚊、蓑蛾的成虫。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变态类型

１．不全变态 以蝗虫为材料，观察不全变态的一个世代。蝗虫的一生经过卵、若虫和成虫 ３

个虫态。若虫和成虫在形态和习性上有哪些差异？

２．完全变态 以家蚕和黄粉虫为材料，观察全变态的一个世代。家蚕和黄粉虫一生经过

卵、幼虫、蛹和成虫 ４个虫态。幼虫和成虫在形态和习性上有哪些差异？主要在哪一个虫态

为害？

（二）观察卵的类型

卵的形态变化很大，可以根据形态学性状如形状、大小、颜色、卵壳上的刻纹及软硬程度等，

生物学性状如产卵时是散产还是成块产、产卵部位是在动植物表面或组织内、在土表或土中、卵

的排列及卵的保护方式等来区分卵的类型。

多数蝽类的卵呈桶形，整齐地排列在植物表面；菜粉蝶的卵呈瓶形，上有脊纹，散产于寄主植

物的叶片上；玉米螟的卵扁平，成块产于植物表面，形似鱼鳞；夜蛾的卵多为半球形，上有脊纹，散

产（如棉铃虫）或成块（甘蓝夜蛾），产在植物表面；飞蝗的卵聚产成块，产于土壤中，卵块呈长圆

柱形，外面包着一层胶质，成为卵囊，卵粒规则地排列在卵囊中；螳螂的卵聚产成块，外有松软而

    
    

    
    

    
 



实验１０ 昆虫生物学 ２７

具韧性的鞘；大青叶蝉雌成虫具有发达的产卵器，可以刺破寄主表皮组织，将卵产在植物组织中，

在寄主枝条上可看到半月形裂口和肿胀的表皮，揭开表皮，即可看到排列成行的长形卵粒；草蛉

的卵呈长卵形，产在 １条丝柄顶上。

（三）观察幼虫的类型

１．原足型 为一些寄生蜂所特有，这类昆虫卵黄含量少，幼虫在胚胎发育早期就孵化出来，

生活在寄主体内或卵内，浸没在营养丰富的介质中发育。它们的胸足和其他附肢只是一些简单

的突起，腹部分节或分节不完全。口器发育不全，很像一个发育不完全的胚胎。观察寄生蜂的示

范标本。

２．多足型 大多数鳞翅目、膜翅目的叶蜂及长翅目的幼虫是这类幼虫的典型例子，通称蠋。

其体躯通常由 １３节组成，没有特化的胸部与腹部，体壁柔软。头部具单眼、触角和咀嚼式口器。

胸部有 ３对胸足，腹部分节明显并具多对腹足。

３．寡足型 这类幼虫的特征是具有发达的胸足，没有腹足。常见于鞘翅目、毛翅目和部分

脉翅目昆虫的幼虫。

４．无足型 这类幼虫的特点是体躯上无任何附肢。由于它们通常生活在容易获得食料的

环境中，所以不仅行动器官退化，而且感觉器官等都不发达。

（四）观察蛹的类型

蛹是全变态类昆虫由幼虫转变为成虫过程中一个相对静止的虫态，通常分为 ３类。

１．离蛹 又称裸蛹，其特征是附肢和翅不贴在身体上，可以活动，腹部节间也能自由活动。

如脉翅目、鞘翅目、膜翅目等昆虫的蛹。观察天牛、黄粉虫的蛹。

２．被蛹 这类蛹的触角、足、翅等都紧贴于体上，不能活动，腹部体节部分或全部不能活动。

如鳞翅目的蛹。观察棉铃虫的蛹。

３．围蛹 是由最后两龄幼虫所脱的皮形成一个桶形的蛹壳，其中包藏着离蛹，为双翅目的

蝇类所特有。观察家蝇蛹的液浸标本，桶形蛹壳上仍有明显的分节痕迹，即是幼虫脱的皮，仔细

剥去蛹壳就可见到里面的离蛹。

（五）观察昆虫的雌雄二型及多型现象

１．多型现象 是指同种昆虫具有两种或更多不同类型个体的现象。多型现象在“社会性”

昆虫中特别明显。例如蜜蜂，除了能生殖的后蜂（即“蜂王”）和雄蜂外，还有不能生殖的全是雌

性的工蜂。观察蜜蜂这 ３种类型个体的标本，它们在大小、形态上（注意其后基、跗节等）有何区

别。

白蚁和蚂蚁也有多种类型。在同一窝白蚁中，可以具有包括雌雄在内的 ６种主要类型：３种

能生殖的雌性———大翅型（蚁后）、辅助生殖的短翅型与无翅型；２种不育型（雌或雄）———性二

型性工蚁和兵蚁；１种能生殖的雄蚁。观察白蚁多型性的标本，仔细区分这几种类型。

２．昆虫雌雄二型 昆虫雌雄个体间，除内、外生殖器官不同外，许多种类在个体大小、体型、

体色、构造等方面常有很大差异，这种现象称为雌雄二型。

用简易的形态特征鉴别昆虫的雌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介绍一些常见种类昆虫的简易形

态特征。

（１）蛾类 大部分蛾类有翅缰，雄蛾１根，雌蛾 ３根以上。

（２）尺蛾 有些尺蛾雄虫翅发达，而雌蛾的翅退化。如枣尺蛾、梨尺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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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锹甲 上颚的发达程度不同。雄虫的上颚很发达，前伸，有的分支呈鹿角状。雌虫的上

颚则小得多。

（４）蚊 触角细长，有轮生的细毛。雄虫触角的轮生毛很长，形成明显的环毛状触角。雌虫

的轮生毛很短，触角基本上为线状。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如何区分幼虫和若虫？

２．昆虫雌雄二型与多型现象在进化上有何意义？

实验１１ 昆虫的基本结构

昆虫种类繁多，不仅外部形态千姿百态，而且内部器官的构造也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同源性。

无论昆虫的内部器官和组织发生多大的变异，都可以从一个原始的模式出发，明确其变异的程度

和演化途径。了解昆虫内部各系统的基本结构，对了解其生理机能，分析昆虫的行为、习性、生态

适应，有效地开展害虫防治和益虫利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目的要求

了解昆虫内部器官的相互位置及基本形态，掌握昆虫解剖的一般方法。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显微镜，放大镜，镊子，蜡盘，解剖针，解剖剪，载玻片，洗瓶，大培养皿，小烧杯

（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石棉网，三角架，酒精灯；１０％ ＫＯＨ溶液，次甲基蓝或酸性复红染色剂，生理盐

水，乙醚。

三、实验材料

蝗虫、家蚕、蟋蟀的浸渍标本或活虫；昆虫体壁的玻片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昆虫体壁的基本结构观察

取体壁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１．表皮层 体壁外层，是皮细胞分泌的异质性非细胞层，它覆盖于整个虫体的表面，主要起

保护作用。

２．皮细胞层与底膜 位于表皮层的下面，为一连续的单细胞层，细胞的排列比较整齐，并以

底膜与血腔分隔。皮细胞近表皮层一侧的质膜多形成微茸毛（刷状边），它与表皮的分泌和沉积

有关。

    
    

    
    

    
 



实验 １１ 昆虫的基本结构 ２９

（二）昆虫内部器官的相互位置观察

昆虫的循环器官———背血管位于消化道的背面，经过体腔进行开管式循环，而脊椎动物的心

脏位于腹面，血液在封闭的血管内循环；昆虫中枢神经系统的腹神经索，位于消化道的腹面，而脊

椎动物的脊髓则位于身体背面；昆虫的排泄系统不完善，排泄器官———马氏管的排泄作用，是依

附于消化系统完成的；昆虫的呼吸系统为构造简单而分布却十分发达的气管系统，气体的交换是

由气管系统直接与组织之间进行的。

取蝗虫 １头，剪掉翅、足等，进行解剖。用解剖剪将蝗虫体躯的左半部剪掉。剪时先从腹部

末端肛门处开始沿着靠近背中线的地方剪开，直到头部。再沿腹中线的旁边剪开腹面，然后将左

半边体躯轻轻取下。注意由气门通入的银白色气管，是昆虫的呼吸气管。

将剩下的半边体躯放在蜡盘中用昆虫针沿剪开处斜插固定住。使体躯展开以便观察，然后

在蜡盘内放入清水浸泡虫体。用镊子轻轻去掉肌肉以便观察其内部器官。

最后观察消化道背侧面的生殖器官：一对卵巢，输卵管或睾丸、输精管。

（三）昆虫消化道的基本形态观察

取蝗虫 １头，沿背中线剪开（注意剪刀尖略向上挑起体壁，以免碰伤内脏）左右分开钉在蜡

盘内，放入生理盐水，去掉生殖系统使露出整个消化道，进行以下观察：

消化道分前肠、中肠和后肠 ３个部分。中肠又称胃，其前端向外突出 ６个长纺锤形胃盲囊。

中肠的后端附着许多细长丝管状结构，即马氏管，它的着生处为中后肠的分界。

（四）昆虫排泄器官的观察

取蝗虫和家蚕各 １头进行解剖，首先剥离出消化道，注意观察围绕在消化道四周的细长马氏

管着生的位置和数目。马氏管是弯曲的盲管，其端部着生在血腔中，还是附着在其他组织上？是

每根马氏管单独附着，还是末端汇合后再附着？

（五）昆虫循环系统（背血管）的观察

取 １只活蝗虫或蟋蟀，用乙醚麻醉后剪开腹部侧面，平展于蜡盘中，固定之后，注入生理盐水

并将蜡盘放在水浴上加温（约 ３０℃）。除去体壁中的其他部分（消化道、脂肪体、生殖系统等），

即可清晰地看到背面中央纵贯 １条透明的背血管。在背血管处滴加 １～２滴 ０．１％次甲基蓝生

理盐水，待着色后观察心翼肌的特征。

（六）昆虫呼吸系统的观察

取家蚕 １头，从背中线剪开家蚕体壁，固定在蜡盘中，可看到很多树状分支的黑色气管，气管

丛按体节配制，向外通气门。在一丛气管上找出伸向背面的背气管支、伸向腹面的腹气管支、伸

向内脏的脏气管支以及各气管支汇合而形成的气门气管干（纵气管干）。

另取一家蚕幼虫，由背中线剪开体壁，并投入 １０％ ＫＯＨ溶液中加热煮沸至虫体内脏腐烂成

浓褐色时为止，取出用水冲洗后观察其气管系统全貌。

（七）昆虫神经系统（腹神经索）的观察

选蝗虫 １头，沿背中线从腹部末端向前剪开至前胸背板前缘，然后由背面分开，固定在蜡盘

内，注入清水淹没虫体，将生殖器官、消化道的嗉囊至肛门部分取掉，观察腹神经索和神经节。注

意观察在胸部和腹部各有几对神经节，有无分支，是否可看到两节神经节间的神经连锁？

（八）昆虫生殖系统的观察

取雌雄蝗虫各 １头，剪去翅和足，然后沿背中线剪开，用昆虫针固定在蜡盘中，加清水淹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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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观察．

１．雌蝗 在消化道的背侧，并列着生 １对卵巢，卵巢由许多卵巢管组成，其中纵列着黄色的

椭圆形的卵。每一卵巢的端部为端丝，许多端丝集合而成悬带，附着于临近的脂肪体或体壁内

面。卵巢管的下端是以卵巢为管柄，与侧输卵管相连接的部分是输卵管，用以暂时贮放成熟的

卵。两根侧输卵管与中输卵管相连，向后至导卵器的基部。中输卵管的开口即为生殖孔，在输卵

管的背侧面有管状受精囊，用以接受和贮存雄性精子。在左右卵巢的前端各有一根管状曲折的

附腺，其分泌液可使产下的卵黏集成块。

２．雄蝗 在消化道的背侧有黄白色的块状物，即为睾丸。睾丸亦由许多睾丸小管组成，它

们都与细小的侧输精管相通。两根侧输精管与射精管相通，射精管即开口于阳具的端部，称生殖

孔。在射精管和输精管上，着生附腺 １对，其分泌液用以浸润精子。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制昆虫内部器官位置的纵切面或横切面图。

２．简述蝗虫体内主要器官的相对位置及名称。

３．体壁可分为哪些层次？作用是什么？

４．掌握昆虫主要内脏器官的构造特点和生理功能。

实验１２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１）

昆虫纲的分类主要依据翅的有无及其特征，变态类型，口器构造，触角类型以及昆虫化石等，

昆虫通常分为 ３５个目。在直翅目、半翅目、同翅目、缨翅目、鞘翅目昆虫中，仅同翅目全部种类是

植食性的，其余各目中，有些昆虫类群是农林作物、粮食、药材及干果、皮毛的重要害虫，有些昆虫

种类则对人类有益，可提供工业、药材、生活原料及观赏娱乐等。

一、目的要求

识别直翅目、半翅目、同翅目、缨翅目及鞘翅目昆虫的主要形态鉴别特征、主要科的特征与常

见种。

二、仪器用品

体视显微镜，透视显微镜，培养皿，昆虫针，放大镜，镊子，塑料泡沫板等；多媒体课件等；挂

图，录像片等。

三、实验材料

东亚飞蝗、中华稻蝗、蚱蜢、螽斯、蟋蟀、油葫芦、东方蝼蛄、烟蓟马、横纹蓟马、茶翅蝽、缘蝽、

猎蝽、三点盲蝽、花蝽、梨网蝽、蚱蝉、大青叶蝉、斑衣蜡蝉、褐飞虱、梨木虱、温室白粉虱、烟粉虱、

    
    

    
    

    
 



实验 １２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１） ３１

桃蚜、麦长管蚜、苹果绵蚜、葡萄根瘤蚜、朝鲜球坚蚧、吹绵蚧、虎甲、步甲、沟叩头甲、苹小吉丁虫、

黄粉甲、芫菁、星天牛、黄守瓜、象甲、豌豆象等盒装、浸渍及玻片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直翅目（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直翅目昆虫体中至大型。口器咀嚼式，触角丝状、剑状或棒状，单眼 ２～３个。前胸背板发

达，前翅革质，后翅膜质、宽大，能作扇状折叠。前足为步行足或开掘足，后足发达，多为跳跃足。

雌虫多具发达的剑状、刀状、矛状或钻头状产卵器。多具听器，雄虫大多能两翅摩擦或与后足摩

擦发音。腹末有尾须 １对。不全变态。多数种类为植食性，其中很多是植物的重要害虫。

１．螽蟖科（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ｉｄａｅ） 体多为绿色。触角丝状，长于身体。跗节 ４节，后足跳跃式。产

卵器刀状或剑状，产卵于植物枝条组织内或土中。多数种类为植食性，如中华螽蟖（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２．蟋蟀科（Ｇｒｙｌｌｉｄａｅ） 体多色暗。触角丝状，长于身体。跗节３节，后足跳跃式。产卵器针

状或长矛状。多数种类为植食性，为害各种作物。有些种类雄性好斗。如南方油葫芦（Ｇｒｙｌｌｕｓ

ｔｅｓｔａｃｅｕｓ）、迷卡斗蟋（Ｖｅｌａｒｉｆｉｃｔｏｒｕｓｍｉｃａｄｏ）等。

３．蝗科（Ａｃｒｉｄｉｄａｅ） 体粗壮。触角短，多数丝状、少数剑状或棒状。前胸背板马鞍型。跗

节 ３节，后足跳跃式。具腹听器。产卵器凿头状。如东亚飞蝗（Ｌｏｃｕｓｔ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中

华稻蝗（Ｏｘｙａｈｅｓｉｓ）等。

４．蝼蛄科（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ｉｄａｅ） 触角丝状，短于身体。前足开掘足。前翅甚小，后翅伸出，腹末

似尾状。跗节 ３节。尾须长。产卵器退化，不外露。土栖性，为地下害虫。如单刺蝼蛄（Ｇｒｙｌｌｏ-

ｔａｌｐａｕｎｉｓｐｉｎａ）、东方蝼蛄（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

（二）缨翅目（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缨翅目昆虫体小型至微小型。触角 ６～１０节，丝状或念珠状。锉吸式口器。翅膜质、狭长，

翅脉最多有 ２条纵脉，边缘具长缨毛称为缨翅。足跗节 １～２节，末端具泡状中垫，爪 １～２个。

产卵器锯状、管状或无。过渐变态。多数种类为植食性，为害农作物等。少数种类为捕食性，可

捕食蚜虫、粉虱、螨类等。

１．蓟马科（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触角丝状 ６～８节，末端 １～２节形成端刺，第 ３、４节上有锥状感觉

器。有翅者翅狭而尖，前翅常具 ２条纵脉，缺横脉。产卵器发达、锯齿状，腹向弯曲。多数种类为

植食性。如为害棉花 、烟草、葱类的烟蓟马（Ｔｈｒｉｐｓｔａｂａｃｉ）等。

２．纹蓟马科（Ａｅｏｌ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体粗壮。触角 ９节，第 ３、４节有长形感觉器，末端 ５节愈合。

前翅宽阔，末端钝圆，有横脉，翅上常有暗色斑纹。产卵器锯状，背向弯曲。重要的种类有横纹蓟

马（Ａｅｏｌｏｔｈｒｉｐ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三）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半翅目昆虫体小至中型，体壁坚硬，扁平。刺吸式口器，从头部的前端伸出。触角丝状，４～５

节。前胸背板和中胸小盾片发达；前翅基半部革质，端半部膜质，称半鞘翅。胸部腹面常具臭腺。

不全变态。多数种类为植食性，刺吸植物的幼枝、嫩茎、嫩叶和果实，少数种类捕食其他害虫。

１．蝽科（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触角多数为５节，极少数４节。喙４节。前胸背板常呈六角形。前

翅分为革片、爪片、膜片 ３部分；中胸小盾片发达，三角形或舌状，至少超过前翅爪片的长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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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种类为植食性，重要的害虫有菜蝽（Ｅｕｒｙｄｅｍａｄｏｍｉｎｕｌｕｓ）、茶翅蝽（Ｈａｌｙｏｍｏｒｐｈａｈａｌｙｓ）等。

２．缘蝽科（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体较狭长，两侧缘平行。触角 ４节，喙 ４节。中胸小盾片三角形，短

于前翅爪片。前翅膜片上有 ５条以上平行的纵脉，基部常无翅室。后足腿节有时膨大，或具齿

列。后胸侧板臭腺沟显著。全部种类为植食性，如为害水稻的稻棘缘蝽（Ｃｌｅｔｕｓｐｕｎｃｔｉｇｅｒ）等。

３．猎蝽科（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触角 ４或 ５节。喙 ３节，粗短，基部不紧贴于腹面，

弯曲。前翅仅分革片、爪片和膜片，膜片基部有 ２个大型翅室，其上发出 １～２条纵脉。肉食性，

捕食各种昆虫、蜘蛛等，如黄足直头猎蝽（Ｓｉｒｔｈｅｎｅａｆｌａｖｉｐｅｓ）等。

４．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体小至中型。触角 ４节。无单眼，喙 ４节。前翅分为革片、爪片、楔片

及膜片 ４部分，在膜片基部有 １～２个小翅室。多数种类为植食性，少数种类为捕食性，捕食蚜

虫、螨类等，如三点盲蝽（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ｉｃｏｌｌｉｓ）等。

５．花蝽科（Ａｎｔ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体小型。常有单眼。触角 ４节，喙 ４节。前翅除革片、爪片、膜

片外，还有楔片，膜片上有简单的纵翅脉 ２～４条。多数种类为捕食性，以蚜虫、蓟马、蚧壳虫、粉

虱及螨类等为食，如微小花蝽（Ｏｒｉｕｓｍｉｎｕｔｕｓ）等。

６．网蝽科（Ｔｉｎｇｉｄａｅ） 体小型，体多扁平。触角４节，以第３节为最长，第４节纺锤形。喙 ４

节。前胸背板向后延伸盖住小盾片，且与前翅均有网状花纹；前翅革质，质地均一，脉纹网状。植

食性，成、若虫多在叶片背面为害，如梨网蝽（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ｔｉｓｎａｓｈｉ）等。

（四）同翅目（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同翅目昆虫体小至中型。刺吸式口器，从头部腹面后方伸出。前翅质地均一，革质或膜质。

触角丝状、刚毛状等。除粉虱及雄蚧壳虫属于过渐变态外，均为渐变态。均为植食性，有些种类

还能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害。

１．蝉科（Ｃｉｃａｄｉｄａｅ） 体多为大型。复眼发达，单眼 ３个，排列成三角形。触角刚毛状。前

足腿节膨大，开掘式；前翅膜质，透明。雄虫具发音器，位于腹基部腹面。成虫刺吸植物汁液并产

卵为害果树和林木枝条，若虫生活于土中吸食根部汁液，如蚱蝉（Ｃｒｙｐ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ａａｔｒａｔａ）等。

２．叶蝉科（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单眼多为 ２个。触角刚毛状。前翅革质，后翅膜

质；后足胫节内外两侧有成列的短刺状毛。产卵器锯齿状，多产卵于植物组织内，如大青叶蝉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等。

３．蜡蝉科（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美丽而奇特。触角锥状。胸部大，前胸背板横形；前

后翅发达，膜质，翅脉到端部多分叉并多有横脉，呈网状。后足胫节多刺。常见的种类如斑衣蜡

蝉（Ｌｙｃｏｒｍａ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等。

４．飞虱科（Ｄｅｌｐｈａｃｉｄａｅ） 体小型。触角锥状。前胸背板衣领形。翅膜质。后足胫节有 ２

枚大刺，末端有 １枚大型可活动的距，这是本科最显著的鉴别特征。雌虫产卵于植物组织内。多

为害禾本科植物。如为害水稻的灰飞虱（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ａ）等。

５．木虱科（Ｐｓｙｌｌｉｄａｅ） 体小型。单眼 ３个。触角 １０节，末端有 ２条长短不一的刚毛。前翅

革质或膜质，由 Ｒ、Ｍ、Ｃｕ基部愈合成１条较长的主干；后翅膜质翅脉简单。若虫常分泌蜡质盖在

身体上，多为害木本植物。如中国梨木虱（Ｐｓｙ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６．粉虱科（Ａｌｅｙｒｏｄｉｄａｅ） 体小而纤弱，体及翅上常有白色蜡粉。单眼 ２个；触角 ７节。前

翅翅脉简单，由 Ｒ、Ｍ、Ｃｕ基部愈合成１条较短的主干；后翅膜质，仅１条纵脉。主要危害蔬菜、花

卉、果树和林木。如柑绿粉虱（Ｄ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ｃｉｔｒｉ）和温室白粉虱（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ｖａｐｏａｒｉｏｒｕｍ）等。

    
    

    
    

    
 



实验 １２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１） ３３

７．蚜科（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体细小而柔软。触角通常 ６节，末节中部突然变细，分为基部和鞭部

２部分，第 ３～６节基部有圆形感觉圈。翅膜质，前翅中脉分叉 １～２次。腹部第 ６节着生腹管 １

对，腹部末端有尾片 １个。农业上的重要害虫有桃蚜（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麦长管蚜（Ｓｉｔｏｉｏｎａｖｅｎａｅ）

等。

８．瘿绵蚜科（Ｐｅｍｐｈｉｇｉｄａｅ） 触角 ５～６节，感觉圈条状或环状。有翅蚜的前翅有斜脉４条，

后翅斜脉 １条。腹管退化成孔状或消失；尾片半月形。蜡腺发达，无翅胎生雌蚜体被白色棉絮状

蜡粉。如苹果绵蚜（Ｅｒｉｏｓｏｍａｌａｎｉｇｅｒｕｍ）等。

９．根瘤蚜科（Ｐｈｙｌｌｏｘｅｒｉｄａｅ） 体小形。触角短小，仅 ３节，上着生纵长形的感觉圈 ２个。前

翅斜脉 ３条，后翅缺斜脉。尾片半月形，无腹管。生活史较复杂，有根瘤型及叶瘿型之分，形态因

型而异。如葡萄根瘤蚜（Ｖｉｔｅｕｓｖｉｔｉｆｏｌｉｉ）等。

１０．蚧总科（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多为小型，形态奇特。多数种类以固定不动的吸食植物汁液的方

式为害，体表常披有介壳或各种粉状、绵状等蜡质分泌物。雌、雄成虫异型。雌虫身体多没有明

显头、胸、腹 ３部分的区分，无翅。雄虫仅 １对前翅，后翅特化成平衡棒。多数种类以为害木本植

物为主，是果树及林木的重要害虫。如朝鲜球坚蚧（Ｄｉｄｅｓｍｏｃｏｃｃｕｓｋｏｒｅａｎｕｓ）、吹绵蚧（Ｉｃｅｒｙａｐｕｒ-

ｃｈａｓｉ）、草履蚧（Ｄｒｏｓｉｃｈ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等。

（五）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体壁坚硬。口器咀嚼式；触角类型不一。前翅鞘质，坚硬，静止时置于体背，中胸小盾片多外

露；后翅膜质。全变态。幼虫寡足型，咀嚼式口器，一些钻蛀性种类完全无足。蛹多为裸蛹。多

数种类为植食性，取食植物的各器官及其产品。此外，还有肉食性、腐食性及少数寄生性种类。

１．步甲科（Ｃａｒａｂｉｄａｅ） 体小至大型。多为黑色或褐色，带有金属光泽。前口式，头窄于前

胸背板。唇基窄于两触角基部；触角丝状，１１节。跗节式 ５－５－５。幼虫第 ９腹节有尾突。多为

捕食性，少数种类植食性。常见的捕食性种类，如金星步甲（Ｃａｌｏｓ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等。

２．虎甲科（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ｉｄａｅ） 体中等大小，常具金属光泽。下口式，头略宽于前胸背板；唇基较

两触角基部为宽；复眼大而突出；触角丝状，１１节。跗节式 ５－５－５。成虫行动敏捷，捕食各种昆

虫。幼虫第 ５腹节背面突起上着生 １～３对倒钩，栖于沙质的洞穴中，捕食蚂蚁及小虫等。如中

华虎甲（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３．叩甲科（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体小至大型，狭长。触角锯齿状或丝状。前胸背板两后侧角锐刺

状，前胸腹板突长刺状，纳入中胸腹板的凹窝内，形成弹跳和叩头关节；跗节式 ５－５－５。幼虫体

细长，多为黄色或黄褐色，光滑、坚韧，称金针虫。多生活于土中取食植物的地下部分。如沟金针

虫（Ｐｌｅｏｎｏｍｕｓ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ｕｓ）等。

４．吉丁甲科（Ｂｕｐｒｅｓｔ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多数具金属光泽。头较小，下口式，嵌入前胸；触

角 １１节，多为锯齿状。前胸背板宽大于长，两后侧角非刺状；前胸腹板突嵌于中胸腹板上，且与

中胸紧密相连，不可活动。腹部 １、２节腹板常愈合；跗节式 ５－５－５。幼虫体扁，头小，前胸膨

大，胸足退化。吉丁甲是重要的林木蛀干害虫，如柑橘吉丁甲（Ａｇｒｉｌｕｓａｕ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ｓ）等。

５．瓢甲科（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半球形，鞘翅上常有红、黄、黑等斑纹。头小，一部

分隐藏在前胸背板下；触角锤状或短棒状。跗节隐 ４节（拟 ３节）。幼虫体多纺锤形，体上常有

枝刺、瘤突。大多数种类以成、幼虫捕食蚜虫、蚧壳虫、粉虱等，如七星瓢虫（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

ｔａｔａ）；少数种类为害植物，如马铃薯瓢虫（Ｈｅｎｏｓｅｐｉｌａｃｈｎａｖｉｇｉｎｔｉ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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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拟步甲科（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体小至大型，黑色或赤黑色。前口式或下口式，头较小，部分

嵌入前胸内；触角 １１节，丝状或锤状。多数种类跗节式 ５－５－４。幼虫外形似金针虫，但前足大

于中、后足。幼虫多以植物的地下部分为食，如网目拟步甲（Ｏｐａｔｒｕｍｓｕｂａｒａｔｕｍ）。有些种类是重

要的仓库害虫，如杂拟谷盗（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ｃｏｎｆｕｓｕｍ）、黄粉虫（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ｍｏｌｉｔｏｒ）等。

７．芫菁科（Ｍｅｌｏｉｄａｅ） 体中型，鞘翅柔软。下口式，后头急缢如颈；复眼大；触角１１节，丝状

或锯齿状。前胸较鞘翅狭窄。跗节式 ５－５－４。复变态。幼虫取食蝗卵，成虫多为害豆科植物。

如毛角豆芫菁（Ｅｐｉｃａｕｔａｈｉｒｔｉｃｏｒｎｉｓ）等。

８．金龟总科（Ｓｃａｒａｂａｏｉｄｅａ） 体中至大型。触角鳃叶状。前足能开掘，胫节变扁，外缘具数

个锐齿，跗节 ５节。腹部末节背板常外露。幼虫为蛴螬，体白色，腹部向腹面弯曲成“Ｃ”形。可

分为粪食性和植食性 ２大类，后者为重要的地下害虫。如华北大黑鳃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ｏｂｌｉｔａ）、棕

色鳃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ｔｉｔａｎｕｓ）等。

９．天牛科（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狭长。触角丝状，着生在额瘤上，超过体长的 ２／

３；复眼肾形并围绕于触角基部。跗节隐 ５节（拟 ４节）。为害木本植物，以幼虫蛀食树干、枝

条或根部。幼虫圆柱形，多为乳白色，体柔软，胸足大都退化。如星天牛（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等。

１０．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体多呈卵形或长形，色鲜艳或有金属光泽。触角丝状，１１节，

长不及体长之半；复眼圆形。跗节隐 ５节。幼虫常有瘤突或毛丛。成、幼虫均为植食性，如黄守

瓜（Ａｕ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等。

１１．象甲科（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体小至大型。头部延伸成喙状，口器位于喙前端；触角多膝状，

末端 ３节呈锤状。跗节隐 ５节。幼虫体柔软，肥胖而弯曲，无足。成、幼虫均为植食性。如棉尖

象甲（Ｐｈｙｔｏｓｃａｐｈｕｓｇｏｓｓｙｐｉｉ）等。

１２．豆象科（Ｂｒｕｃｈｉｄａｅ） 体小，卵圆形。触角锯齿状、栉齿状或棒状。头成短喙状。复眼下

缘具“Ｖ”形缺刻。鞘翅短，末端截形，腹部末端外露。跗节隐 ５节。幼虫白色或黄色，柔软肥胖，

向腹面弯曲，无足。成虫喜在豆荚上产卵，幼虫孵化后钻入豆粒为害，成虫羽化后从豆粒钻出，如

豌豆象（Ｂｒｕｃｈｕｓｐｉｓｓｏｒｕｍ）等。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列表比较有关各科的主要区别。

２．绘图比较叶蝉与飞虱、盲蝽与花蝽的主要区别特征。

实验１３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２）

鳞翅目是昆虫纲中第 ２个大目，包括许多为害农林植物的重要害虫，但也有不少可供人们观

赏的蝴蝶。在双翅目、膜翅目昆虫类群中，有些是以农林植物为食的害虫，但也有不少是绿色植

物的“忠诚卫士”，尤其是膜翅目昆虫是害虫天敌的重要类群，它们能捕食或寄生于其他有害生

    
    

    
    

    
 



实验 １３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２） ３５

物，在生物防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目的要求

了解识别鳞翅目、膜翅目、双翅目的主要形态鉴别特征及主要科的特征与常见种。

二、仪器用品

体视显微镜，显微镜，培养皿，昆虫针，放大镜，镊子，塑料泡沫板；多媒体课件等。

三、实验材料

菜粉蝶、黄凤蝶、蛱蝶、直纹稻苞虫、眼蝶、灰蝶、豆天蛾、蓖麻蚕、苹果舟蛾、红缘灯蛾、棉铃

虫、柳毒蛾、松毛虫、大豆尺蛾、黄刺蛾、梨星毛虫、大蓑蛾、苹小卷叶蛾、亚洲玉米螟、桃蛀果蛾、苹

果透翅蛾、金纹细蛾、桃潜叶蛾、小菜蛾等昆虫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鳞翅目昆虫体、翅被有鳞片或鳞毛鳞翅。触角丝状、羽状、球杆状等。口器虹吸式。全变态，

幼虫为多足型，蛹为被蛹。幼虫口器咀嚼式，绝大多数植食性，或为害植物的叶、芽，或钻蛀茎、

根、果实，或为害储藏物等。

成虫的鉴别，主要根据翅的脉序、斑纹、联络方式等特征。蝶类和蛾类的主要区别在于：蝶类

触角球杆状，静止时翅直立于体背，白天活动；蛾类触角非球杆状，静止时翅呈屋脊状或平放体

侧，夜间活动。

１．粉蝶科（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体中型，白色或黄色，有黑色或红色斑纹。前翅三角形，具 Ａ脉 １条；

后翅卵圆形，Ａ脉 ２条。幼虫体表具许多小突起及次生刚毛，每个体节常分为 ４～６个小环。食

叶为害，如菜粉蝶（Ｐｉｅｒｉｓｒａｐａｅ）等。

２．凤蝶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色鲜艳。前后翅三角形；前翅 Ａ脉 ２条；后翅 Ａ脉 １

条，外缘波状并常有一尾突。幼虫光滑无毛，前胸背中央具“丫”形臭腺，受惊动时翻出。幼虫食

叶，多为害芸香科、伞形花科等植物，如柑橘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ｘｕｔｈｕｓ）等。

３．蛱蝶科（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翅色鲜明。前足退化，短小无爪。触角锤状部分特

别膨大。前翅 Ｒ脉５条，常共柄；后翅 Ａ脉 ２条。幼虫头部常有突起，体上生有枝刺，食叶为害，

如大红蛱蝶（Ｖａｎｅｓｓａｉｎｄｉｃａ）等。

４．弄蝶科（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较粗壮。头大。触角基部远离，末端呈钩状。前翅

径脉 ５支，无共柄现象。翅多为黑褐色或茶褐色，具透明斑。幼虫纺锤形，前胸细瘦似颈状；腹末

有臀栉。多卷叶为害，如直纹稻弄蝶（Ｐａｒｎａｒａｇｕｔｔａｔａ）等。

５．眼蝶科（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翅面上常有眼状斑。前足退化。前翅 Ｓｃ、Ｃｕ、２Ａ脉基

部特别膨大。幼虫纺锤形，头比前胸大，常有 ２个角状突。主要为害禾本科植物，如稻黄褐眼蝶

（Ｍｙｃａｌｅｓｉｓｇｏｔａｍａ）等。

６．灰蝶科（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复眼周缘及触角各节有白色环纹。翅常为蓝色、古

铜色、黑褐色或橙色，有金属闪光。翅反面常为灰色，有眼状斑。后翅常有纤细的尾突。雌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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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正常，雄蝶前足跗节常退化。幼虫体扁平，蛞蝓形，密生刺毛。多为植食性，如豆灰蝶（Ｐｌｅｂｅｊｕｓ

ａｒｇｕｓ）等。

７．天蛾科（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体大型，粗壮，纺锤形。喙发达，触角丝状，中部粗，末端弯曲成小

钩状。前翅狭长，顶角尖锐，外缘倾斜；后翅较小。后翅的 Ｓｃ＋Ｒ１ 与 Ｒｓ在靠近中室中部有一横

脉相连。幼虫中至大型，粗壮，各体节分为 ８个小环。第 ８腹节背面有一尾角。食叶为害，如豆

天蛾（Ｃｌａｎｉｓｂｉｌｉｎｅａｔａｔｓｉｎｇｔａｕｉｃａ）等。

８．大蚕蛾科（Ｓａｔｕｒｎｉｉｄａｅ） 体大型。触角双栉状。翅中央常有一透明眼状斑，无翅缰。前

翅 Ｒ仅３或 ４支。后翅仅 １条 Ａ脉，有的种类具尾突。幼虫体具枝刺或瘤突。多为害叶片，如

蓖麻蚕（Ｓａｍｉａｃｙｎｔｈｉａｒｉｃｉｎｉ）等。

９．舟蛾科（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体中型。喙不发达。雄蛾触角多为双栉状，雌蛾多为丝状。后

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平行、靠近。幼虫臀足退化或成枝状，栖息时头尾举起似舟状。主要食叶为害木

本植物，如苹果舟蛾（Ｐｈａｌｅｒ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等。

１０．灯蛾科（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体中型，色泽较鲜艳，常为白色、黄色或红色，有黑点斑。喙退化。

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在基部愈合至中室 １／２处或更外方。幼虫体披浓密的长刚毛。植食性，食叶

为害，如红缘灯蛾（Ａｍｓａｃｔａｌａｃｔｉｎｅａ）等。

１１．夜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体中型，粗壮。喙发达。触角丝状，雄蛾有时双栉状。前翅近长方

形，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在中室基部仅有一点接触，又复分开。幼虫通常粗壮，常具５对腹足，但有

些种类第 １、２对腹足退化。幼虫植食性，多数食叶或地下为害，少数钻蛀为害，如棉铃虫（Ｈｅｌｉ-

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ｉｇｅｒａ）等。

１２．毒蛾科（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ｉｄａｅ） 体中型，粗壮多毛。喙退化，无单眼。触角双栉状。雌虫有时

无翅，腹末有毛簇，产卵时用以遮盖卵块。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在中室基部约 １／３处相连接，又复

分开。幼虫体被长毛，腹部第 ６、７节背面有翻缩腺。植食性，食叶为害，如舞毒蛾（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ｄｉｓ-

ｐａｒ）等。

１３．枯叶蛾科（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粗壮而多毛，静止时形似枯叶状。喙退化，触

角双栉状。后翅无翅缰；肩角发达，有肩脉 １条以上。幼虫粗壮，披密毛。为害树叶，如松毛虫

（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ｕｓｓｐｐ．）、杏枯叶蛾（Ｏｄｏｎｅｓｔｉｓｐｒｕｎｉ）等。

１４．尺蛾科（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体小至大型，细弱。翅薄而宽大，静止时四翅平展于体侧，有的

雌虫翅退化；后翅 Ｓｃ＋Ｒ１ 在翅基部急剧弯曲，与 Ｒｓ合并或靠近。幼虫体细长，仅 ２对腹足。多

取食作物、果树的叶片，如枣尺蛾（Ｓｕｃｒａｊｕｊｕｂａ）等。

１５．刺蛾科（Ｌｉｍａｃｏｄｉｄａｅ） 体中型，密生厚鳞毛。喙退化。雌蛾触角丝状，雄蛾双栉状。翅

短而阔，前后翅中室内均有 Ｍ脉主干；前翅 Ｒ４ 与 Ｒ５ 常共并；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仅在基部分离或

沿中室基半部愈合。幼虫蛞蝓形，头小，能缩入前胸内，体生枝刺或毒毛。食叶为害，如黄刺蛾

（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等。

１６．斑蛾科（Ｚｙｇａｅｎｉｄａｅ） 小至中型，色彩常鲜艳。喙发达。雄蛾触角双栉状。翅中室内有

Ｍ脉主干，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在中室末端之前愈合或有一横脉相连。幼虫粗短，纺锤形，头小，能

收缩于前胸内，毛瘤上生长毛。食叶为害，如梨星毛虫（Ｉｌｌｉｂｅｒｉｓｐｒｕｎｉ）等。

１７．蓑蛾科（Ｐｓｙｃｈｉｄａｅ） 体中型。雄蛾具翅，翅面鳞片稀少。喙退化，触角双栉齿状。Ｍ脉

在中室内可见；雌虫无翅，幼虫型，终生生活于幼虫缀成的巢中。幼虫在囊袋内，行动或取食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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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胸伸出，老熟后在袋内化蛹。幼虫食叶为害，如大袋蛾（Ｃｌａｎ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等。

１８．卷蛾科（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体小型，多为褐色或棕色。前翅近长方形，静止时两翅合拢呈吊

钟状。前翅翅脉均从基部或中室直接伸出，Ｃｕ２ 从中室末 １／４之前分出。幼虫主要卷叶为害果

树等木本植物，如苹小卷蛾（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ｏｒａｎａ）等。

１９．螟蛾科（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触角丝状．下唇须发达。前翅多三角形，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接近、平行或越过中室后有一小段合并。幼虫体细长，仅具原生刚毛。植食性，常生活在隐

蔽场所，钻蛀茎秆、果实、种子或卷叶为害，如亚洲玉米螟（Ｏｓｔｒｉｎｉａｆｕｒｎａｃａｌｉｓ）等。

２０．蛀果蛾科（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ｉｄａｅ） 体小型。前翅较宽，翅面有直立的鳞片簇；后翅 Ｃｕ１ 有一基

栉。幼虫主要进行蛀果为害，如桃蛀果蛾（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ｓａｓａｋｉｉ）等。

２１．透翅蛾科（Ｓｅｓｉｉｄａｅ） 小至中型。翅狭长，通常有无鳞片的透明区，极似蜂。触角略呈

棍棒状或双栉齿状。腹末有一特殊的扇状鳞簇。幼虫多为害果树及林木，钻蛀枝干，如苹果透翅

蛾（Ａｅｇｅｒｉａｈｅｃｔｏｒ）等。

２２．细蛾科（Ｇｒ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ｉｄａｅ） 体微小。翅狭长，具长缨毛；前翅色彩鲜艳；前翅中室直而长，

占翅长度的 ２／３～３／４；后翅狭长无中室。成虫停息时触角前伸，以前足和中足将身体前部撑起，

使身体和所站物面成一角度。幼虫常潜入叶、树皮或果实内为害，如苹果金纹细蛾（Ｌｉｔｈｏｃｏｌｌｅｔｉｓ

ｒｉｎｇｏｎｉｅｌｌａ）等。

２３．潜蛾科（Ｌｙｏｎｅｔｉｉｄａｅ） 体小型。形似细蛾科，但头部有粗鳞毛，有眼罩。前翅披针形，脉

序不完全，中室长；后翅线状，有长缘毛。幼虫多潜叶为害。如桃潜蛾（Ｌｙｏｎｅｔｉａｃｌｅｒｋｅｌｌａ）等。

２４．菜蛾科（Ｐｌｕ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体小型。停息时触角前伸。翅狭，前翅披针形，后翅菜刀形，后翅

Ｍ１ 与 Ｍ２ 共柄。幼虫细长，通常绿色，腹足细长，行动活泼。常取食植物叶肉，如小菜蛾（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等。

（二）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膜翅目昆虫微小至中型，少数大型。口器咀嚼式或嚼吸式。翅膜质，前翅大，后翅小。腹部

第 １节多向前并入胸部，形成并胸腹节，第 ２节常收缢成细腰，形成腹柄。雌虫具发达的产卵器，

常呈锯状或针状，有的变为螫刺。全变态。幼虫通常无足，体软而色淡，但也有少数种类（叶蜂

类）具 ３对胸足及 ６对以上腹足。蛹为裸蛹。食性复杂，不少种类是寄生性的，也有捕食性及植

食性的种类。

１．叶蜂科（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体较粗壮，腹部无细腰。触角多为丝状。前胸背板后缘深深凹

入。前足胫节有两端距。腹部上下扁平，产卵器锯齿状。幼虫腹足 ６～８对，无趾钩。食叶为害，

如小麦叶蜂（Ｄｏｌｅｒｕｓｔｒｉｔｉｃｉ）等。

２．茎蜂科（Ｃｅｐｈｉｄａｅ） 体细长，腹部无细腰。触角丝状或棒状。前胸背板后缘平直。翅痣

狭长。前足胫节具一端距。腹部侧扁，产卵器短。幼虫胸腹足均退化，腹末有尾状突起。植食

性，多钻蛀为害，如麦茎蜂（Ｃｅｐｈｕｓｐｙｇｍａｅｕｓ）等。

３．姬蜂科（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ｉｄａｅ） 体多中型。前胸背板伸达翅基片。前翅第 １亚缘室与第 １盘

室合并，有第 ２回脉，且常有小翅室。腹部各节可活动。产卵器从末端之前伸出，多产卵于鳞翅

目等幼虫和蛹的体内。营寄生生活，如黏虫白星姬蜂（Ｖｉｌｇ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ｌｅｕｃａｎｉａｅ）等。

４．茧蜂科（Ｂｒａｃｏｎｉｄａｅ） 体多小型。前翅第 １亚缘室与第 １盘室分开，无第 ２回脉，无小翅

室。腹部第 ２、第３节背板愈合，不能活动。寄生性，主要寄生鳞翅目及鞘翅目幼虫，如麦蚜茧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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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ｈｅｄｒｕｓｐｌａｇｉａｔｏｒ）等。

５．小蜂总科（Ｃｈａｌｃｉｄｏｉｄｅａ） 体微小至小型。触角多呈膝状。前胸背板不伸达翅基片。足

转节 ２节。翅脉极少仅 １～２条。本总科包括金小蜂科、赤眼蜂科、跳小蜂科、蚜小蜂科及小蜂科

等，多数寄生于其他昆虫的各虫态中。如小蜂科中的广大腿小蜂（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ｒｉａｌａｓｕｓ）、赤眼蜂科

中的玉米螟赤眼蜂（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ｏｓｔｒｉｎｉａｅ）等。

６．胡蜂科（Ｖｅｓｐ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黄色或红色，具黑色或深褐色斑纹。前胸背板伸达翅

基片。前翅第 １盘室很长，长于亚中室。在停息时翅可纵折。中足胫节有两端距，爪简单。多数

种类捕食多种鳞翅目幼虫，如普通长足胡蜂（Ｐｏｌｉｓｔｅｓｏｌｉｖａｃｅｕｓ）等。

７．蚁科（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 触角膝状，９节或 １０节。腹部具 １～２个结节。多营“社会生活”，有

明显的多型现象。杂食性，有的捕食昆虫等其他小动物，有的取食植物种子、菌类及其他植物质，

常见的如家蚁（Ｍｏｎｏｍｏｒｉｕｍｐｈａｒａｏｎｉｓ）

８．蜜蜂科（Ａｐｉｄａｅ） 体黑色或褐色，多密毛。前胸背板不伸达翅基片。后足具有花粉篮和

花粉刷。腹末具螫针。喜在树洞或岩洞内作巢，是社会性昆虫。成虫植食性，如普遍饲养的中华

蜜蜂（Ａｐｉｓｃｅｒａｎａ）和意大利蜜蜂（Ａ．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三）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

双翅目昆虫有翅 １对，膜质，后翅特化成平衡棒。口器刺吸式或舐吸式。触角形式不一。

前、后胸小，中胸大。全变态。主要包括蚊、虻、蝇 ３类。幼虫均为蛆式。食性复杂，植食性种类

可蛀果、潜叶或造成虫瘿；腐食性或粪食性种类取食腐败的动植物体与粪便；捕食性种类可捕食

蚜虫和其他小虫；寄生性种类可寄生于昆虫或家畜体内。

１．瘿蚊科（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体形似蚊，体小而弱。触角念珠状或丝状。足细长，无端距。

前翅仅有 ３～５条纵脉。成虫一般不取食。幼虫食性广泛，捕食性的可捕食蚜虫、蚧壳虫等；植食

性的可取食花、果、茎等。如麦红吸浆虫（Ｓｉｔｏｄｉｐｌｏｓｉｓｍｏｓｅｌｌａｎａ）、柑橘花蕾蛆（Ｃｏｎｔａｒｉｎｉａｃｉｔｒｉ）等。

２．食虫虻科（Ａｓｉｌ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头大，头顶在两复眼间向下凹陷；触角 ３节，末节具

端刺。胸部粗，腹部细长。成、幼虫均肉食性，捕食昆虫。如中华盗虻（Ｃｏｐｈｉｎｏｐｏ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３．食蚜蝇科（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 体中型，外形似蜂，具黄、黑两色相间的斑纹。前翅 Ｒ与 Ｍ脉之

间有 １条两端游离的“伪脉”。成虫多取食花粉、花蜜等；幼虫多捕食蚜虫。如黑带食蚜蝇（Ｅｐｉ-

ｓｙｒｐｈｕｓｂａｌｔｅａｔｕｓ）等。

４．实蝇科（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体常有黄、棕、橙、黑等色。头大，颈细，复眼大。翅有

雾状斑纹；Ｓｃ脉末端几乎呈直角弯向前方；中室两个。幼虫蛆形。植食性，生活于果实、种子、

叶、芽、枝条及茎内和菊科植物的花序内，有的造成虫瘿。如柑橘大实蝇（Ｔｅｔｒａｄａｃｕｓｃｉｔｒｉ）等。

５．果蝇科（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体小型，黄色。复眼鲜红色。Ｓｃ脉退化；Ｃ脉分别在 ｈ和 Ｒ１ 脉

处两次断折。成虫多产卵于腐败的植物上（如水果），幼虫生活其中。如黄猩猩果蝇（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等。

６．潜蝇科（Ａｇｒ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体微小至小型，黑色或黄色。后顶鬃分叉。Ｃ脉在 Ｓｃ有一处折

断。幼虫潜叶为害，造成各种形状的隧道。如美洲斑潜蝇（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ｅ）、豌豆潜叶蝇（Ｐｈｙ-

ｔｏｍｙｚａｈｏｒｔｉｃｏｌａ）等。

７．花蝇科（Ａｎｔｈ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通常黑色、灰色或黄色。翅 Ｍ１＋２不向前弯曲。成

虫常在花草间活动。幼虫多为腐食性，少数植食性称根蛆。如灰地种蝇（Ｄｅｌｉａｐｌａｔｕｒ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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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寄蝇科（Ｔａｃｈｉｎ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体多毛，暗灰色。中胸后小盾片呈垫状隆起。下侧片

和翅侧片鬃发达。腹末多鬃毛。幼虫多寄生于鳞翅目幼虫及蛹体内。如黏虫缺须寄蝇（Ｃｕｐｈｏ-

ｃｅｒａｖａｒｉａ）等。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列表比较有关各科的主要区别。

２．绘图比较夜蛾、毒蛾、尺蛾、舟蛾及螟蛾科后翅主要脉序的异同。

３．掌握农业昆虫中重要目、科的主要鉴别特征。

实验１４ 重要天敌形态特征观察

自然天敌是害虫的重要控制因子，在自然界种类多，数量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田害虫天

敌多达千余种，对许多重要害虫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如多种寄生蜂、瓢虫、草蛉、食虫蝽、步甲、捕

食螨和蜘蛛类。本实验重点介绍农田常见的天敌昆虫。

一、目的要求

认识重要天敌的形态特征，了解它们的捕食或寄生对象，为天敌的保护利用、预测预报和科

学地分析害虫种群数量动态奠定基础。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解剖镜，镊子，放大镜，载玻片，擦镜纸；投影仪，录放机，ＶＣＤ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

挂图，录像带和 ＶＣＤ录像片等。

三、实验材料

重要害虫天敌的成虫针插、盒装和玻片标本，卵、幼虫、蛹浸渍标本，生活史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寄生蜂类

１．螟蛉悬茧姬蜂（Ｃｈａｒｏｐｓｂｉｃｏｌｏｒ）

成虫：体长 ７～１０ｍｍ，头胸部黑色，具细白毛，触角黑褐色。中胸盾片近圆形，无盾纵沟，小

盾片近方形，并胸腹节具网状皱纹，略呈三角形，翅基片黄色。翅短，无小翅室，第 ２回脉直，故第

２盘室下外角呈直角。腹部黄褐色，自第 ２节以后显著侧扁，第 １节柄部中央色稍浅；第 ２节背

板自基部伸出一黑色倒长三角形斑纹，且该节后缘黑色，雄蜂腹端呈黑色。产卵器鞘稍突出，鞘

与腹第 ３节背板等长。

茧：圆筒形，质地厚，两端稍钝圆，灰白色，上下有并列的黑色环斑。部分茧在中央亦有环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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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端部有一些斑点。茧一端有丝系于植株上，将茧悬于空中，状似灯笼，故此蜂有“灯笼蜂”

之称。

寄主：稻纵卷叶螟、黏虫、棉铃虫、棉小造桥虫等。

２．夜蛾瘦姬蜂（Ｏｐｈｉｏｎｌｕｔｅｕｓ）

成虫：体长 １５～２０ｍｍ，体黄褐色。中胸盾纵沟部位及外侧有黄色细纵条纹。前翅无小翅

室，第 ２回脉在肘间脉基部，相距甚远。第 ２回脉上半部及肘脉内段有一处中断（弱点）。中盘

肘脉上的一段脉桩明显，第 ２盘室近于梯形，翅痣下方的中盘肘室有一小块无毛区。腹部侧扁，

第 １腹节柄状，产卵器短小，约与腹厚度相等。

茧：长椭圆形，长约 １６ｍｍ，横径 ７ｍｍ，暗黄褐色。刚结茧时，寄主幼虫尸体的头及皱缩的表

皮常附于茧之一端。

寄主：小地老虎、大地老虎及其他夜蛾。

３．黏虫白星姬蜂（Ｖｕｌｇ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ｌｅｕｃａｎｉａｅ）

成虫：体长 １３～１５ｍｍ，体黑色，雌蜂触角第 ８至 １３节上、小盾片、后足转节、腹部第 ７背板

中央的圆形大斑均呈黄白色；前足及中足胫节呈赤褐色；雄蜂第 ５～１９节呈黄白色。小翅室五角

形，中盘肘脉及第 ２回脉上脉桩明显，后中脉直，后小脉在下方曲折。产卵器短，刚伸出腹端。雌

蜂腹部纺锤形，雄蜂较窄。

寄主：黏虫、大螟。

４．螟虫长体茧蜂（Ｍａｃｒｏｃｅｎｔｒｕｓ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成虫：体长 ４ｍｍ左右。体细长，触角、足、腹部及产卵器均细长。头黑色，无后头脊。盾纵

沟发达，在后部相遇，达中胸背板后缘。前翅径脉第 ２段和第 １肘间横脉等长，小脉后叉式，但不

明显，后翅径室具柄。腹部细长，第 １至第 ３节背板具纵细刻线，产卵管比体长。

茧：丝质，黄褐色，许多茧紧密连在一起成块，其上常附有寄主幼虫的皱皮和头。

寄主：玉米螟幼虫。

５．菜粉蝶盘绒茧蜂（Ｃｏｔｅｓｉａ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ｓ）

成虫：体长约 ３ｍｍ。体黑色，触角黑褐色。翅基片暗红色，翅透明，翅痣和翅脉淡赤褐色。

腹部第 １、２背板侧缘黄色，腹部腹面在基部黄褐色。盾纵沟浅，其处有细刻纹；小盾片平，有光

泽；中胸侧板上方具刻点，下方平滑。并胸腹节有粗糙皱纹，中央具纵脊痕迹。径脉自翅痣中部

伸出，第 １段明显长于肘间脉，与肘间脉连接成角度；亚盘脉从第 １臂室中央伸出。腹部与胸部

等长，末端尖。第 １、２背板具皱纹，其余背板光滑。产卵器短。

茧：黄色，圆筒形，长约 ４．５ｍｍ，群集。

寄主：菜粉蝶、菜蛾、稻螟蛉等。

６．菜少脉蚜茧蜂（Ｄｉａｅｒｅｔｉｅｌｌａｒａｐａｅ）

雌虫体长 １．２～２．０ｍｍ。触角长０．８～１．０ｍｍ。头横形，光滑且具光泽，散生细毛，与中胸

背板等宽，上颊与复眼横径等宽；后头具脊；触角通常 １４节，约与头、胸之和等长。第１鞭节与第

２鞭节等长，长为宽的 ２．０～２．５倍。前翅翅痣长三角形，长为宽的 ３倍。成虫主要特征：翅脉较

退化，即基脉以外的翅脉有所减少，并胸腹节脊呈窄而小的中室，产卵器鞘直而短。痣后脉比翅

痣短，与径脉等长。中胸背板光滑，散生稀疏细毛。盾纵沟仅肩角处明显而深。并胸腹节具窄而

小的五边形小室，腹柄节长约为气门处宽度的 ３．５倍，向末端逐渐稍扩大；中央具分叉不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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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纵脊。腹部披叶形。产卵器宽而短，褐色，两侧近平行。雄虫体长 １．２～２．０ｍｍ，触角长 ０．８

～１．０ｍｍ。触角 １６～１７节（少数有１８节）。雄虫除生殖器外，其余同雌虫。

寄主：桃蚜、萝卜蚜等。

７．燕蚜茧蜂（Ａｐｈｉｄｉｕｓａｖｅｎａｅ）

雌虫体长 ２．５～３．４ｍｍ。体褐色，脸、唇基、口器为黄褐色；腹柄节前端 ２／３为黄褐色；后缘

１／３为黑褐色。后头脊明显。触角 １５～１７节（多数 １６节）。前翅中脉基部消失，第 １径室与中

室愈合。径室外缘由第 ２径间脉封闭。翅痣长为宽的 ３．３倍，为痣后脉的 １．５倍。径脉第 １段

为翅痣宽的 １．４倍。盾纵沟深而明显，并具横脊，全程达中胸盾片的 １／２，沿其沟缘具长毛。并

胸腹节由隆脊形成很窄小的五边形小室。产卵管鞘短而宽，背面隆起明显，上具 ４～５根长毛，腹

面具 ４根长毛。雄虫体长 １．８～２．９ｍｍ，触角 １８～２１节（多数 １９节）。腹部长椭圆形。雄虫除

外生殖器外，其他特征与雌虫相似。

寄主：麦长管蚜、禾缢管蚜等。

８．烟蚜茧蜂（Ａｐｈｉｄｉｕｓｇｉｆｕｅｎｓｉｓ）

雌虫体长 ２．８～３．０ｍｍ，触角 ２．０～２．２ｍｍ。头黑褐色，触角黄褐色，胸部黄褐色，并胸腹节

黄色。腹柄节、第 １腹节和第 ２、３腹节之间呈黄色，以后各腹节均呈黄褐色。足呈黄褐色。头横

形，光滑并具光泽，散生细毛，比胸部宽，具后头脊。触角 １７～１８节，第 １鞭节与第 ２鞭节近等

长。中胸光滑，有光泽，沿边缘及盾纵沟着生长毛，盾纵沟在肩角处明显而宽，上具小横脊。并胸

腹节的脊明显突起，具五边形小室。前翅翅痣长为宽的 ４倍左右，痣后脉与翅痣近等长，经脉第

１段与第 ２段近等长。腹柄节长为气门瘤的 ３．５倍，末端稍扩大，表面具不分叉的中纵脊。腹部

披叶形，光滑，散生细毛。产卵器鞘直而短，末端为近倾斜的平面。雄虫体长 ２．４～２．６ｍｍ，触角

２．０～２．１ｍｍ。雄虫除生殖器外其他特征与雌虫相似。

寄主：烟蚜、麦蚜等。

９．苹果绵蚜蚜小蜂（Ａｐｈｅｌｉｎｕｓｍａｌｉ）

雌虫体长 １．２ｍｍ。体墨玉色，无金属光泽。触角 ６节，索节 ３节，棒节 １节。翅脉褐色，翅

透明无色。盾纵沟发达。并胸腹节长，稍倾斜，光滑，有不规则的横脊数条。在前翅翅脉下基部，

除自痣脉向后缘基部有一斜走横列刚毛带外，其余无毛，此斜刚毛带有的地方只一根，多数有 ２

～３根。前翅缘脉长，痣脉和痣后脉不清楚。腹部卵圆形。产卵器从第 ６腹节背板腹面伸出，其

鞘短于针约 １／３。雄虫触角暗色，柄节较短而宽，上有一列圆感觉孔。

寄主：苹果绵蚜。

１０．凤蝶金小蜂（Ｐｔｅｒｏｍａｌｕｓｐｕｐａｒｕｍ）

雌虫长 ２．５～３．０ｍｍ。体蓝黑色，有金属光泽。触角柄节、足除基节及腿节中部同体色外黄

褐色，复眼褚褐色，翅透明无色。触角 １３节，环节小，两节；索节 ６节；棒节 ３节。头胸均具刻点。

前翅亚缘脉不长于后缘脉。中胸盾片盾纵沟短。并胸腹节有明显的刻点。腹无柄，卵圆形，背面

略膨起，产卵器不突出或微突出。雄虫与雌虫形态、大小相似，唯索节粗而长，黄褐色。

寄主：菜粉蝶蛹、玉带凤蝶蛹等。

１１．温室粉虱蚜小蜂（丽蚜小蜂）（Ｅｎｃａｒｓｉａｆｏｒｍｏｓａ）

体长 ０．５～０．６ｍｍ。雌虫头胸黑褐色；触角、足及腹部黄至淡黄色或呈白色。触角 ８节，其

中 ４节索节，２节棒节，无环节。前翅除亚缘脉末端下方具无毛带外，翅面上的毛分布均匀，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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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整个翅面。前翅缘脉略长于亚缘脉，痣脉适当长，略弯曲，后缘脉不发达；中足跗节 ４节；腹

略长于胸，末端圆钝收缩，无刻纹，产卵器微露。

雄虫头部常呈黄褐色，胸黑色，腹亦黑色。触角 ７节，其中索节 ４节，棒节 １节。

寄主：温室白粉虱蛹和烟粉虱蛹。被寄生的蛹呈黑色。

１２．松毛虫赤眼蜂（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ｉ）

雄蜂：体黄色，腹部黑褐色。触角毛长，最长的相当于鞭节最宽处的 ２．５倍，４节，环节 １节，

小，棒节第 １节长。前翅臀角上缘毛的长度为翅宽的 １／８。外生殖器阳基背突有明显的宽圆的

侧叶，末端伸达 Ｄ（Ｄ指钩爪内侧基部至阳基侧瓣末端的距离）的 ３／４以上；腹中突的长度相当于

Ｄ的 ３／５～３／４；中脊成对，向前延伸至中部而与一隆脊联合，此隆脊几乎伸达阳基的前缘；钩爪

伸达 Ｄ的３／４。阳茎与其内突等长，两者全长相当于阳基的长度，短于后足胫节。

雌蜂：触角 ６节，环节 １节，索节 ２节，棒节１节。在 １５℃下培养出来的成虫体呈黄色，中胸

盾片淡黄褐色，腹基部及末端呈现褐色；２０℃下培养出来的成虫胸盾片色泽仍为淡黄褐色，但腹

部仅在末端呈现褐色；２５℃以上培养出来的成虫全身黄色，仅腹部末端及产卵器末端有褐色的

部分。

（二）食虫蝽类

１．华姬蝽（Ｎａｂｉｓｓｉｎｏｆｅｒｕｓ）

成虫：体长 ７．５～８．５ｍｍ，腹部宽２～２．８ｍｍ。体草黄或黄褐色。头顶中央黑斑小，有时前

胸背板领及后叶上的纵深色纹不明显。小盾片中央及爪片顶端黑色。革片上纵列的 ３个斑点常

常不清楚，膜片翅脉呈褐色。体腹面中胸及后胸腹板中央黑色，有时腹部中央具纵走条纹。

寄主：麦蚜、菜田和果园蚜虫、棉铃虫。

２．微小花蝽（Ｏｒｉｕｓｍｉｎｕｔｕｓ）

成虫：体长 ２．２～２．５ｍｍ，宽 １．０ｍｍ左右。体椭圆形，具光泽，被短毛与浅刻点。头、前胸

背板和小盾片黑色，触角、前翅爪片、革片以及足黄褐色。头略呈三角形，中、侧叶部分伸出，但较

短钝，末端较平截。复眼靠近前胸前缘，但不相接。触角各节粗细较一致，第 ３、４节不显著细于

第 ２节。前胸背板梯形，向前明显收窄，前缘有领，但其后缘无缝纹状界线，侧缘狭边状，微微外

拱，胝区隆出。小盾片宽大，基半饱满而端半平陷。前胸背板前角及后角处无显著伸长的单一长

毛。楔片端角有时色深，呈黑褐色。膜片上有不明显的纵脉 ３条。雄中胫节下方有一列小刺。

寄主：蚜虫、螨类、蓟马等。

（三）草蛉类

１．大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成虫：体长１３～１５ｍｍ，翅展１７～１８ｍｍ，体黄褐色，胸部背面有黄色中带。头部有黑斑２～７

个。触角下方 １对称角下斑；头正面两触角之间 １个，称中斑；两颊各 １个，称颊斑；唇基两侧各

有 １个，称唇基斑。如果上述黑斑全有即头部为七斑型；只有角下斑和唇基斑者，为四斑型；有角

下斑、唇基斑、中斑者为五斑型；头部仅有唇基斑者为二斑型。前翅前缘横列的每一条横脉大部

分为黑色，只在两端仅有一点绿色，两组阶脉中每条脉中部黑色，两端为绿色。

幼虫：体长 ８．９ｍｍ，宽 ３．２ｍｍ，黑褐色，头部背面具“品”字形 ３个大黑斑，前胸背中线两侧

各有 １对不定型的大黑斑，后胸两侧毛疣呈黑色，第 １、２腹节两侧下毛疣呈白色。

寄主：多种蚜虫。

    
    

    
    

    
 



实验１４ 重要天敌形态特征观察 ４３

２．中华通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ｓｉｎｉｃａ）

成虫：体长 ９～１０ｍｍ、前翅长 １３～１４ｍｍ，体为黄绿色，胸、腹背有黄色纵带，两颊及唇基两

侧各有 １个黑色条斑，在多数个体中两个条斑相接触，触角比前翅短，前翅前缘横脉列每条基部

（近 Ｓｃ处）为黑色，余为黄绿色，两组阶脉均黑色。

幼虫：体长 ８ｍｍ，宽２．２ｍｍ，灰白色，头部背面黑斑呈倒“八”字型，前胸和中胸背中线两侧

有一长条形条纹，后胸背中线两侧有一大的不定形斑，腹背两侧有黑色纵带。

寄主：多种蚜虫、粉虱、蓟马、红蜘蛛和鳞翅目虫卵与小幼虫。

（四）瓢虫类

１．七星瓢虫（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成虫：体长 ５．０～８．０ｍｍ，宽 ４．０～６．０ｍｍ，体呈半球形拱起，前胸背板黑色，前缘角各有 １

个黄色大斑，近于四边形；鞘翅橘红色或橙黄色，共有 ７个黑色斑纹。下颚须斧状，爪端节 ２节，

有后基线，末端分二支。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１１ｍｍ，灰黑色，腹部背面共着生 ６纵列刺疣。从背中央向两侧依次为

背中刺疣，侧刺疣和侧下刺疣。腹部第 １节和第 ４节侧刺疣和侧下刺疣均为黄色，其余为黑色。

寄主：麦蚜、棉蚜、桃蚜等。

２．异色瓢虫（Ｈａｒｍｏｎｉａ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成虫：体长 ５．４～８．０ｍｍ，宽３．８～５．２ｍｍ，体呈半球形拱起，光滑无毛。体背色泽、斑纹变

化甚大，由橙黄色至橘红色以至黑色，其斑纹的数目及斑纹的颜色也多变，有的类型无斑纹。在

鞘翅的 ７／８处，即鞘翅末端前方有明显的隆起，形成横脊，为该种的主要识别特征。爪端节两节，

下颚须斧状，后基线分二支，一支在靠近第 １腹板后缘处转向侧缘，另一支在靠近腹板后缘处折

转，伸向外前角处。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１１ｍｍ，黑色，腹部背面每体节着生 ６个矮刺，背中矮刺分 ３叉，侧矮刺

二分叉，侧下矮刺不分叉，第 １至 ５节侧矮刺橘黄色；第 １、４、５节背中矮刺橘黄色。

寄主：麦蚜、豆蚜、棉蚜、苹果黄蚜、粉蚧等。

３．龟纹瓢虫（Ｐｒｏｐｙｌａｅ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成虫：体长 ３．４～４．２ｍｍ，宽 ２．６～３．３ｍｍ，体小，长圆形，表面光滑。前胸背板黄色，中央有

黑色大斑。鞘翅黄色，有龟甲状黑色纹，但斑纹变化甚大。后基线弧形，伸达到后缘处，在平行向

外伸至后角。

老熟幼虫黑绿色，体长 ７ｍｍ，腹部每体节６个刺疣，第 １腹节侧刺疣和侧下刺疣为橙黄色，

第 ４节 ６个刺疣皆为橙黄色。

寄主：麦蚜、棉蚜、苹果黄蚜、菜蚜等多种蚜虫。

（五）步甲类

中国曲胫步甲（Ｃａｌｏｓ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成虫：体长 ２５～３５ｍｍ。黑色，背面闪铜色光泽。每一鞘翅上有 ３行金色粗刻点，靠近翅缘

还有一行很小的金色刻点。金色刻点如同金星，故有金星步行虫之称。中、后足胫节强烈弯曲，

雄虫前足跗节基部 ３节膨大。

幼虫：老熟幼虫 ４０ｍｍ左右，背面黑色，侧缘及腹面灰黄色，气门黑色，气门下线黑色，腹部 １

～７节腹面可见近方形斑 ４块，长椭圆形斑 ３块，胸足发达，跗节末端有爪 １对。上额强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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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第 ９腹节背方有 １对尾突，每一尾突且分出一支刺。

寄主：蝼蛄、蛴螬、菜青虫、夜蛾和螟蛾的幼虫。

（六）食蚜蝇类

１．大灰食蚜蝇（Ｍｅｔａｓｙｒｐｈｕｓｃｏｒｏｌｌａｅ）

成虫：体长 ９～１０ｍｍ，中胸盾片暗绿色，具有黄色毛。小盾片棕黄色，腹部黑色，第 ２～４节

腹节背板各有 １对大黄斑，第 ２腹节背板黄斑外缘的前角超过背板边缘。雄虫第 ３～４节背板的

黄斑中间常相连，而雌虫则完全分开；雄虫腹节第 ５节背板大部分为黄色，而雌虫大部分为黑色。

幼虫：体长 １２ｍｍ左右，灰褐色，胸部色较淡，粗糙，体背有许多黑色细刺及小颗粒。背中央

有两条并列灰黄色和橙黄色斑纹。后气门板近圆形，气门长条状。体背无刺突。

蛹：体长 ６～７ｍｍ，宽 ３ｍｍ左右，体色灰褐色至赤褐色。

寄主：麦蚜、棉蚜、桃蚜等。

２．黑带食蚜蝇（Ｅｐｉｓｙｒｐｈｕｓｂａｌｔｅａｔｅ）

成虫：体长 ８～１１ｍｍ，中胸盾片有 ４条亮黑色纵带纹，内侧一对窄，不达盾片后缘，外侧一对

宽，达盾片后缘。小盾片黄色，腹部大多数为棕黄色，第 ２、３节背板后缘黑色呈带状，第４节背板

近后缘处有 １条黑色带状纹，该节后缘棕黄色。此外，第 ３、４节背板近中部还各有１条细窄的黑

色横纹，因此，从背面观看，腹部有 ３条较宽的黑色横带和 ２条细窄的黑色横纹与黑色横带相间，

故有黑带食蚜蝇之称。雌虫腹部的细横纹中间断开，似倒眉状。

幼虫：体淡黄白色，略透明，较扁，各体节上有许多细的横皱纹，并有极细的小颗粒。自后胸

至腹部 ４～５节中央有 ２条断续白色的细纵线，以腹部 ２～４节处为宽，两纵线间呈淡褐色。身体

较柔软，头胸部可延伸很长。后气门板菱形，气门长条状。

蛹：体光滑无突起，头胸部明显尖细，体淡灰黄色，体长 ７ｍｍ左右，宽 ２．５ｍｍ左右。

寄主：麦蚜、菜蚜等多种蚜虫。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姬蜂总科和小蜂总科有什么不同？

２．姬蜂科和茧蜂科的区别有哪些？比较茧蜂科翅脉和蚜茧蜂科翅脉在命名上的不同。

３．绘黏虫白星姬蜂、玉米螟长体茧蜂和燕蚜茧蜂前翅图，并注明翅脉和翅室的名称。

４．列表比较 ４种小蜂的重要形态特征或根据重要特征制作 ４种小蜂的检索表。

５．瓢虫科有哪些主要特征？比较 ３种瓢虫幼虫的形态特征。

６．识别草蛉的重要特征有哪些。如何区别两种草蛉的成虫和幼虫？

实验１５ 昆虫病原生物

昆虫的病原生物有真菌、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原生动物和线虫等，这些病原生物常会引起

昆虫感病而大量死亡。昆虫感病的症状包括异常的行为、对刺激的异常反应、机能发育的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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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的紊乱、生殖紊乱、异常的或特别的嗅味，变色、体躯与附肢的形状大小异常、硬度的异常变

化等。

一、目的要求

通过观察不同昆虫疾病的病征、症状及分离培养的昆虫病原真菌、细菌，掌握昆虫病原微生

物的类群及其致病性。

二、仪器用品

生化培养箱，显微镜，放大镜，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刀片，小木板，剪刀，挑针，吸水纸，酒精

灯，火柴；浮载剂（蒸馏水或乳酚油）；幻灯片，挂图，多媒体课件，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具有患病症状的蝗虫、甜菜夜蛾、菜青虫、黄粉虫、土元，杨雪毒蛾（幼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杨扇舟蛾（幼虫）、柳枯叶蛾（幼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玻片）、松毛虫白僵菌（玻片）、金龟甲绿僵

菌（玻片）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整体标本的检验

整体标本的检验始于田间、养虫室或其他地点发现病虫时用肉眼观察，继之在实验室解剖镜

下进行观察。观察检验供检物并注意记载存在的外部病征与症状，根据这些观察，作出初步诊

断，并判断哪一个或哪几个类群的病原物可能在病因学方面起作用。有时根据存在的外部特征

即能作出属于哪一主要类群的诊断。这对真菌最为可靠，对线虫也往往是可靠的，偶尔也有可能

确定其他类群的病原物。一般外部解剖检验可以补充丰富病征与症状，有助于快速、准确鉴定病

原物的类群。

１．病毒

① 可发现死亡的幼虫悬挂或躺在叶子和植物表面，表皮往往没有毛状构造；② 皮肤可能很

脆弱，触之易破裂，并释放出已经液化的体内容物；③ 通过表皮可以看到脂肪体的白色团块；④

宿主身体可能呈现蓝色，或蓝紫色虹彩。

２．立克次体

① 身体发软；② 白色块状物可于放大２５倍的放大镜下看见，并零星地分布于脂肪体的裂片

内；③ 幼虫（特别是蛴螬）可能呈现乳白色光泽。

３．细菌

① 身体变软或干涸成片；② 身体通常颜色变暗，体液发黑，组织分解并带有腐臭；③ 身体可

能呈乳白色，体液发白（例如日本金龟甲的乳白病）；④ 身体软而带红色（如黏质赛氏杆菌）；⑤

有些鳞翅目昆虫可能发现以尾足悬挂于植物小枝上。

４．真菌

① 身体木乃伊化，发硬或呈乳酪状，并且在水中亦不分解；② 身体被丝状菌体充满或覆盖，

或者从节间膜长出一簇一簇的菌丝体；③ 体外生长的菌丝体在昆虫表面形成很长的突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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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草菌）；④ 身体变黑，中间凹陷，并在水中分解成黑色粉末（虫霉属）；⑤ 身体呈砖红色（合胶霉

属或虫霉属）；⑥ 在水生昆虫的幼虫体内形成球形的囊状孢子囊（腔菌孢虫菌属）。⑦ 水生昆虫

具有菌丝或雕蚀的厚壁孢子囊，主要出现在后期（雕蚀菌属）；⑧ 昆虫可能借脚的缠绕粘附在植

物茎上；⑨ 腹部可能已脱落，但仍能活动（堆状孢子菌）；⑩ 成虫（通常是蝇类）粘在基质上，围绕

其四周形成一个白色的晕圈。

５．原生动物

① 身体柔软而易破；② 水生幼虫在放大 ２５倍时可见许多白色块状物不规则地分布于脂肪

体内；③ 身体可能干成片状，但在水中能产生乳状物质。

６．线虫

线虫存在于昆虫体内或者暴露于体外。

在各类群昆虫病原物形成的病征中，真菌与线虫的病征最容易识别。而其他各类群具有许

多交叉或相似的病征，为了诊断它们属于哪一特定类群必须对组织与体液进行显微镜检查。对

真菌通常需要鉴定其菌种，并且确定不是次级腐生物。如果昆虫已经死亡很久，则这些明显病征

的任何一种都可能被腐败细菌或腐生真菌的次级侵袭所掩盖。

（二）病原物的分离培养（真菌、细菌）

因为专性病原性病毒、立克次体、原生动物与许多线虫尚不能于人工培养基上培养，所以只

能分离绝大多数可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的细菌与真菌。

１．细菌的分离

当细菌病被证实以后，存在于血体腔与组织内的细菌需进行分离以便鉴定。取昆虫体内细

菌病原时，必须防止肠内细菌的污染。可在体表消毒前用石蜡或凡士林将口与肛门封塞起来。

体表消毒后，样本用无菌水冲洗 ３次。解剖皿的石蜡表面可用醮有 ７０％乙醇的药棉擦洗，并在

酒精灯火焰上消毒。３次冲洗后取样，用平板划线法来检验消毒方法是否适当。再用无菌的剪

子或解剖刀进行解剖，沿背中线或腹中线纵向切开表皮，不要切破肠壁上皮（所有解剖用具都必

须经过灭菌）。血液与体液可用无菌的毛细管取样，用 ２ｍＬ无菌水稀释，平板划线法，接种于

ＮＡ或其他合适的细菌培养基上。组织可用切取小片的办法取样，置于 ２ｍＬ无菌水中，并用无

菌玻棒捣碎。将菌悬液划线接种于 ＮＡ等培养基上。

平板划线法用于从含有混合菌丛（区系）的样本中分离纯系培养，或者用于把分离物平板移

植，或者用于斜面培养。为了保证分离效果，用于培养的悬浮液必须稀释到接近透明的状态。按

常规划线分离法分离病原细菌。培养的细菌必须用解剖镜进行检查，并且记录每个菌株的菌落

特性。

２．真菌的分离培养

真菌的分离可直接从感染样本的表面以无菌操作法剔取菌丝或孢子，并置于 ＰＤＡ平板培养

基上，或者样本体表消毒，剖开取出小片置于 ＰＤＡ平板上。如果样本已经被真菌很好的木乃伊

化，那么体表消毒时即不必再封口与肛门了。同时做体表材料与体内材料的培养是很重要。因

为这样可证明体表生长的是否与体内发现的为同一种真菌。昆虫致病真菌培养温度为 ２０～

２５℃。因为大部分真菌生长比细菌慢，所以用于分类鉴定及感染试验的生殖结构（孢子）的形成

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将分离得到的病原真菌以无菌操作法移植于 ＰＤＡ斜面培养，以

便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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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简述昆虫病原菌所致各类昆虫疾病的症状要点。

２．简述昆虫致病细菌分离时应注意的要点。

３．简述昆虫致病真菌的分离培养过程。

４．描述两种昆虫病毒的形态。

实验１６ 其他有害生物的识别

寄生性种子植物

寄生性种子植物由于缺少足够的叶绿素或根系和叶片退化，而靠寄生在其他种子植物上生

活，称为寄生性植物。寄生性植物的寄主，大多是野生木本植物，少数是农作物和果树。比较重

要的有菟丝子和列当，其中列当是重要的植物检疫对象。寄生性植物可以分为寄生在植物的根

部的根寄生和地上物的茎寄生。依各种寄生性植物对寄主的专化程度不同，可分为半寄生和全

寄生两类。

一、目的要求

认识常见寄生植物的形态及寄生方式。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放大镜，切片工具；挂图。

三、实验材料

中国菟丝子、埃及列当、向日葵列当、桑寄生和槲寄生等主要寄生性植物及寄生状态的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１．菟丝子 取大豆菟丝子（Ｃｕｓｃｕ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标本，观察其为害部位。菟丝子的茎为何颜

色？叶片形状如何？其茎是怎样固着在寄主的茎上的？镜检被菟丝子寄生的大豆茎的横切面制

备片，注意观察菟丝子吸根的形状，菟丝子是如何与大豆的导管和筛管相连的？

２．列当 取向日葵列当（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ｅａｕｍａｎａ）标本，观察形态特征，注意与寄主的寄生关系。

３．桑寄生（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和槲寄生（Ｖｉｓｃｕｍ） 取槲寄生（冬青）标本，注意观察其形态，以及与

寄主的寄生关系，与菟丝子及列当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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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和蛞蝓类

一、目的要求

本实验的目的是熟悉蜗牛和蛞蝓基本形态及其危害症状的特点。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解剖镜，放大镜，切片，镊子，刀片，昆虫针。

三、实验材料

蜗牛，蛞蝓。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１．蜗牛

蜗牛具有螺旋形硬壳。目前我国已知有害蜗牛 ４种，其中同型巴蜗牛、灰巴蜗牛，褐云玛瑙

螺对园林花卉危害较大。

同型巴蜗牛（Ｂｒａｄｙｂｅｎ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ｓ）国内普遍分布，又以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发生较重。其食

性杂，为害多种林、果、桑、茶及花卉观赏植物。

成虫：体外被一螺壳，扁圆球形。壳质较硬，黄褐或红褐色。头部发达，口位于头的腹面，并

具触唇。足面宽大。

卵：直径约 ２ｍｍ，圆球形，初产时乳白色具光泽，渐变淡黄色，近孵化时呈土黄色。

２．蛞蝓（Ａｇｒｉｏｌｉｍａｘ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成虫：体长 ２０～２５ｍｍ，长菱形，灰褐色，腹面有许多腺体细胞，能分泌黏液。头部有 ２对圆

筒状触角，后触角端部着生眼。体背前半部有退化软壳，称外套膜。头部前方腹面有口，口内有

黄褐色齿状物。生殖孔呈横缝裂状，开口在右侧后触角的基部。足发达，肌肉丰富，善爬行，爬行

后留有细胞腺分泌的白色黏液的痕迹。

幼虫：与成虫形状相同，但较小。

蜗牛和蛞蝓都能分泌黏液，凡是它们爬过的茎干、叶片等都会明显的留下 １条黏液痕迹，痕

迹干后成为 １条灰白色的闪光线带。因此，它们不仅食害花卉，造成叶片缺刻、空洞或残留表皮，

而且黏痕也影响花卉的观赏价值。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被菟丝子寄生的大豆茎横切面图。

２．如何区别蛞蝓和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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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１７ 常见农田害鼠的识别

农业鼠害是鼠害中重要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会受到害鼠的为害，主要的农业鼠害

有小麦鼠害、玉米鼠害、水稻鼠害、棉花鼠害、蔬菜鼠害等。分布在我国各地的鼠类有 １６０多种，

其中为害较严重的约有 ３０余种，常见的农田害鼠有黑线姬鼠、大仓鼠等十几种。

由于不同鼠种的栖境、食性、繁殖、活动规律以及种群数量变动规律不尽相同，不同的作物田

中、不同的农业害鼠对农田作物的为害时期、为害特点也各有差别。因此，对常见农田害鼠首先

要能够识别辨认，进而熟悉了解其生活习性，在此基础上才能采取合理的防治措施，对鼠害进行

有效的控制。

一、目的要求

学会鼠体测量的一般方法，认识常见农田鼠害的特点，掌握常见农田害鼠的主要形态特征，

在实践中能够做到准确识别、辨认。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多媒体投影仪；幻灯片，多媒体课件，光盘资料，实验教学录像带等；卡尺，钢卷尺，直

尺，分规等。

三、实验材料

鼠类剥制标本，头骨骨骼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观察与操作

１．利用幻灯片、多媒体图片、实验教学录像片等展示鼠类主要外部形态特点、测量部位和量

度方法。

鼠类的外部形态和头骨的构造在不同种类间变化较大，因此是鉴别鼠种的重要依据，且鼠种

的鉴定常以头骨为最终依据。常用的鉴别特征有：体长、耳长、尾长、后足长、爪长、吻长、体毛和

尾毛的颜色及疏密，尾上有无鳞片和鳞环、趾数、爪的形态等。常用的头骨特征有：颅全长、颅基

长、齿隙长、齿列长、听泡长、听泡宽、眶间宽、眶后宽、鼻骨长、颧宽、腭长等。实践中鼠体测量在

鼠种的识别辨认中最为常用，量度标准：

（１）体长 自吻端至肛门的直线距离。

（２）尾长 自肛门至尾端的直线距离（尾端毛除外）。

（３）后足长 自足跟至最长趾的末端（毛除外）的直线距离。

（４）耳长 自耳孔下缘至耳壳顶端（毛除外）的距离。耳长亦称耳高。

２．鼠类标本的外部形态观察、识别和量度，并进行记录。

对各种常见农田鼠害的剥制标本、头骨标本进行观察比较。对其毛色、毛长、毛向、尾毛着生

稀疏程度、尾环有无等主要特征进行观察，并测量其体长、尾长、耳长、后足长等，以便能准确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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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类。

３．结合光盘资料、多媒体图片等展示的农田害鼠的生活状态，了解其生活环境、生活习性和

为害特点等，学会辨认鼠种。如在生活环境中根据鼠洞、鼠粪及足迹和直接观察其活动规律、繁

殖习性、行为特点等，也有助于判断鼠种。

（二）各种常见农田害鼠的形态特征

１．黑线姬鼠（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ａｇｒａｒｉｕｓ） 体长 ６５～１１７ｍｍ。耳较短，向前折不达眼部。尾长相当

于体长或稍短，尾毛不发达，鳞片裸露呈环状。前足掌中央的 ２个肉垫较小，后足蹠部短。乳头

在胸腹部各有 ２对。雄鼠个体大于雌鼠。毛色随栖息环境而变化，生活在农田的为棕色或沙褐

色，在林缘和灌丛的为灰褐色带有棕色。多数地区的个体在背中央自头顶至尾基有 １条黑纹，少

数地区的个体无此纹或不明显。腹面及四肢内侧灰白色。尾背面黑色，尾腹面、足背污白色。

２．褐家鼠（Ｒｕｔｔｕｓ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ｓ） 体形较粗大，成体长 １８０～２２５ｍｍ。尾稍短于体长。耳短小

而厚，后足粗大，长 ２８ｍｍ。乳头 ６对（胸部 ２对，腹部 １对，鼠蹊部 ３对）。背毛棕褐或灰褐色，

间有黑色长毛，腹毛灰白色，与体侧毛色有明显的分界。尾背面灰褐，腹面灰白，尾环明显，前后

足背面均为污白色。

３．黑线仓鼠（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ｂａｒａｂｅｎｓｉｓ） 体形较小，是仓鼠科中的小型鼠类，一般体长 ８０～１２０

ｍｍ。体肥壮，吻钝，耳圆，具颊囊。尾短，为体长的 １／４。乳头 ４对。背毛灰褐至棕黄色，背中央

有一黑色纵纹，腹毛灰白色；前后肢与足背面的毛均为白色。背腹毛色分界明显。

４．社鼠（Ｒａｔｔｕ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 体长 １２０～１５０ｍｍ。尾细长，超过或等于体长。耳大而薄，向

前折可达眼部前缘。乳头在胸部及鼠蹊部各 ２对。背毛棕褐色，夏季常杂有白色硬毛。腹面硫

磺色。尾背面棕褐，腹面白，尾末端白色。夏毛色深且多针毛，冬毛色浅而无针毛。

５．大仓鼠（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ｍｓｔｒｉｔｏｎ） 体形较大，体长 １２０～１８０ｍｍ。外形似褐家鼠，但尾短，长度

不超过体长之半。头部钝圆，耳短圆，有颊囊。乳头 ４对。背毛深灰色，体侧较淡，腹部及四肢内

侧污白色。尾上下均灰暗色，尾尖白色。后足背面白色。幼鼠毛色较深，为纯黑灰色。

６．小家鼠（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ｓ） 体形小，体长 ６０～８０ｍｍ。尾长与体长相近或稍短。后足长 １４

～１７ｍｍ，乳头 ５对。背毛灰褐至黑褐色，腹面灰白色，前后足背面与体背毛色相同。

７．长尾仓鼠（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外形、大小与黑线仓鼠相似，但背部中央无黑色条

纹，体长 ７５～１１５ｍｍ。头稍大，具颊囊。尾较长，约为体长的 １／２，耳也较长，有明显的灰白色边

缘。乳头 ４对。四肢短小，后足长 １１～１７ｍｍ，背毛灰黄色，有较多带黑尖的毛，腹毛尖部白色，

基部灰色外露，前后足背面均白色。

８．北方田鼠（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ｕｓ） 系小型田鼠，体长８８～１１２ｍｍ。体圆桶形，静止时缩成

短粗状。头钝圆、耳小而圆，几乎被毛掩盖。尾短小，为体长的 １／４～１／３。背毛呈棕黄色，腹毛

白色，足背毛稀疏、污白色。尾背面黑褐，腹面灰白，尾尖白色。

９．东方田鼠（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ｆｏｒｔｉｓ） 体长 １２０～１６０ｍｍ，尾较长，为体长的 １／３～１／２。四肢短小，

后足较长，平均 ２０～２８ｍｍ，后足掌前部裸露，具 ５个足垫。背毛黑褐色，腹毛污白色，侧毛色较

浅。尾背面污白色。

１０．花鼠（Ｅｕｔａｍｉａ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 体长 １３０～１５０ｍｍ。尾长近似体长，尾毛略呈蓬松，尾端不

尖。有颊囊。背部有 ５条明显的暗黑色纵纹，中间一条最长，由头顶到尾基，其余 ４条由肩到臀

部，暗黑纵纹间杂有 ４条浅黄色纵纹。体侧、四肢和足为淡黄色，下体白色。尾毛基部棕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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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尖端白色；尾部腹面有棕色纵纹，两边黑色。

１１．达乌尔黄鼠（Ｃｉｔｅｌｌｕ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体较粗壮，体长 １９０～２５０ｍｍ。尾短，约为体长的 １／３，

末端有不发达的毛丛。头大、耳大而圆。四肢粗短、可用后肢直立。前足掌裸露，后足掌被毛，爪

尖锐，黑色。乳头 ５对。毛色随季节和地区的不同有所变异，一般背毛黄褐色，杂有黑毛，腹部、

四肢及足背沙黄色，眼周围有一白色毛环，尾毛形成围绕尾轴的黑色毛环。

１２．中华鼢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ｉ） 体形粗大，体长１９０～２７０ｍｍ。头部粗大，鼻端钝圆，

眼极小，外耳壳退化。尾细短。四肢短，前肢发达，具镰刀状锐爪。体毛细软浓密，具光泽，背毛

一般为锈红色，腹面灰黑色，在毛尖稍带锈红色。尾毛无或仅有稀疏的短毛。

１３．黄胸鼠（Ｒａｔｔｕｓｆｌａｖｉｐｅｃｔｕｓ） 体形细长，约１３０～１９０ｍｍ。尾细长，多数超过体长，尾鳞环

明显。吻尖，耳长而薄，向前拉能盖住眼部。乳头 ５对（胸部 ２对，鼠蹊部 ３对）。体背毛棕褐或

黄褐色，间杂有黑色长毛；腹面灰黄色，喉及胸部黄色较深；幼鼠背毛灰暗、腹毛青灰色。前足背

面暗褐色，后足背面白色。

１４．长爪沙鼠（Ｍｅｒｉｏｎｅｓ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体长 １００～１３０ｍｍ。尾长约为体长的 ３／４。头尖，眼

大，耳明显。尾端毛长，形成笔状“毛束”。趾端有黑褐色弯锥形锐爪，足掌被细毛。体背沙黄

色，间有黑褐色毛，腹毛污白色，毛基灰色，尾背与体背毛色相同，尾端毛束为黑色。

（三）主要农作物鼠害及为害特点

农业鼠害，涉及农作物整个生长期的各个阶段：播种期、幼苗期、孕穗期、扬花期、乳熟期以至

成熟期。不同作物田由于作物种类、生长期以及生态环境的差异，其害鼠种类和为害特点也各有

不同。

１．小麦鼠害 为害小麦的害鼠主要有大仓鼠、黑线姬鼠、黑线仓鼠、社鼠、褐家鼠、小家鼠、

黄鼠和东方田鼠等。

在播种至幼苗期，害鼠扒食种子或取食刚出土的幼苗，造成苗死、苗伤或缺苗。在孕穗至乳

熟期，害鼠咬断麦秆，取食嫩穗，造成断茎或枯穗；地下活动的田鼠则咬断根系，将茎秆、麦穗拖入

洞内，并且穿穴打洞造成植株根系悬空，使秆株发黄甚至枯死。在成熟期，害鼠咬食麦穗或践踏

落地的麦穗。

２．玉米鼠害 为害玉米的害鼠主要有黑线姬鼠、大仓鼠、黑线仓鼠、小家鼠和褐家鼠等。

播种期，害鼠盗食播下的种子，形成盗食洞；逐穴扒食，顺行为害，造成缺种。幼苗期，害鼠在

幼苗基部扒洞，盗食种子使幼苗缺少营养和水分枯死，或被咬断根系而死，造成缺苗断垄。灌浆

期，喜食果穗的害鼠，撕开苞叶，由上而下啃食子粒。一般将果穗的上半部啃掉，有时会将整个果

穗全部啃光，地面上常留有苞叶碎片和子粒的皮壳。成熟期，害鼠为害成熟子粒，特别是倒伏的

玉米，受害更重。

３．水稻鼠害 为害水稻的害鼠主要有黑线姬鼠、褐家鼠、小家鼠、黄毛鼠和黄胸鼠、板齿

鼠等。

在苗期，３叶期以前的秧苗受害较重，造成缺苗，严重时整块秧苗被吃掉；３叶后到分蘖阶段，

害鼠咬断主茎和分蘖，形成枯苗，很像螟虫的为害状，但没有虫害的侵入孔和粪便。孕穗期，害鼠

咬啮稻茎基部，呈破碎的麻丝状，半边开裂，影响灌浆结实，重者形成枯孕穗，咬破未孕穗的秧苗，

形成枯苗、白穗，或将孕穗咬断，造成缺穗。

４．棉花鼠害 为害棉花的害鼠主要为黑线姬鼠、褐家鼠、黑线仓鼠和长尾仓鼠等，低酚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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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严重。

播种期，从播种至出苗期间，害鼠顺着播种行刨出棉种，取食为害，嗑破棉花籽后，取食全部

或部分籽仁，造成缺苗断垄。苗期，害鼠常于早春咬破苗床的塑料薄膜，进入苗床筑巢为害，打洞

时将土抛出洞外，形成小土丘，压盖棉苗以及害鼠穿穴打洞使棉苗根部松动、失水而死亡。铃期，

害鼠主要为害 ２０ｄ以上的棉铃，一般不为害幼龄和将吐絮的老铃。夜间害鼠爬上棉株中下部的

果枝，将棉铃一个个咬落，然后下地取食，先啃破铃壳，再拉出棉瓣，撕去包在棉籽上的棉絮，嗑开

棉籽壳，取食棉仁。地面留有一堆一堆的铃壳和棉絮。吐絮期，害鼠将籽棉拖至地面、沟边或洞

旁，集中堆放，破坏棉絮，取食棉籽。

５．蔬菜鼠害 蔬菜在整个生长期和贮存期都会受到害鼠的为害。害鼠一般以家栖鼠为主，

如褐家鼠、黄胸鼠、小家鼠等。此外，黑线姬鼠、黑线仓鼠和大仓鼠等野栖鼠也有为害。其中以对

茄果类、瓜类及豆类蔬菜的为害较重，播种期主要是大粒型的种子受害较重，生长期以幼果和嫩

荚受害较重，成熟期则以瓜果类受害最重。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鉴别鼠种的依据有哪些？

２．写出本地区常见农田害鼠的鉴别性特征和其生态习性。

３．田间调查各类鼠害的为害情况，采集害鼠标本并进行鉴定。

实验１８ 植物病原物的分离与培养

病原物的分离培养是植物病理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操作技术之一。植物病原物的分离培养

是将病原微生物从寄主植物中分离出来并与其他杂菌分开，获得单一菌株纯培养。为了研究植

物病原菌的形态、生理生化及生态，或为了植物病害诊断和鉴定的需要，分离和获得病原物的纯

培养是必需的。植物病原真菌的分离方法主要有组织分离法和稀释分离法两种。最常用的是组

织分离法，而稀释分离法主要用于病组织上产生大量孢子的病原真菌的分离。病原细菌的分离

方法多采用划线分离法，有时也采用稀释分离法。

一、目的要求

学习植物病原物分离培养和纯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病原菌分离的操作技术，学会观察

病原物培养性状的方法。

二、仪器用品

超净工作台，生化培养箱，显微镜，灭菌锅，烘箱，微波炉，纱布，灭菌培养皿，吸管，吸水纸，玻

璃棒，镊子，酒精灯，铝锅，试管，试管架，移菌环，接种针，解剖刀，剪刀，打火机，三角瓶，记号笔；

ＰＤＡ培养基，ＮＢ培养基，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０．１％升汞液，无菌水，７０％酒精；实验教学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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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

三、实验材料

田间采集新鲜病害标本材料：玉米大斑病病叶、玉米小斑病病叶、苹果轮纹病病果、棉花枯萎

病和棉花黄萎病病秆、大白菜软腐病病叶、桑树细菌性疫病病叶。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植物病原物的分离培养和纯化过程必须在无菌操作下进行。比较理想的是在超净工作台上

进行，也可在清洁和安静的房间中进行。工作台面上铺一块湿纱布，所用用具置于湿纱布上。工

作时避免来回走动，减少空气流动，避免造成污染。选用分离材料尽量新鲜、典型。

（二）植物病原物的分离和纯化

植物病原物的分离有组织分离法、稀释分离法和划线分离法。不同种类的植物病原菌可采

用不同的分离方法。

１．组织分离法 一般用于对植物病原真菌的分离。具体步骤如下：

（１）取灭菌培养皿，在皿盖上用记号笔做好标记（分离日期、分离材料和分离人姓名）。以

无菌操作法向每个皿内加入 ２５％乳酸 ２～３滴，以减少细菌的污染。将加热熔化好并冷却到

４５℃左右的马铃薯琼脂培养基（ＰＤＡ培养基）倒入培养皿内，每皿倒培养基厚度为 ２～５ｍｍ，轻

摇后静置使培养基冷却成平板。分离细菌时不要加乳酸。

（２）取玉米大斑病（或玉米小斑病）的新鲜病叶，选择单个典型的病斑，沿病斑边缘连同其

周围 １～２ｍｍ的健康部分切取病组织数块，切取的组织大小一般长、宽各 ４～５ｍｍ。将病组织

在 ７０％酒精中浸 ３～５ｓ，按无菌操作法将病组织移入 ０．１％升汞液中消毒 １～２ｍｉｎ，然后用灭菌

的镊子将切块移到无菌水中连续漂洗 ３次，除去残留的消毒液，或者将小块病组织用 １０％漂白

粉消毒 ５ｍｉｎ，但不用漂洗。果实块茎和枝干内部可用脱脂棉蘸 ７０％酒精擦拭病部表面，然后烧

去表面酒精，重复 ２～３次，达到表面消毒的目的。

（３）用无菌操作法将病组织移置平板培养基上，每个培养平板可放 ４～５块。翻转培养皿放

入 ２６～２８℃的恒温箱内培养。３～４ｄ后观察分离菌生长情况。

（４）培养 ３～４ｄ后，用无菌操作法自培养皿中挑取典型菌落，在显微镜下观察是否为玉米

大（小）斑病病菌的分生孢子。如是，即可用接种针挑取菌落一小块，移入试管斜面培养基，置于

２６～２８℃的恒温箱中培养 ３～４ｄ后，观察菌落生长情况，如无杂菌生长，即得该病原菌的纯菌

种。将试管移入冰箱冷藏保存。如有杂菌，应重新分离获纯培养，移置试管斜面上在冰箱内

保存。

２．稀释分离法 此方法主要用于分离细菌和酵母菌等，少数产生大量孢子的植物病原真菌

也可用此方法进行分离，同时也用于土壤微生物的分离。以大白菜软腐病为材料，按下列步骤

分离：

（１）取灭菌培养皿 ３个，平放于湿纱布上，分别编号 １、２、３，并注明分离材料、日期、分离者

姓名，然后在每个培养皿中加 ０．５ｍＬ无菌水。

（２）切取新发病的大白菜软腐病病叶的病健交界处组织数块，将切块在 ７０％酒精中浸数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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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然后移入 ０．１％升汞液中消毒 １～２ｍｉｎ，再用经过灭菌的镊子将切块移到试管中的无菌水

中，静置 １５～２０ｍｉｎ，使细菌从病组织中溢出，配成菌悬液。

（３）用经过灭菌的移菌环移 １～３环菌悬液于 １号培养皿中，摇匀后将 １号皿中的菌液移 １

～３环于 ２号皿中，摇匀后再将 ２号皿中的菌液移 １～３环于 ３号皿中，摇匀。注意每次移菌前，

移菌环都要在酒精灯火焰上烧过。

（４）将熔化后冷却至 ４５℃左右的 ＮＢ培养基分别倒入 １、２、３号培养皿中，每皿 ６～１０ｍＬ，

轻轻摇匀。静置冷却后将培养皿翻转后放入 ２６～２８℃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５）培养 ２～３ｄ后选择单个的典型菌落用平板划线分离法进行 ３次（重复）稀释分离，使纯

化后出现的菌落特征一致，才能用移菌环移菌于试管斜面上培养，纯化后置于冰箱中保存。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进行病原物分离培养时，为什么要选取病健交界处的病组织培养？

２．为什么要分离纯化病原物？

３．是否所有病害都能分离到病原物？为什么？

４．用所提供的病害材料进行真菌和细菌病原菌的分离培养和纯化，并观察记载病原菌的培

养性状。

实验１９ 植物病原物的接种

植物病害的人工接种是人为地使病原物与寄主植物的感病部位接触，并给予一定的发病条

件，以诱发病害。接种实验是植物病害研究的基本技术之一。因为从患病植物上分离到的微生

物不一定是具有致病性的病原物，只有通过接种植物体，才能确定它的致病性。在病原鉴定，研

究病原生物的侵染过程，植物病害的发生规律，鉴定品种的抗病性及抗病品种的选育，进行药效

测定以及病害防治措施的制定等项工作时，必须借助于人工接种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一、目的要求

学习植物侵染性病害研究中常用的接种方法，观察病害的发生发展过程，比较不同接种方法

对病害发生发展与外界环境的差异。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超净工作台，光照培养箱，保湿箱，喷雾器，注射器，天平，研钵，金刚砂，纱布，酒精

灯，花盆，解剖刀，洗瓶，记号笔，标签，移菌环，剪刀，接种针、毛笔，三角瓶，试管；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

７．０的磷酸缓冲液，无菌水；实验教学录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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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材料

麦类黑粉病菌、麦种、玉米小斑病菌、玉米幼苗、白菜软腐病菌、棉花枯萎病菌、棉籽及瓜果腐

霉病菌、黄瓜种子、番茄种子、苹果轮纹病菌、菜园土、烟草花叶病毒、普通烟苗、蚜虫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植物病害种类多，其传染方法各不相同，因此要选用相应的接种方法。由种子苗木、土壤、气

流、雨水、昆虫等不同方式传染的病害接种方法是不同的。接种方法的选择在要求高发病率的同

时，应了解每种病害在自然条件下的传染方式和侵入途径，以提高接种成功率。

（一）种传病害

针对种子传染病害的性质，可以选用不同的方法。

１．拌种法 对于种子表皮带菌的应将病菌的孢子粉或悬浮液拌和在种子上，然后播种，诱

发植物发病。例如，小麦腥黑穗病可采用此法接种。

２．浸种法 对于种子带菌比较普遍的病害，可将病菌孢子或细菌制成菌悬液浸种后播种，

这样病原细菌极易与种子粘附。如菜豆疫病、棉花炭疽病等。

３．喷雾法 对于病原菌存在于种皮以下的，应考虑在病原物侵入的关键时期，采用孢子粉

或菌悬液喷雾的方法，使病原菌侵入种皮。

（二）土传病害

由土壤、粪肥传染的病害，可选用以下接种方法。

１．土壤接种法 将人工培养的病原菌在播种前或播种时拌在土壤中，也可将带菌的植物体

粉碎接种于土壤中，然后播种；或者先开沟，沟底撒一层病残体或菌液，将种子播在残体上，再盖

土。如棉花枯萎病、棉花黄萎病、小麦纹枯病、瓜类枯萎病、植物青枯病、小麦土传花叶病和一些

植物线虫病等。

２．蘸根接种法 将寄主植物幼苗的根部稍加损伤，在孢子或菌悬浮液中浸过后移植。如番

茄疫病、棉花枯萎病、棉花黄萎病、作物青枯病等。此法接种省时，幼苗可均匀接种到病原菌。

３．根部切伤接种法 用移植铲或其他器具在植株的附近插入土壤中，使根部部分受损伤，

然后用孢子或菌悬浮液灌注到根部附近的土壤中。

（三）气流和雨水传播病害

气流和雨水传播病害往往都是地上部病害，为害部位多为寄主的地上部分。常采用以下方

法接种：

１．喷雾法 将接种用的病原菌配成一定浓度的菌悬浮液，喷洒在寄主表面。病菌可通过气

孔、伤口或表皮直接侵入。对于气孔侵入的病菌应注意喷洒叶背，因叶背气孔的数目一般比叶正

面多；对于伤口侵入的病菌，喷洒前应先将寄主表面轻微损伤，可以用细砂土或金刚砂摩擦叶面。

接种后的植物，在一定温度下保湿２４～４８ｈ，以诱发病害。大部分细菌病害和真菌性叶斑病都可

采用喷雾法接种。

玉米小斑病菌的接种：

（１）将人工培养的玉米小斑病菌用无菌水配成孢子悬浮液，菌液浓度为低倍镜（１０×１０）

下，每视野 ２０～３０个分生孢子悬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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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取盆栽玉米苗，将菌悬液用喷雾器喷洒于玉米叶片上，写好标签，在保湿箱中保湿 ２４ｈ，

设不接种（清水）为对照。

（３）第二天取出，放于温室，２５～２８℃适宜条件下，诱发病害。观察记载是否发病及病斑发

展情况。

（４）记载接种日期，推算潜育期，发病阶段开始是否出现褪色小斑点，病斑扩大后注意病斑

大小、形状和颜色。

２．喷洒法 将病菌孢子粉均匀喷洒于潮湿的植物表面。可用于接种锈病菌和白粉病菌。

白粉菌和锈菌的孢子可与滑石粉混合后放在喷雾器中喷，也可用指形管代替喷粉管，直接敲打指

形管，撒粉于接种植物苗上，还可用沉降塔进行接种。一般滑石粉的量是孢子粉量的 １０倍左右。

具体做法：选用小麦苗喷浇清水后，将小麦白粉病病叶上的病菌孢子轻轻弹在麦苗上，保湿

２４ｈ，逐日观察记载发病情况。

３．涂抹法 如接种麦类锈病菌，一般是先用手指沾水摩擦叶片，使表面有一薄层水膜，然后

将孢子涂抹于叶面上面。保湿 ２４～４８ｈ，使病菌孢子能够萌发侵入。

４．描苗法 对于小麦白粉病和小麦叶锈病这类产孢量大的植物病害，可用发病的并有大量

分生孢子的病株直接置于待接种的寄主植物上。接种后保湿 ２４～４８ｈ，以诱发病害。

５．注射法 将病菌孢子悬浮液用注射器注入寄主生长点或幼嫩部分。该接种法发病重，用

于接种维管束病害的效果很好，也可用于其他病害的接种。

６．伤口接种 除了植物病毒接种时常用的摩擦接种属伤口接种之外，植物病原细菌、植物

病原真菌也常用伤口接种法。许多由伤口侵入，导致果实、块根、块茎等腐烂的病害均可采用。

一般是用灭菌的针或解剖刀刺伤寄主组织，然后将病菌接种在伤口内，有些枝杆病害也可用这种

方法接种。

白菜软腐病菌的接种：

（１）将接种用的白菜叶片两片，洗净，用 ７０％乙醇表面消毒，自然干燥后备用。

（２）用无菌针或无菌解剖刀刺伤白菜叶片，可刺成梅花状小孔或轻轻划伤寄主组织。

（３）取培养的白菜软腐病菌涂抹于菜叶伤口处，另一片不接种或用无菌水接种作为对照。

（４）脱脂棉蘸无菌水放于接种处。

（５）写好标签，２６～３０℃恒温箱中培养，３ｄ后观察记载发病情况。

（四）昆虫等其他介体传染的病害

昆虫是传染植物病毒病害的主要媒介，植物真菌病害、细菌病害也有昆虫传染的，但对植物

病毒病害，昆虫传染最为重要。

１．菟丝子接种 利用菟丝子在发病植株和健株之间进行桥接。在温室中研究由病毒、菌原

体等引起的病害采用这种接种方法。先让菟丝子侵染病株，待建立寄生关系或进一步伸长以后，

再让病株上的菟丝子侵染健株，使病害通过菟丝子接种传播到健康植株上。在进行菟丝子传染

实验时，首先要收集成熟的种子，用浓硫酸预先处理 ３０～１２０ｍｉｎ，洗净后放在铺有湿纸的培养皿

中发芽，然后移植到寄主植物上进行培养。等过一个时期之后，即将其剪成小段，最好不要弄伤

它的生长点，将其缠在带毒植物上使其建立寄生关系，再把另一端缠到要接种的健株上去。

２．蚜虫及其他昆虫介体接种 利用虫媒进行病毒接种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烟草花叶病毒的蚜虫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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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饥饿 从重病植株上取下蚜虫，放入塑料盒内，黑暗饥饿 １～２ｈ。

（２）饲毒 饥饿处理后的蚜虫，用细的毛笔转移至感染烟草花叶病毒的叶片的密闭的塑料

盒内。

（３）检查取食情况 检查蚜虫是否已穿刺叶组织取食，如尾部翘起，即正在取食。

（４）传毒 蚜虫取食 ２～３ｈ后，将蚜虫用小毛笔单个移到健康的植株上进行接种，每株接

种 ５～１０头蚜虫。传毒时间随不同病毒和虫媒种类而异，一般 １～３ｄ。

（５）杀虫 在健康植株上待蚜虫取食 １０ｍｉｎ后，用杀虫剂杀死蚜虫。

（６）观察记载 做好标记，以不接蚜虫的为对照，２８℃温室培养，６～７ｄ后观察蚜虫刺吸接

种结果。

注意灭虫的接种植株要立即放入防虫纱罩或温室中，严格防止其他昆虫入内，影响实验结

果。隔离后要做好栽培管理工作，使接种植株生长良好，同时每天定时观察记载，以确定其是否

发病及其症状表现。

各种虫媒接种实验，每次都要保持一定的接种植株数目，一般不得少于 １０株以下。同时各

种病原物的接种都要设立对照，即用清水代替病菌，并设有重复 ２～３次，以保证最后接种结果的

可靠性。

烟草花叶病毒人工接种：

（１）病毒粗汁液的制备。取烟草花叶病病叶 ５ｇ，用剪刀剪成 ２ｃｍ的片段，放于研钵中研

碎，加 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７．０的 ＰＢＳ１ｍＬ，研出汁液用纱布过滤后备用。（提示：操作前用肥皂洗

净，晾干）。

（２）接种。取普通烟草一盆，在叶正面均匀撒上少量６００目金刚砂。用左手掌心托住叶片，

右手食指蘸取病毒汁液，均匀摩擦欲接种的叶片叶面（提示：注意轻重适度，防止叶面受大的损

伤）。每株接种上、中、下 ３片叶，接种后立即用清水冲洗，设不接种为对照。

（３）写好标记，置于温室中２５±３℃培养，每天观察结果，根据症状反应判断是否发病。

（五）接种实验的记载

人工接种实验的观察和记载工作，是搞好人工接种的重要环节，为了便于分析总结，接种后

应立即将人工接种实验的有关情况进行详细记载。以下是一种简单记载的方式：

接种日期 地点 接种植物 品种

生育期 接种部位 病菌名称 菌种来源

培养基 培养温度及时间 培养方法 接种后管理

显症时间 潜育期 症状描述 等。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不同病害的接种方法是否可以相同？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适宜的接种方法？

２．接种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３．接种后的植株应怎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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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接种实验，每人每天自己负责观察记载。将接种实验结果整理后写成

报告。

实验２０ 植物种子、苗木的检疫检验

植物检疫与植物保护体系中的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有着密切联系。植物检疫是

防止危险性病、虫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传播、危害的一条主要途径，也是保证国际、国

内贸易信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植物检疫是以法律为依据，以先进技术为手段，实施强

制性检疫检验。

一、实验目的

通过参观动植物检疫现场或观看植物检疫录像，了解植物检疫程序，认识农作物主要检疫性

病虫害的症状、病原及虫害的特征，掌握植物检验的主要技术方法。

二、仪器用品

投影仪；体视显微镜，放大镜，显微投影仪，生化培养箱，显微镜，超净台，天平，离心机，离心

管，血球计数板，水浴锅，铜丝网，吸水纸，三角瓶，研钵，烧杯，培养皿，１ｍＬ移液管，电炉，剪刀，

镊子，漏斗架，漏斗，乳胶管，节流夹，瓷盘，载玻片，盖玻片，擦镜纸；过氧化氢硫酸溶液，酸性品红

溶液，碘化钾溶液，氢氧化钠溶液，甲醛溶液，席尔氏液，７０％酒精，０．１％升汞，１０％和 ２０％漂白

粉液，灭菌水，ＰＤＡ培养基等；挂图，病原示范片，植物检疫电教片。

三、实验材料

带有小麦矮腥黑穗病菌的小麦种子，受谷象、米象、豆象等为害的种子样品，感染病毒的落叶

果树病叶，带有棉花枯萎病菌或黄萎病菌的种子或组织，含线虫的土壤，水稻干尖线虫为害的病

组织；检疫性病虫害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植物检疫程序

参观动植物检疫现场或观看植物检疫录像，了解植物检疫的一般程序：现场检疫、产地检疫、

隔离试种场检疫、实验室检疫 ４部分。

（二）植物检疫检验方法

植物检疫检验方法，因检疫对象、植物及其产品的种类和类型不同而异。常用的方法有：直

接检验、过筛检验、比重检验、染色检验、Ｘ光透视检验、诱器检验、洗涤检验、保湿萌芽检验、分离

培养与接种检验、噬菌体检验、电镜检验、贝尔曼漏斗检验等。有的方法可以同时检验病、虫、杂

草，有的方法只适用于或专用于检验害虫或某种病害。

１．直接检验 主要用于现场初检，通过肉眼或放大镜，直接观察检验植物、植物产品、包装

器材、运载工具、堆放场所和垫铺材料等是否有检疫性病、虫、杂草籽。直接检验应做到范围广、

视野宽、速度快，易发现隐患。如病害的菌瘿、菌核、病状和病症；害虫的各虫态的死活虫体、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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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排泄物、巢茧和为害状；杂草的死活植株、果实和种子等。对皮棉、棉籽等要注意检查包布内

壁、棉絮、表层、棉籽以及掺杂物中有无检疫性害虫。

２．过筛检验 主要用于检验粮谷、种子、油料、小粒干果和药材中的病粒、菌瘿、虫瘿、杂草

种子和一些贮粮害虫。现场初检和室内检验均可使用。

（１）将制备的代表样品倒入一定规格的套筛上层过筛，然后检查筛上物和筛底筛下物。

（２）肉眼或放大镜（必要时用双目放大镜）检查所含病、虫、杂草的种类和数量，进而鉴定它

们的种类，必要时，计算病、虫、草籽的含量。计算公式：

病原物含量（％）＝［病粒或菌瘿、菌核质量（ｇ）／代表样品质量（ｇ）］×１００％

害虫含量（头／ｋｇ）＝［害虫头数（头）／样品质量（ｇ）］×１０００

３．染色检验 某些植物器官、被害虫为害或病原菌感染后，或某些病原物本身，常可用特殊

的化学药品处理，使其染上特有的颜色，帮助检出和区分病、虫种类。

（１）高锰酸钾染色检验 米象、谷象等为害粮谷或种子可用下列化学药品染色检验，如高锰

酸钾、品红、碘液等染色检验。

取米象、谷象为害的样品 １５ｇ，去除杂质后倒入铜或铁丝网中；把样品浸入 ３０℃温水中

１ｍｉｎ，然后移至 １％高锰酸钾溶液中染色 １ｍｉｎ；然后，将样品用清水漂洗干净，在白色吸水纸上

摊开，用放大镜检查。检查时，凡粒面上有直径约 ０．６ｍｍ左右的黑斑点，即为虫害粒，可挑出剖

检、镜检，即可鉴定虫害种类，计算含虫量（头／ｋｇ）。

此法漂洗过程中，亦可用过氧化氢硫酸铜混合液代替清水，效果更好。过氧化氢硫酸铜混合

液是 １００ｍＬ的１％硫酸铜溶液与 １ｍＬ的３％过氧化氢溶液混合而成。

（２）病毒染色检验 选带有病毒的落叶树木叶片或一年生的茎或根的薄片、休眠枝条为样

品。样品投入盛有 ０．７４％的甲醛溶液（９５％乙醇 ７００ｍＬ，３７％甲醛 ２０ｍＬ，蒸馏水 ２３０ｍＬ混合

液）的试管中，并在水浴锅中加热，保持 ８０℃，直到样品完全脱绿为止。脱绿样品投入含 １ｍｏｌ／

Ｌ的 ＮａＯＨ溶液的试管中，并放在 ８０～１００℃的水浴锅中加温，待充分显色为止。当样品呈蓝

色，表明所检验的植株有病毒感染；若样品呈黄色，则表明所检验的植株无病毒感染。记载样品

检验结果。

带毒率（％）＝（带毒样品数量／样品总量）×１００％

４．洗涤检验 常用于检查附着在粮谷类和其他种子表面的真菌孢子。

带有小麦矮腥黑穗病菌种子的检验：

（１）样品制备 从平均样品中任取５０ｇ小麦种子（因种子的种类而异，一般５～５０ｇ不等），

放入三角瓶，样品制备 ２份。

（２）洗涤 在三角瓶中加入 １００ｍＬ蒸馏水，用力振荡 ５～１０ｍｉｎ（或在振荡器上振荡

５ｍｉｎ），洗下粘附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孢子，将洗涤液倒入离心管中，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３～５

ｍｉｎ，倒去上清液，底部的沉淀物加入 １ｍＬ的席尔氏液，再摇动离心管。

（３）镜检 用灭菌吸管吸取悬浮液滴于载玻片上，进行镜检，一般每份样品镜检 ５个玻片。

观察种子带有何种病菌，并测定每克种子含病菌孢子的数量。通常可采用平均每视野的孢

子数或血球计数板来推算。平均视野法的计算公式：

每克种子的孢子负荷量 ＝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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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１ 为每视野平均孢子数；

ｎ２ 为 １个盖玻片的总视野数，ｎ２ ＝盖玻片面积／每个视野面积，

盖玻片面积 ＝１８ｍｍ×１８ｍｍ，每个视野面积 ＝３．１４×π×Ｒ２，Ｒ代表物镜半径，可由显微镜

测分尺测得；

ｎ３ 为每毫升供测液的滴数，可用 ２次５ｍＬ的总滴数的平均数来获得；

ｎ４ 为供检测的毫升数（ｍＬ）；

ｎ５ 为检测样品的重量（ｇ）。

５．分离培养检验 植物病理学上常用的检验方法。分离培养主要用于检验潜伏于种子、苗

木或其他无性繁殖材料、植物产品内的病原菌及不易发现和鉴定的病原菌，或其外部没有特征性

的病原可供鉴定时，也可用于测定种子表面粘附的病菌种类和数量。但是不同的病原菌所用培

养基和分离方法不同。分离真菌常用组织分离法和稀释分离法，常用培养基是 ＰＤＡ培养基；分

离细菌的方法有稀释分离法和划线分离法，常用的是 ＮＡ培养基。对某种特定的病原菌，往往需

要特殊的选择性培养基来分离培养。

当供检的样品通过适宜的分离方法得到病原菌后，再根据不同类别的病菌，分别通过形态

学、生物学特性、生理生化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等方法来进行鉴定。

棉花枯萎病、棉花黄萎病种子或组织的检验：

（１）样品制备 棉花枯萎病菌或棉花黄萎病菌种子或组织的检验是在棉种抽检样品中随机

抽取 １０００粒棉种或可疑病的枝、茎一小段供检测。

（２）消毒 将应检种子置于５００ｍＬ三角瓶中（可放入种子５０～１００粒），瓶口罩上铁丝网或

纱布，流水冲洗 ２４ｈ；或将棉籽放入 ７０％酒精中浸泡 ３０ｓ除去气泡，然后移置于 ０．１％升汞溶液

中消毒 ２ｍｉｎ，再用无菌水冲洗 ２～３次；或将棉籽放在 ２０％漂白粉中浸泡 ２～５ｍｉｎ，无需冲洗。

（３）分离培养 将冲洗或消毒过的种子在超净台上，以无菌操作法将分离材料置于 ＰＤＡ培

养基平板，每皿放 ５粒，置于 ２２～２５℃培养箱中培养 ５～１５ｄ。

挑取培养的病菌制片，显微镜检查有无棉花黄萎病菌轮枝状分生孢子梗及无色单胞圆形或

椭圆形分生孢子，或棉花枯萎病菌大型分生孢子及小型分生孢子，并记载种子带菌率。棉种带菌

率计算公式如下。

棉种带菌率（％）＝（常菌棉籽数／测试棉籽总数）×１００％

６．贝尔曼漏斗检验 主要用于植物病原线虫的分离检验，检验方法因不同种类的线虫而

异，可采用直接分离法、漏斗分离法、浅盘分离法等。

（１）样品制备 取含线虫的土壤或待测植物水稻干尖线虫为害的病组织剪碎（０．５ｃｍ左右

见方）或取风干土样 ５０ｇ，用纱布包好待测。

（２）分离 将上述用纱布包好的待测样品置于漏斗中的铜（铁）丝网上，漏斗下接一段 １０～

１５ｃｍ的乳胶管，管上装有一节流夹，胶管下接有三角瓶或烧杯。将漏斗放满水，２０℃下浸泡

１２～２４ｈ，使线虫游离到水中，并沉降到漏斗下部的乳胶管中。

（３）镜检 打开节流夹放出 ３～５ｍＬ水（如果需要定量检查，则先取出样品，再放出全部浸

泡水），在体视显微镜下检查。若线虫数少或浸泡水全部放出时，可经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３ｍｉｎ后，取出底部液进行镜检。镜检后，确定土样或植物组织中是否有植物线虫，鉴定其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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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测定放出的全部浸泡液线虫含量。线虫含量测定公式如下：

土壤线虫量（头／ｋｇ）＝浸泡水中线虫总量 ×２０

植物检疫的其他检验方法，本实验不再详述，研究工作者可根据需要检疫检验的样品材料

而定。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学时。

六、思考题及作业

１．叙述植物检疫的程序。

２．简述所观察检疫性病害的主要症状及病原形态特征。

３．简述所观察检疫性害虫各虫态的主要形态特征。

４．简述植物病虫害检疫的常用方法及具体操作步骤。

５．观察记载染色检验、洗涤检验、分离培养检验、贝尔曼漏斗法检验的结果，可只记录 ２～３

种样品的检疫结果。

实验２１ 昆虫饲养及食性观察（１）

昆虫饲养是研究昆虫最常见、最基础的一项工作。通过饲养工作，可以细致地了解昆虫活动

的规律、习性、行为，以及对生活条件的反应和要求，并为各种昆虫学实验提供大量实验材料。

一、目的要求

掌握昆虫饲养的一般原理，通过观看昆虫饲养多媒体资料和实地参观昆虫繁育实验基地，进

而掌握昆虫饲养的基本技术，促进实验内容向综合性发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二、仪器用品

培养皿，指形管，玻璃筒或玻璃灯罩，养虫缸，养虫纱罩，养虫箱，大型养虫笼，饲养盘，饲养

架；田间饲养室，人工气候室；投影仪和录像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

三、实验材料

蝗虫，黄粉虫，玉米螟，棉铃虫，胭脂虫，土元。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昆虫饲养根据目的一般可分为以下 ４种：个体发育和生活史的饲养；生态研究的饲养；实验

材料或天敌的饲养；分类鉴定的饲养。昆虫种类不同，所需的生活条件也不一样，这是昆虫长期

适应环境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在进行昆虫饲养时，需要了解饲养对象的生活习性、营养需要及

饲料，注意饲养器具制备、环境条件控制、饲养环境的清洁与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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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虫饲养

许多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其成虫和若虫的食性相同，饲养方法也一样。多数完全变态的昆

虫，其成虫期与幼虫期食性完全不同，因此，在饲养这类昆虫的成虫时，应着重了解其食性特点，

给以必要的补充营养，才能使性器官成熟，进行交配产卵。

一般按照昆虫食料的状态，可分为液体食料、固体食料和半固体食料。

１．成虫的饲料

（１）液体食料 如水、糖液、蜜水、牛乳、血液与蜜水，浓度一般在 １％ ～１０％之间，不可太

浓。液体饲料常用于鳞翅目、双翅目和膜翅目的许多种类。

（２）固体食料 各种果干和糖果，只要把表面浸渍湿润，就能被某些成虫取食。如浸润软化

的葡萄干和梅干是许多种双翅目和膜翅目昆虫的良好食料。

饲养寄生蜂类，常用碎糖和蜂蜜制成固体饲料。把蜂蜜加热后，放入碎糖，待糖溶化后冷却，

制成硬块，这样的食料在潮湿的大气中能稍微溶化，供寄生蜂取食。

（３）半固体食料 是用 ｌ％的琼脂加水加热熔化，然后在 １００ｍＬ的溶液中加入 ２０ｇ蔗糖和

５０ｍＬ蜂蜜。在该混合物凝固以前，滴于硬纸片上，使成小滴或条形，适于多种寄生蜂的取食。

干奶粉和红糖也可作为一些蝇类的饲料。这类食料使用方便，不易发酵。

杂食性的黄粉虫、土元，只要提供基础食料即可正常生长发育。取食植物叶片的成虫，如蝗

虫、叶甲等，只要供给喜好取食的新鲜寄主叶片，就能正常生活。

２．成虫的交尾

成虫交尾是饲养昆虫是否成功的关键环节。许多昆虫在交尾时要求一定的条件，如蝴蝶、蝇

类、蜻蜓等，须经—定时期的飞舞，甚至在飞行中进行交尾。对于这类昆虫，如果饲养空间不够

大，就不能满足交尾的要求。另一方面，有些种类在较小的饲养器内，反而能增加雌雄相遇的机

会，易于交配产卵，如麦蛾等。

３．成虫的产卵

成虫产卵的条件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在饲养时必须放置可以引起产卵行为的食料。但有

些种类除嗅觉刺激外，还要求具有其他刺激条件，如合适的温、湿、光照条件等。有些昆虫，对产

卵部位的光滑、粗糙、毛茸、折缝等有选择性要求。如黄粉虫产在饲料中，并与卵外黏液结合成团

块；斑须蝽象、黄斑蝽喜把卵产在光滑的表面。因此在饲养器中放些蜡纸、玻璃纸、塑料纸等就能

使昆虫在上面产卵。饲养瓢虫，可以放置适量的圆细纸筒。

（二）卵期饲养

要保证昆虫的卵正常孵化，应注意把卵保存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特别是在气温高的情

况下，保持湿度更为重要。保湿的方法，可在卵上覆盖湿润纱布，或在饲养器中放入浸湿的棉球，

也可用玻璃杯装卵放在盛水的容器中。

（三）幼虫的饲养

幼虫是昆虫大量取食的阶段。在饲养前，种植昆虫喜爱取食的植物，以备随时采取供食。为了

保持饲料新鲜，可把剪下的小枝或小苗插入水中，或用湿棉包扎。如用盆栽植物供食，则更方便。

初孵幼虫换食时，可把旧食料连同虫体一起轻倒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用干净的毛笔把虫体轻

轻扫到新食料上。

幼虫群体饲养时，要注意虫口密度，过密会影响体重和发育，容易传染疫病。有互相残杀习

    
    

    
    

    
 



实验 ２２ 昆虫饲养及食性观察（２） ６３

性的幼虫，如地老虎、棉铃虫、黏虫、蝈蝈、瓢虫等，则应分开，采取个体饲养。

（四）蛹期饲养

根据昆虫的化蛹习性，准备好化蛹场所。许多蛾类的幼虫喜欢在树皮缝隙或枝杈处化蛹，有

的吐丝结茧。因此可放些折叠的纸条、皱缩的纸团或成簇的禾秆、圆细纸筒等，都能使它们化蛹。

为了观察前蛹期、蛹的历时和其他情况，可以把老熟幼虫放入玻璃皿内化蛹，并放在黑暗场

所，这样吐丝少，便于观察。

有入土化蛹习性的幼虫，如地老虎、棉铃虫等，则在养虫皿中铺少量土，放入黑暗处使其化

蛹，这样就不会做成土茧而便于观察。

一般昆虫化蛹期要求比较高的湿度，否则会影响羽化，甚至死亡。保湿的方法是在饲养器中

放入吸水后的水苔、沙土、吸水纸、脱脂棉、塑料泡沫等，这样就不会使蛹因干燥而死。

对照准备好的仪器用品和实验材料观看昆虫饲养多媒体资料，实地参观昆虫饲养室或繁育场。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按照饲养昆虫的目的，饲养方法分为哪几类？饲养过程中注意哪些问题？

２．成虫饲料有哪几类？试配制两种昆虫食料。

实验２２ 昆虫饲养及食性观察（２）

昆虫的取食和产卵方式不同，饲养的方法也有很大差别。如蚕食式昆虫、蛀食式昆虫、刺吸

式昆虫、寄生式昆虫和地下害虫等，它们的饲养方法都不同。

一、目的要求

了解昆虫饲养的一般原理，观看昆虫饲养多媒体资料，实地参观昆虫饲养室或繁育场，进而

掌握昆虫饲养的基本技术并观察其食性范围。

二、仪器用品

培养皿，指形管，玻璃筒或玻璃灯罩，养虫缸，繁蜂箱，养虫纱罩，网罩，养虫箱，大型养虫笼；

田间饲养室，人工气候室，昆虫繁育试验场及设施。

三、实验材料

菜粉蝶，蝗虫，玉米螟，盲蝽，胭脂虫，赤眼蜂，黄粉虫。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蚕食式昆虫饲养法

蚕食式昆虫是指虫体裸露于植物外部取食的种类，如菜粉蝶、蝗虫、黏虫等。这类昆虫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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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只要有饲养的容器阻止逃逸，定时供给新鲜食物，及时清除残渣、粪便，就能满足其生活要

求。为了避免被寄生蜂和寄生蝇所寄生，饲养器皿应加盖铜纱或铁纱罩保护。

１．菜粉蝶饲养法

饲养菜粉蝶的幼虫，最好用白菜或甘蓝叶片作饲料。一般幼虫可饲养在培养皿内，每天更新

食料，并清除粪便和残食。如培养皿内过湿，皿底可铺吸水纸数层。幼虫长大后，皿盖可改换纱布

罩覆。一龄幼虫食量很小，二龄后食量渐增，四龄时每天能吃 １．８ｇ以上，所以应注意食料的增加。

成虫交尾时需要在空中追逐飞舞，先在田间十字花科植物上捕捉开始产卵的成虫，然后放入

备有盆栽白菜或甘蓝苗的纱笼中，成虫在菜苗上产卵。也可在田间用大型纱笼罩住甘蓝植株，使

成虫产卵，卵孵化后幼虫可自由生长。

２．蝗虫饲养法

蝗虫室内饲养是在体积 ６０ｃｍ×４５ｃｍ×６０ｃｍ的饲养箱中进行，箱的三边至顶部全为白色

油漆的木板或角铁构成。前面是双层的可上下开关的玻璃框门或做成拉链式的纱网。箱的两

侧，各有 ２０ｃｍ×２０ｃｍ的木板窗，可以开关，木板窗内为纱窗。箱底设有铁皮盒子或抽屉，其中

装土，用以调节箱内湿度和成虫产卵之用。箱顶装电灯两支，用以照明和调节箱内温度。箱中设

有湿度计。一般饲养温度保持在 ２５～３０℃之间，湿度在 ５０％ ～８０％之间。每日从野外或温室

剪取玉米或小麦苗，撒入饲养箱或插入水瓶以保持较长时间。每日上午 ８∶００～１０∶００时更换食

料 １次，同时清除残食和粪便。

成虫羽化后，要在铁皮底盒装入湿潮沙土，供其产卵。产下的卵块，可以从土中挖出。要孵

化的卵放在 ２５～３０℃的温箱中，约经 １３ｄ可孵出幼蝻。要保存的卵可放入 ０～５℃的冰箱中，

可以保存数月至一年以上。

田间饲养可在大型无底纱笼中进行，饲养管理方法与室内基本相同。

（二）蛀食式昆虫饲养法

许多种昆虫的幼虫喜欢钻蛀在植物组织内部生活，如螟蛾类、食心虫类、天牛类等。在饲养

过程中，必须人工设计适合于昆虫蛀食的生活条件，并应考虑到如何才能进行观察。为了保持食

物的新鲜，最好在盆栽植物上饲养。有的可以经常更换取食的茎秆。

玉米螟：成虫饲养宜在 ２５～３０℃和 ９５％ ～１００％的湿度下进行。饲养时可从田间玉米秆中

剥出老熟幼虫，最好切取带虫的茎秆，每 ３～４ｃｍ一段，放入玻璃缸内作为虫种，每５ｄ检查 １次。

也可用人工制成幼虫潜所，即将 ３～４ｃｍ长的玉米秆切成两半，在其髓部挖一相当于幼虫大小的

小槽，把幼虫放入，再对合起来，用橡皮圈扎紧，放入饲养缸内，定期解开检查，凡已化蛹的就去掉

橡皮圈，连同玉米秆一同放入饲养笼内，并把 １０％蜜水放入笼内供螟蛾取食。

螟蛾产卵时，可将蜡纸剪成宽 ３～４ｃｍ的纸条，钉在纱笼顶部木框上，螟蛾即在蜡纸条上产

卵。取卵时，摘下四周的蜡纸，卵同蜡纸一同剪下，贴在硬纸片上。

卵孵化时，可把贴在硬纸片上的卵块放入饲养缸内，另在缸内放—盛有饱和食盐水的小玻璃

皿以保持一定湿度。卵孵化的湿度为 ７０％ ～９０％。数日后，卵现黑点（头壳），即将孵化。这时

应取出盐水皿，放入新鲜玉米嫩叶，备幼虫取食。

初孵幼虫宜用玉米心叶或花丝饲养。把玉米心叶剪成小块，重叠在一起，放入缸内，以便幼

虫钻入叶间取食。３、４龄幼虫已有钻蛀习性，须用切成小段的嫩玉米秆饲养。把玉米秆用刀劈

成两半，挖一能容纳幼虫的小槽，每段放一虫，然后合上，用橡皮圈扎起，放入饲养缸。每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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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次，必要时要更新蛀秆，直至幼虫老熟、体色变黄白、有的作薄茧（亦有不做茧者），再使其化蛹

羽化，继续繁殖饲养。

（三）刺吸式昆虫饲养法

饲养刺吸式口器昆虫，要求经常供给幼嫩新鲜的寄主植物，同时加以网罩以免逃逸。对于一

些活动较大的种类，如叶蝉、蝽象等，可给插在水中的寄主植物加以网罩，以便经常更新食料。对

于活动性较差的昆虫，如蚜虫、蚧壳虫等，则需饲养在盆栽植物上，可免经常更新植物的麻烦。

对于某些刺吸式昆虫，还可利用人工饲料进行饲养。把综合饲料放入一个用动物薄膜罩紧

的容器里，昆虫就能刺穿动物膜吸取内部营养液，动物膜如肠衣、肠间膜或鱼皮膜等。

１．盲蝽饲养法 棉绿盲蝽、三点盲蝽和苜蓿盲蝽等在我国已饲养成功。饲养的关键在于对

这些盲蝽食性的了解。盲蝽在一生中，除取食植物汁液外，还需要取食少量的动物性食料，如蚜

虫及其分泌的糖分，否则发育繁殖受到抑制。

饲养盲蝽可采用灯罩或无底指形管（细玻筒）进行。把棉苗上部插入灯罩或管中，下部插入

水中，上下两端用棉花塞紧，使虫不能爬出。饲养管中放入吸取 １０％蜜蜂水的脱脂棉一小块，供

虫取食，脱脂棉要保持湿润，棉苗要经常更新。放入少量的棉蚜，也可作为盲蝽的食料。

在湿度高的情况下，适于卵的孵化。

２．胭脂虫饲养法 胭脂虫喜刺吸仙人掌。饲养时盆栽仙人掌若干株，为了便于观察，仅留

两、三片顶片作为接种片。接种后罩以玻璃罩以防寄生蜂或其他天敌侵害。接种时，将 １头圆

润、饱满但未孵化的雌成虫或已成熟接近孵化的雌蚧包入纱布或滤纸，固定在接种片上。等孵化

出来的若虫在叶面固定后，再选取位置适当者（仙人掌主片上不要留虫）保留一定虫数，其他的

用小针剔去。也可采用靠接的方式直接接种，将有游走子爬动的仙人掌靠接于待接种掌片上，使

若虫自行爬上盆栽仙人掌。这样就可观察它的世代发生情况。

（四）寄生昆虫的饲养法

寄生昆虫都是在活的昆虫体内（卵、幼虫、蛹）发育的，因此饲养寄生昆虫首先要准备它的寄

主昆虫。如卵寄生蜂要先准备好它的寄主卵，寄生在幼虫体内的要准备它的寄主幼虫等。

现以赤眼蜂为例介绍其饲养方法。

饲养赤眼蜂，首先须对它的种类、生活习性和生态要求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创造适合于其生

活、繁殖的条件。

１．人工繁殖的设备条件 ① 建立繁蜂室：凡能保温、保湿，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和能防蚁的

房屋，都可作为繁蜂室。室的大小不拘，一般为 １０～１５ｍ２，繁出的蜂即可满足 ６亩（１公顷 ＝１５

亩）大田放蜂之用。② 繁蜂用具：要求透光，不跑蜂，无特殊气味，凡木箱、纸盒、玻璃瓶、竹筒等

均可。目前生产上推广用繁蜂箱长 ３０ｃｍ，宽 １０ｃｍ，高 ２５ｃｍ的木箱。其他用具包括扎瓶口的

牛皮纸，制卵箔用的白纸，粘卵用的桃胶、剪刀、镊子、小毛笔、指形管（口径３ｃｍ，长１０ｃｍ）、橡皮

圈、冰箱等。

目前繁殖卵寄生蜂多用蓖麻蚕卵，因此事前必须饲养蓖麻蚕。

２．人工繁殖的方法 ① 制卵箔：取白纸剪成比管径稍大，长度比管稍短的长方形纸片，边

缘剪成弧形，利于蜂的活动。在纸中间均匀涂胶（纸的周围留空白，以便注明接蜂日期、蜂种和

代数），把寄主卵均匀撒在胶面上，待卵贴着后即成卵箔。② 接蜂：先把卵箔放入管内，使卵面向

上呈弧形，靠近而不贴住管壁，以利蜂的活动、产卵。然后在管壁沾上少许蜜糖，再将管底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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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口背光，利用蜂的趋光性，把蜂引入管内。用牛皮纸把口封住，蜂在管内就能找卵寄生。为了

提高寄生率，１ｄ内可将接蜂箱或指形管向上、下、左、右方向倒换 １～２次。接蜂产卵时间约在

１ｄ左右，接蜂数目因寄主种类不同而不同，如用蓖麻蚕的卵接蜂与卵数比例为 １∶１或 ２∶１（每粒

卵能出子蜂 ２５～３０头较合适）；若用柞蚕卵作寄主，则接蜂与卵的比例为 ３～４∶１（以每粒卵出子

蜂 ４０～５０个为宜）。接蜂后温度保持在 ２５～２８℃，相对湿度 ８５％ ～９０％。温度低于 ２４℃，湿

度低于 ６０％就会影响蜂的产卵。另外太阳光不能直射蜂箱。

３．大量繁殖的方法 在玻璃管中繁殖到数百头时，就可放入繁蜂箱内大量繁殖。繁蜂箱前

后两面装有玻璃，另备黑布一块，以便控制箱内光线。被寄生的蓖麻蚕卵，在赤眼蜂将要羽化时

放入箱内。见向光的玻璃上有几个赤眼蜂爬行时，将繁殖用的大型卵箔放入箱中。把有卵的一

面贴近向光的玻璃上，将背光的一面用黑布遮光，使蜂集中在卵粒上产卵。

４．赤眼蜂的积累和保存 赤眼蜂发育很快，在夏天 ２９～３０℃，湿度 ８５％左右的条件下，７ｄ

完成一代。蓖麻蚕卵产后 ５ｄ，胚胎变黑就不能用来繁蜂。因此，大量积累和保存赤眼蜂和寄主

卵，就必须放在低温下控制发育。

赤眼蜂的卵、幼虫和蛹都在寄主的卵中度过。将寄生 １～４ｄ的寄主卵箔，用防水纸包好，或

用纸包后放入玻璃瓶或尼龙袋，把口封严，放入 ５～８℃冰箱冷藏，可保持 ２～３个月。取出时要

注意温度逐渐地接近自然温度，以免从低温骤然升高引起死亡。

（五）地下害虫饲养法

饲养生活于土中的害虫，必须创造接近自然土壤的温湿度条件。在自然土壤中饲养地下害

虫虽然易于成活，但不便于观察。因此对于某些地下害虫，常用瓦质的花盆或瓦缸盛土加水饲

养，定期拨开土壤，观察其生活情况，并随时加水满足其湿度要求。

为了观察方便并接近自然的条件，可以设计各种能够放在土壤中的饲养器。这种饲养器可

随饲养害虫的种类和目的做成一定的尺寸，一般高 ４０～５０ｃｍ、宽 ２０～３０ｃｍ、厚 ２．５～３ｃｍ。饲

养器的骨架用白铁及粗铅丝制成，宽的两面安装玻璃，以便观察虫体；两侧边装以 １６孔的铜丝

纱，这样可供水分渗入器内，接近自然情况。使用时在饲养器内装入土壤，接种害虫并加入饲料。

在地面挖一个和饲养器体积相等的深槽，把饲养器放入槽中，饲养的昆虫就能正常生活。观察时

可将饲养器提出，从两面的玻璃观察昆虫的生活情况。

饲养蛴螬等时，可把已交尾的成虫放入盛有一部分腐植质的瓦钵中，待其产卵孵化为幼虫，

再把幼虫移入上述饲养器中，每一饲养器可放入 ２～３头。

蛴螬等化蛹时，需做四壁光滑的土室。为了便于观察，可用高５ｃｍ、直径１０ｃｍ的玻璃皿，皿

内放入湿土（含水量 １３％ ～１５％），把土稍稍压实，在土面上做成深１ｃｍ、长约 ２．５ｃｍ的土穴，把

一些老熟预蛹期的幼虫，放入穴中，皿口盖以玻璃，一般就能化蛹羽化。

饲养地下害虫时，湿度和温度是很重要的。土壤含水量低于 ８％时，昆虫易于死亡；水分过

高，土壤易成泥状，也不适于害虫生活。关于温度，一般冬季不应低于２℃，夏季不能高过３０℃。

地下害虫的饲料以马铃薯、甘薯片为最适宜。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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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比较几种类型昆虫饲养法，哪种相对容易些，说明各饲养法重点注意哪些方面。

２．试饲养胭脂虫。

３．设计蝼蛄的人工规模饲养方案。

实验２３ 植物病虫害的田间调查

面对成千上万的病虫害，要了解其分布、危害、发生程度、症状变化，以及栽培和环境条件对

植物病虫害发生的影响、品种的抗病虫能力、防治效果、危害造成的损失等，都要通过病虫调查才

能掌握。只有用科学的调查方法获得准确的病虫害数据资料，才能对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分析。

一、目的要求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植物病虫害种类、分布和发生情况，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学习植

物病虫害调查和统计的基本方法。

二、仪器用品

计算机；计算器，记录板，调查表，笔记本，尺子，采集箱等。

三、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病虫害空间格局

病虫害空间格局是指某一时刻在不同的单位空间内病原物或有害昆虫数量的差异及特殊

性，它表明该种群选择栖息环境的内在特性和空间结构的异质性。受种群特性、种群栖息地内各

种生物种群间的相互关系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某一种群在空间散布的格局会有所不同。调查病

虫害的空间格局有助于了解其传播规律。病虫害的空间格局又称为“空间分布型”、“田间分布

型”，是确定取样调查方式的重要依据。

常见的用来描述病虫害空间分布型有 ４种，即：二项式分布（均匀分布）、泊松分布、奈曼分

布（核心分布）和负二项式分布（嵌纹分布）（图 １－１）。

形成不同空间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病虫害的增殖（生殖）方式、活动习性、传播方

式、发生阶段等，也与环境的均一性有关。了解病虫害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助于初步判断它们

的分布格局。如果病虫害来自田外，传入数量较小，无论是随气流还是种子传播，初始的分布情

况都可能是泊松分布；而当病虫害经过一至几代增殖后，每代传播范围或扩展速度较小时，即围

绕初次发生的地点就可以形成一些发生中心，就会呈奈曼分布；其后，特别是随着病虫害的大量

增殖，又会逐步过渡为二项式分布。当大量的小麦条锈病夏孢子传入或蝗虫大量迁入时，也可能

直接呈现二项式分布。由于肥、水、土壤质地等成片、成条带的差异可能造成作物长势和抗病性

的差异，进而引发病原物侵染和害虫取食、产卵的差异，也会出现负二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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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植物病虫害常见的空间分布格局

Ａ．二项式分布；Ｂ．泊松分布；

Ｃ．奈曼分布；Ｄ．负二项式分布

（二）取样调查方法

选择取样调查方法既要以病虫害空间分布型为基础，又要符合统计学的基本要求。病虫害

取样调查方法可以大体划分为典型取样、随机取样、顺序取样和分层取样等 ４大类。

随机取样数据是进行数理统计的基础。基本做法是先将总体划分成若干个相同的单位，并

按次序编号，然后根据随机数抽取样本。科学实验经常采用的五点法、对角线法、棋盘式法、“Ｚ”

字形法等（图 １－２）。

图１－２ 顺序抽样法的几种常见类型

Ａ．五点式（示面积）；Ｂ．五点式（示长度）；Ｃ．双对角线式；

Ｄ．单对角线式；Ｅ．棋盘式；Ｆ．“Ｚ”字形；Ｇ．平行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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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的类别

病害调查通常分为一般调查、重点调查和调查研究，而害虫田间调查的目的和内容差异

不大。

１．一般调查 当一个地区有关病害发生情况的资料很少时，可先进行一般调查，主要是了

解病害的分布和发病程度，调查的面要广，并且要有代表性。

２．重点调查 经过一般调查发现的重要病害可作为重点调查的对象，深入了解它的分布、

发病率、损失率、生态环境和防治效果等。重点调查的次数要多一些，发病率的计算也要求比较

准确。

３．田间记载 进行田间调查必须根据调查的目的和内容，对所调查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记

载和统计。一般病虫害调查要随时记载调查日期、地点、作物和品种名称、病名或虫名、发病受害

程度、病虫害分布情况、栽培情况等。如果一次要调查几种作物或几种病害的发生情况，可选择

一个比较适中的时期。病害调查的记录可参照表 １－２，重点病害调查可参照表 １－３。

表１－２ 小麦病害调查记载表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调查人：

病害名称
调查田块

第 １田 第２田 第３田 第 ４田 第５田 …… 第１０田 平均

散黑穗病

杆黑粉病

条锈病

叶锈病

秆锈病

白粉病

全蚀病

纹枯病

表１－３ 植物病害调查记录表

调查地点和单位名称 调查日期 调查人 作物 品种

种子来源 发病率和田间分布情况 土壤性质 土壤湿度 病名

肥水管理情况 耕作栽培方式 当地湿度和降雨 防治方法和防治效果

其他重要病虫害

（四）田间病情、虫情的统计方法

１．田间病情的统计 一般用发病率、严重度和病情指数表示大田病害的发病程度。

（１）发病率 表示发病田块、植株和器官等发病的普遍程度，一般用百分率表示。

发病率（％）＝［病叶（秆）数／调查总叶（秆）数］×１００％

（２）严重度 表示发病田块植株或器官的发病严重程度。严重度常用 ０～９级或 ０～５级来

表示。以 ０级代表无病，以最高数值代表最严重的发病程度。以一定间隔分为若干级别，级别不

要太多，一般 ３～５级即可。在条、叶锈病中用孢子堆占叶面积的百分比表示；在秆锈病中用茎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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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两节中孢子堆占茎秆面积的百分比表示。小麦锈病调查分级标准中严重率分为 １３级，即

０％、１％、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

严重度（％）＝［叶（秆）孢子堆面积／调查叶（秆）总面积］×１００％

（３）病情指数 表示总的病情，由普遍率和严重度计算而得。

病情指数 ＝普遍率 ×平均严重度 ×１００

病情指数 ＝［∑（病级株数 ×代表数值）／（株数总和 ×发病最重级的代表数值）］×１００

普遍率和严重度均计了百分号。发病最重级的代表数是 １００，完全无病是 ０，所以其数值表示发

病的程度。

２．田间虫情的统计方法 田间虫情一般用虫口来表示，有时也采用病害的统计方法。

（１）以虫口表示 根据调查对象的特点，调查它在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单位容器或一定寄

主单位上出现的数量。

（２）以作物受害情况表示 田间虫情也可以用作物的被害情况即被害率，被害指数和损失

率来表示。

被害率（％）＝［被害株（秆、叶、花、果）数／调查总株数（秆、叶、花、果）］×１００％

被害指数 ＝［各级值 ×相应级的株（秆、叶、花、果）数的累计值］／［调查总株（秆、叶、花、果）数

×最高级值］×１００

损失率（％）＝损失系数 ×被害率

损失系数 ＝［（健株单株产量 －被害株单株产量）／健株单株产量］×１００

在作物生长中、后期对玉米、花生、小麦等作物病虫害进行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并记录调查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四、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五、思考题与作业

１．病虫害调查的种类和注意事项有哪些？

２．写出病虫害调查报告。

实验２４ 植物病虫害标本的采集与制作

植物病虫害标本是植物病虫害及其分布的实物性记载，有了标本即可在室外观察的基础上，

开展室内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份好的病虫害标本本身就是完整的症状描述和性状特征的记

载，从而能更准确的识别各种植物病虫害。标本采集和制作技术是植保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

技术之一。

一、实验目的

通过各类病害标本的采集、制作加深对各类病害的感性认识，了解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采

集对象的变态类型、栖息场所、发生时间等。掌握植物病虫害标本的采集和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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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仪器用品与材料

标本夹，采集箱，塑料袋，放大镜，小刀，果枝剪，纸，捕虫网，毒瓶，三角纸袋，镊子，剪子，软毛

笔，指形玻璃管，小铁铲，小铁纱笼，木制标本盒，铅笔，记录本及小标签等。

三、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病害标本的采集、制作和保存

１．标本采集要求

为提高标本的使用价值，对所采标本特提出如下要求。

标本采集是获取植物病害标本的重要途径，也是熟悉植物病害症状，了解植物病害发生情况

的最好方式。植物病害的发生时期与植物的生育期及采集地的地理生态环境、生产条件、病原物

的生物学特性等密切相关。采集标本时，应注意症状要典型。对于真菌病害要尽量采集带有子

实体的标本；病毒病要采集顶梢与新叶；幼嫩多汁的子实体或果实材料，应先用标本纸分别包装

放于标本桶内，避免因挤压而变形。黑粉、黑穗病应及时放入标本袋中，并注意相互隔离；对于较

易失水的叶片，应注意随采随压，以免叶片打卷而不易展开；线虫病的病根以及果树根癌病的病

根要用铁铲挖取整个根部，装入采集桶中。采集时要有完整的野外采集记录，记载的主要内容

有：寄主名称、病害名称、采集地点、采集日期、海拔高度、生态环境、发病情况、采集序号等。一般

情况下，各种病害标本最好采集 １０份以上。

２．标本的制作

（１）干标本的制作

通常所叫的蜡叶标本就是经过压制的干标本。方法是把含水量较少的标本，如植物的茎、叶

以及去掉果肉的病果皮等，分层压在标本夹的吸水纸层中，同时将写好的标本采集记录标签放入

标本夹中，标本夹压紧后日晒或加温烘烤，使其干燥。标本干燥愈快，保持原色的效果愈好。所

以，干制标本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勤换纸，勤翻晒。一般情况下，第一周每天换干燥吸水纸 １～

２次，以后可隔天换纸，视情况而定，直至标本完全干燥。果实及较粗大茎的标本干燥应置于朝

阳通风处，自然干燥，同时定时翻动，以利标本整体均匀干燥。

（２）液浸标本的制作及保色处理

多汁的果实、块茎、块根及多肉子囊菌和担子菌的子实体等标本，不适于干制，必须用浸渍法

保存。常用的浸渍液及其用法如下：

１）普通防腐浸渍液 只适于防腐，没有保持原色的作用，如萝卜、甘薯等不要求保色的标

本，洗净后直接浸入下列溶液中。

５％的福尔马林浸渍液：福尔马林，５０ｍＬ；酒精（９５％），３００ｍＬ；水，２０００ｍＬ。

上述浸渍液亦可简化为 ５％的福尔马林液或 ７０％的酒精溶液，７０％的酒精液对于保存多肉

子囊菌及鬼笔目的子实体甚为适宜。

亚硫酸浸渍液：亚硫酸（饱和溶液），５００ｍＬ；酒精（９５％），５００ｍＬ；水，４０００ｍＬ。

２）保存绿色标本的浸渍液

Ａ．醋酸铜及福尔马林液浸渍法。以 ５０％的醋酸、溶解醋酸铜结晶至饱和程度（约１０００ｍＬ

５０％的醋酸加入 １５ｇ醋酸铜即可达到饱和程度），然后将饱和液稀释 ３～４倍后使用。标本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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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者稀释倍数可大些，颜色深者稀释倍数可小些。

醋酸铜液处理标本分热处理和冷处理两种方法。热处理法是将稀释后的醋酸铜液加热至沸

腾，投入标本。标本的绿色最初被漂去，经数分钟等绿色恢复至原来程度，立即取出标本用清水

洗净，然后保存于 ５％的福尔马林液中。由于热处理标本易使茎、叶变软，果实破裂，因此，亦可

采用冷处理法，其效果也很好。如小麦叶、玉米叶、棉花叶等标本，以 ２～３倍的醋酸铜稀释液冷

浸，经 ３ｈ绿色退去，再经 ７２ｈ又可恢复原来的绿色，然后取出用清水冲净，保存于 ５％的福尔马

林液中。溶液经多次处理标本后，铜离子会逐渐减少，如要继续使用，应补充适量的硫酸铜，才能

保持其保色的能力。

Ｂ．硫酸铜及亚硫酸浸渍法。将标本在 ５％的硫酸铜溶液中冷浸 ６～２０ｈ，当绿色恢复后，取

出用清水冲净，然后保存在亚硫酸溶液中（以含 ５％ ～６％ ＳＯ２ 的亚硫酸溶液 ４５ｍＬ加水 １０００

ｍｌ配成，或以浓硫酸 ２０ｍＬ加在 １０００ｍＬ的水中，然后再加入亚硫酸纳 １６ｇ配成亦可）。

３）保持黄色和橘红色标本的浸渍液 亚硫酸是杏、梨、柿、黄苹果、柑橘及红辣椒等果实标

本适宜的浸渍液。

亚硫酸浸渍液的浓度，一般用市售的亚硫酸（含 ＳＯ２５％ ～６％的水溶液）配成 ４％ ～１０％的

稀溶液（４％ ～１０％的溶液含 ＳＯ２ 为 ０．２％ ～０．５％）即可。

４）保持红色标本的浸渍液 标本的大部分红色是由花青素形成的，花青素能溶于水和酒

精，因此，保存标本的红色是比较困难的。

常用 Ｈｅｓｌｅｒ浸渍液配法如下：氯化锌，５０ｇ；福尔马林，２５ｍＬ；甘油，２５ｍＬ；水，１０００ｍＬ。

将氯化锌溶于热水中，加入福尔马林，如有沉淀，用其澄清液。此溶液适用于由于花青素而

显红色的标本，如苹果、番茄等。

（３）标本瓶的封口 保存标本的浸渍液，多用具有挥发性的或易于氧化的化学物质，所以，

必须密封瓶口才能长久保持浸渍液的效用。

１）暂时封口法 取蜂蜡及松香各 １份，分别熔化，然后混合，并加入少量的凡士林调成胶状

物即成。或以明胶 ４份在水中浸数小时，将水滤去，加热熔化，拌入 １份石蜡，熔化混合后成为胶

状物，趁热使用。

２）永久封口法 用明胶 ２８ｇ在水中浸数小时，将水滤去加热熔化，再加入 ０．３２４ｇ的重铬

酸、并加入适量的熟石膏使成糊状，即可使用。

３．标本的保存

制成的标本，经过整理和登记，然后依一定的系统排列和保藏。菌类标本一般按分类系统排

列，要有两套索引卡片，一套是寄主索引，一套是菌类索引，以便于寻找和整理。标本室（柜）要

保持干燥１清洁，并要定期施药以防虫蛀与霉变。

（１）标本盒保藏 教学和示范用的干制病害标本，采用玻面纸盒保藏比较方便，玻面纸盒的

适宜大小为 ２０ｃｍ×２８ｃｍ×２ｃｍ。纸盒中先铺一层棉花，并在棉花中加少许樟脑粉以驱虫。最

后在棉花上放上标本和标签。

（２）标本瓶保藏 浸渍的标本放在标本瓶内保藏，为了防止标本下沉和上浮，可绑在玻璃条

上，然后再放入标本瓶。标本瓶的口盖好后滴加石蜡封口，然后贴上标签。

（３）纸套内保藏 牛皮纸袋或牛皮纸夹的大小以 ４０ｃｍ×３０ｃｍ为宜。这种方法适用于保

存研究标本及教学上的消耗性标本。大量保存的干制标本，大多采用纸套保藏，将标本装入纸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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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并在纸套上贴好标签，放在标本柜中即可。标签上的项目应包括寄主、病害名称、病原学名、

采集人、鉴定人、采集日期和采集号等。

（二）昆虫标本的采集、制作和保存

１．采集工具

采集昆虫的工具种类很多，常用的采集工具有采集网、采集伞、吸虫管、诱虫灯等。

（１）采集网 是采集昆虫最常用的工具，网的形状和构造因用途不同也不完全一样，大致可

分为 ４类：捕网、扫网、水网和刮网。以捕网应用最广。用竹或轻木等作柄，长 ６２．５ｃｍ，直径约 ２

～３ｃｍ。网袋用纱布制成（以蚊帐纱布为宜），袋的直径约 ３０～４０ｃｍ，袋底应逐渐阔圆，不可尖

出，袋的长度至少能转覆。一般长度大于袋直径的 １．５～２．５ｃｍ，袋的边缘缝以粗布条。然后将

网袋用铁铝丝作成圆形网架套入，用钢铁丝紧紧缚在柄上。

（２）毒瓶 用玻璃瓶（大小可选用，但应是大口的）加上橡皮盖为宜。先将氰化钠（ＮａＣＮ）

或氰化钾（ＫＣＮ）压碎，置于瓶底，上加一层锯末，再加以薄层石膏摊平压实后，用滴管沿瓶壁加

适量的水，使石膏变硬固定。然后在瓶内石膏上铺上一张圆形吸水纸，以吸取多余的水分。瓶内

并放一些细长纸条以减少虫体接触摩擦。

氰化钾或氰化钠与水产生氰酸气，可通过呼吸系统杀虫。其作用如下：

ＫＣＮ＋Ｈ２Ｏ ＫＯＨ＋ＨＣＮ↑或 ＮａＣＮ＋Ｈ２Ｏ ＮａＯＨ＋ＨＣＮ↑

氰化钾和氰化钠是剧毒的药剂，制作和使用毒瓶时应注意以下事项：① 制作毒瓶时，切勿使

毒剂入口，工作完毕后应洗手。使用毒瓶时，不要对准鼻孔，以免吸入氰酸气而中毒。② 制作时

加水应适量（使石膏吸足水分为止），以免氰化钾或氰化钠吸水多而迅速分解失效。③ 毒瓶应严

加保管，如不慎破碎，不要随便抛掉，应妥善处理。④ 将害虫（主要是成虫或若虫）放入毒瓶后，

要等其真正死亡后再取出，以免其复苏。⑤ 水生昆虫和幼虫，勿放入毒瓶。⑥ 鳞翅目成虫勿与

其他昆虫放在一个毒瓶内，以免其鳞粉脱落，不易鉴别。⑦ 已死的昆虫不应在毒瓶内放置过久，

以免变色和腐败。

（３）纸袋 害虫被毒死后，一般将体形较扁的鳞翅目成虫翅摺叠放入三角形的纸袋内（以

纸质光滑，略透明为宜），体形粗大的如直翅目、半翅目、鞘翅目害虫可装于纸筒（或旧信封）及盒

内。纸袋上应写明采集日期、地点、寄主和害虫所属、目、科等。

２．采集方法

（１）手捕捉 大型及动作迟缓的昆虫可用手捉。但鳞翅目成虫不宜手捉（易搞掉鳞粉），有

毒剌、毒毛、臭腺的昆虫不宜手捉，体甚小而细弱的昆虫也不宜手捉。

（２）毒瓶扣捕 对静止的或正在取食中的鳞翅目成虫可用此法捕捉，得到的标本非常完整。

（３）网捕 一般追捕飞翔的昆虫，捕捉后应立即将网摺转，使网口封闭。对静止的昆虫可用

手拉住网底，将网慢慢掩盖虫体捕捉。草丛及作物丛中的小型昆虫可用网来回扫捕。

（４）振落 对一些有伪死性的害虫（如象甲等），可用网张于其下，设法振摇，使其受惊伪死

坠入网中。

３．标本的制作

（１）制作的工具

昆虫标本的制作工具有：虫针，规格 １～５号为宜，也可用缝衣针代替；干燥板，为长方形木

板，大小随意，但质地需松软，以供标本整姿用；展翅板，木材质地，亦应松软。展翅板下面为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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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的底，上架两块狭长的板，略向中间倾斜。中间为一沟，底的中间可贴附 １条木栓，以插虫

针。一般板长 ３６ｃｍ，表面至木栓高 ２ｃｍ，至于板和沟的宽度则视昆虫大小而定。也可将两块狭

长的板作成一块活动的，以调节沟的宽度。

（２）制作方法

针插标本：一般多用于分类。昆虫毒死后约 １０～１６ｈ，此时虫体及附肢尚柔软，即可制作。

制作时根据虫体大小选用虫针，插针时一般昆虫从中胸背面中央插入，从腹面两中足基节间穿

出。针需垂直，如虫体细长者（如蝶类），针可稍向前倾斜，使腹部不致下垂。直翅目（如蝗虫、蝼

蛄等）的前胸背板甚大，且掩盖中胸背板，故针应从前胸背板后部插入。半翅目（如蝽等）则都由

三角形的中胸小盾片处插针。鞘翅目（如金龟甲、天牛等）则从右翅鞘前部插入，中后足之间穿出。

需展翅的标本，在展翅板上操作。将虫体以插入之针固定于展翅板的沟中，使虫体背面与沟

平齐，以便将前后翅展平于展翅板的两块狭板上，用镊子或虫针沿翅的前缘轻轻将翅展平（当心

不要弄破翅或弄掉鳞片），同时以狭纸条压住翅，以虫针（或缝衣针、大头针）固定。展翅各类昆

虫要求不一，原则是能充分显露出翅面上的特点，并使外形美观。直翅目、半翅目、鳞翅目、脉翅

目（如草蛉）要求两侧的前翅后缘成一直线，后翅紧接于前翅，但鳞翅目的后翅过大，其前缘可有

一部分被前翅所掩盖，但不要掩于前翅之上。半翅目、膜翅目前后翅间有连接器（翅钩），可以利

用。双翅目展翅要求两侧前翅的前端成一直线。鞘翅目（很少展翅者）需要展翅则要求两侧后

翅前缘成一直线。各目昆虫触角除很长者需拉向后方外，都向前外方整成生前的自然形状。

不需展翅的标本需整姿。整姿也是要求使各部分特征尽量显露，以便检查。整姿时可用镊

子或虫针将附肢拉至一定位置，用针或纸条压住。一般要求触角整成向前外方伸直（触角长者

如天牛，则拉向后方），前足向前，中、后足向后（但双翅目昆虫则要求前中足向前，后足向后，以

与其生前状态相同）。足应弯曲，勿整成一直线。后足甚长者，也勿使其越过腹部末端过远。整

姿标本一般在平板上操作，等标本干燥后取下，将插针调节至一定高度，并加标签，记载害虫种

名，所属目科以及采集日期、地点、寄主等。

很微小的昆虫不便展翅整姿和针插，可用台纸复制法制作，即将台纸（白色硬纸或废的照相

底片）剪成宽 ８ｍｍ、长 ３ｍｍ的长方形或三角形，把虫贴于一端（如为三角形纸则贴于尖角一

端），以虫针插于另一端，但贴于纸上的虫体仅可见其上面，故每一种害虫背、侧、腹面向上各贴

置一头。贴虫剂的配制：阿拉伯胶粉 ６０份，石炭酸 ２份，９５％酒精 ８份，糖 ３０份，蒸馏水 ４５份。

先将液体混合，再投入糖溶化，最后投入阿拉伯胶粉使其逐渐溶化，切勿加热。

平板标本：主要用于盒装标本，在缺展翅板条件下，也可用来制作针插分类标本。在平板上

操作，展翅、整姿方法同前。展翅整姿完后，应立即轻轻将插入虫体的针拔出。如采集标本过多，

一时无法制作或置久干硬，应将标本放于软化器内软化２～７ｄ。过久的标本，软化器内的水可加

温至 ３０～４０℃。鞘翅目等大型标本也可置于温水内软化。软化后的标本应充分干燥，以免生

霉。软化器为长方形扁盆，以铝质或玻璃为宜，盖须紧密，中间放铁纱网一层，上放标本，下放湿

棉团或水，水中加少许石炭酸以防腐。

浸渍标本：主要保存幼虫，也可保存部分成虫、蛹、卵或被害状。幼虫体内多汁液，一般也不

需整姿，可浸渍保存。采集的幼虫最好使其粪便排净，以热水烫 ５ｍｉｎ（特别是白色幼虫），再浸

于保存液中。常用的保存液为：７０％酒精；酒精甲醛保存液：９６％的酒精 １８ｍＬ，３０％醋酸 ２ｍＬ、

４０％甲醛 ２ｍＬ、蒸馏水 ６０ｍＬ；白糖水保存液：甲醛 ４ｍＬ、冰醋酸 ５ｍＬ、白糖 ５ｇ、蒸馏水 １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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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保存液以白糖保存液为好，保存的标本不易皱缩变形、变黑，也比较不易褪色。但幼虫

多系化学色，一般浸渍过久色易褪去，尤其是绿色、红色标本，目前尚无很理想的浸渍保存液，故

应注意标本的更新和浸渍液的更换（浸渍液一般 １～２年应更换 １次）。

４．标本的整理和保存

标本的整理应按分类程序整理，分别按目、科插入标本盒内。标本盒底面铺一软木板，以供

插针，可用木质或玻璃做盖面。盒的四角内盛放防虫剂的小型玻管，以别针支住。

平板制作的标本多用作生活史和展览用标本，用吸水纸盒或木盒，内铺棉花，上面平放标本

（幼虫可装入内有浸渍液的小玻璃管内，以棉胶或石蜡封紧后，装入），并加放标签，盖用玻璃制

作，以便观察。

标本应存放于干燥处，以免受潮生霉。标本存放时，如发现鲣节虫等为害，可放于４０℃的烤

箱中烘烤一昼夜或以熏蒸剂及敌敌畏熏杀灭虫。

四、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五、思考题与作业

１．在采集植物真菌病害标本时，为什么要尽量采集带有子实体的标本？

２．病害标本是否一定要压制或浸泡保存？仁果、浆果病害如何保存？

３．根据实践体会谈谈具体植物病虫害标本采集、制作的主要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４．昆虫生活史标本如何制作？

５．每人提交已制作并经初步鉴定的病害、昆虫标本各 １０份。

实验２５ 常用农药剂型的配制与质量鉴定

在农药原药中加入适当的辅助剂，制成便于使用的形态，这一过程称作农药加工。加工后的

农药，具有一定的形态、组分、规格，称之为农药剂型。常用农药剂型有：粉剂、乳油、水剂、浓乳

剂、可湿（溶）性粉剂、颗粒剂、熏蒸剂、水悬浮剂、油剂等，其中乳油、可湿性粉剂、粉剂和颗粒剂

被称为农药的 ４大基本剂型。

一、目的要求

了解乳油和颗粒剂的组成及各组分的基本作用，比较两种剂型的应用特点；学习它们的配制

和质量控制指标及其测定方法。

二、仪器用品

烧杯（２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和 ５０ｍＬ），量筒（１００ｍＬ和 １０ｍＬ），具塞量筒 ２５０ｍＬ，三角瓶

２５０ｍＬ，电热套，恒温水浴锅，恒温箱，冰箱，高效液相色谱仪（２５４ｎｍＵＶ检测器），天平，粉碎

机，注射器，移液管，玻璃棒，磨口广口瓶，标准筛（４４μｍ、０．３７１ｍｍ），蒸发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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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材料

辛硫磷原油，吡虫啉原药，多菌灵原药，乳化剂，二甲苯，碳酸钙，盐酸，供试乳油多种，煤矸

石，丙酮，甲醇，９５％乙醇，氯仿，０．１％甲基红乙醇溶液，０．１％溴甲酚绿乙醇溶液，氢氧化钠标准

液（０．０２ｍｌ／Ｌ），３０＃机油，白炭黑，吡虫啉助剂，硅藻土，高岭土，蒸馏水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乳油的配制

１．乳油的组成 乳油主要是由原药、溶剂和乳化剂组成。其中，原药是乳油中有效成分的

主体，对最终配成的乳油有很大的限制和影响；溶剂主要是稀释和溶解原药，帮助乳油在水中乳

化分散，改善乳油的流动性，使乳油中有效成分有一个固定的含量，便于使用；乳化剂是配制乳油

的关键成分，它至少有乳化、湿润和增溶 ３种作用。

２．配制工艺 用 ５０ｍＬ小烧杯在天平上称取辛硫磷原油（工业品有效成分含量约 ８０％）

１２．５ｇ，加入二甲苯 ６．５ｇ，使其充分混匀溶解，然后再加入 １ｇ乳化剂。以上操作可用水浴稍加

热助溶。混合均匀后即得到 ２０ｇ５０％辛硫磷乳油。

（二）乳油的质量鉴定

１．乳油的基本要求 根据农药使用和贮运等要求，农药乳油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乳油放入水中应能自动乳化分散，稍加搅拌就能形成均匀的乳状液；乳状液应有一定的

经时稳定性。

（２）对水质和水温应有较广泛的适应性。一般要求水温 １５～３０℃，在硬度（以碳酸钙计）

为 １００～１０００ｍｇ／Ｌ的水中，乳油的乳化分散性和乳液的稳定性不应发生质的变化。

（３）乳油应是清晰透明的油状液体，在常温条件下贮藏两年不分层、不变质，仍保持原有的

理化性质和药效。

（４）乳油加水配成的乳状液喷洒到作物或有害生物体上应有良好的润湿性和展着力，并能

迅速发挥药剂的防治效果。

２．标准硬水的配制 称取 ２７．４００ｇ碳酸钙和 ２．７６０ｇ氯化镁于蒸发皿中，用 ２ｍｏｌ／Ｌ盐酸

溶解，加热蒸发至干，加少量蒸馏水溶解后，再蒸发至干，如此重复操作几次，以除去多余的盐酸，

使之呈中性，然后用蒸馏水溶解稀释至１０００ｍＬ，取出 １０ｍＬ，加蒸馏水稀释至 １０００ｍＬ，此液硬

度为 ３４２ｍｇ／Ｌ。

３．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样品用甲醇溶解，使用定量进样阀将样品

溶液注入色谱系统，用２５４ｎｍＵＶ检测器检测，采用外标法计算辛硫磷的质量分数 Ｘ１（％，ｍ／ｍ）。

Ｘ１ ＝
Ａ１ ×ｍ２ ×Ｐ

Ａ２ ×ｍ１

式中：Ａ１：两针样品溶液峰面积的平均值；

Ａ２：两针标准溶液峰面积的平均值；

ｍ１：辛硫磷样品的质量（ｇ）；

ｍ２：辛硫磷标准品的质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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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辛硫磷标准品的质量分数（％）。

４．酸度的测定 称取辛硫磷乳油 ３～６ｇ置于 ２５０ｍＬ三角瓶中，加入 ９５％乙醇 ５０ｍＬ和 ２

ｍＬ混合指示液（２ｍＬ０．１％甲基红乙醇溶液和 １０ｍＬ０．１％溴甲酚绿乙醇溶液混合均匀而成），

用氢氧化钠标准液（０．０２ｍｏｌ／Ｌ）滴定至溶液变为浅绿色，同时做一空白测定。按公式计算酸度

Ｘ（以硫酸计％，ｍ／ｍ）

Ｘ（％）＝
Ｃ×（Ｖ１ －Ｖ２）×０．０４９

ｍ
×１００

式中：Ｃ：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ｍｏｌ／Ｌ）；

Ｖ１：样品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ｍＬ）；

Ｖ２：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ｍＬ）；

ｍ：样品质量（ｇ）；

０．０４９：与 １ｍＬ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液相当的硫酸的质量，ｇ／ｍｍｏｌ。

５．乳化分散性能测定

（１）实验条件 硬水：３４２ｍｇ／Ｌ和 ５００ｍｇ／Ｌ；温度：２５±１℃；稀释倍数：有机磷农药和菊酯

类农药 １０００倍，其他农药 ５００倍。

（２）实验方法 用注射器将１ｍＬ乳油在距离水面 ２ｃｍ高处慢慢地滴加到装有硬水的烧杯

中，观察乳油在水中自然分散及乳化情况。

（３）评价方法（表 １－４）。

表 １－４ 乳化分散性能力分级标准

分散状态 乳化状态 评价记号

能迅速自动均匀分散 稍加搅动呈蓝色或蛋白色透明乳状液 一级

能自动均匀分散 稍加搅动呈蓝色半透明乳状液 二级

呈白色云雾状或丝状分散 搅动呈蓝色不透明乳状液 三级

呈白色微粒状下沉 搅动呈白色不透明乳状液 四级

呈油珠状下沉 搅动能乳化，停止搅动后很快会分层 五级

６．乳液稳定性测定方法 在 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１００ｍＬ２５～３０℃标准硬水，用移液管吸

取乳油试样，在不断搅拌的情况下，徐徐加入（按产品规定的稀释浓度）一般为 ２００倍，使其配成

１００ｍＬ乳状液。加完乳油后，继续用 ２～３ｒ／ｍｉｎ的速度搅拌 ３０ｓ，立即将乳状液移至清洁、干燥

的１００ｍＬ量筒中，并将量筒置于２５～３０℃恒温水浴中，静置１ｈ，取出，观察乳液分离情况，并将

其分为 ４级。

Ⅳ：无分离物析出（既无浮油，又无沉油或沉淀）；

Ⅲ：微量分离物析出；

Ⅱ：少量分离物析出；

Ⅰ：较多分离物析出。

如在量筒中没有浮油、沉油或沉淀析出，则稳定性合格。

７．热贮稳定性 将 ５０ｍＬ供试乳油样品密封在安瓿瓶中放入烘箱，在５４±２℃恒温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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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 １４ｄ，取出样品进行相关有效成分含量和各项物理性能的分析测试。有效成分分解率小于

５％，物理性能稳定者为合格。

８．低温稳定性 取乳油样品 ５０ｍＬ，密封在安瓿瓶中，在 －１０～－１２℃的条件下，连续贮存

７ｄ，样品取出后立即观察乳油状态变化情况。无冻结、分层或沉淀则为合格，若有上述情况之一

者，再将乳油样品静置在常温（２０～２５℃）下，记录自然恢复时间，如在 ２ｈ内恢复原状，仍为

合格。

（三）可湿性粉剂的制备

称取 ９０％吡虫啉原药 ５．６ｇ、白炭黑 ５ｇ、专用助剂 ４ｇ、高岭土 ３５．４ｇ，在烧杯中搅拌混匀后

放入气流粉碎机粉碎至规定细度，即得 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四）可湿性粉剂的质量鉴定

１．悬浮率的测定 准确称取 １．０ｇ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试样，缓缓放入盛有 ５０ｍＬ标准

硬水（３０±１℃）的烧杯中，用手摇动烧杯作圆周运动 ２ｍｉｎ，１２０次／ｍｉｎ。将烧杯置于 ３０±１℃

水浴中，１３ｍｉｎ后，将此悬浮液定量转移到量筒中，并用 ３０±１℃的标准硬水稀释至 ２５０ｍＬ，塞

上塞子，以量筒底部为轴心，将量筒在 １ｍｉｎ内上下颠倒 ３０次，将量筒垂直置于水浴中，避免日

光直射和水浴振动。静置 ３０ｍｉｎ后，用吸管在 １０～１５ｓ内，将上层 ９／１０的悬浮液抽出。抽液时

要小心，不要摇动或搅起量筒里沉降物，确保管子的顶端总是在液面下几毫米处。用高效液相色

谱仪测定量筒底部 ２５ｍＬ悬浮液中吡虫啉含量。悬浮率 Ｘ１（％，ｍ／ｍ）按公式计算：

Ｘ１ ＝１０
９

×
（ｍ１ －ｍ２）

ｍ１

×１００

式中：ｍ１：配制悬浮液时称取试样中吡虫啉的质量（ｇ）；ｍ２：留在量筒内 １／１０悬浮液中吡虫啉的

质量（ｇ）。

２．润湿性测定 取标准硬水 １００±１ｍＬ，注入 ２５０ｍＬ烧杯中，将此烧杯置于 ２５±１℃的恒

温水浴中，使其液面与水浴水平面平齐。待硬水至 ２５±１℃时用表面皿称取 ５±０．１ｇ试样，将

全部试样从与烧杯口齐平位置一次均匀地倾倒在该烧杯的液面上，但不要过分地摇动液面。加

样品时立即用秒表计时，直至试样全部润湿为止。记下润湿时间。如此重复 ５次，取其平均值，

作为该样品的润湿时间。

３．细度的测定（湿筛法） 称取 ２０ｇ试样（准确至 ０．１ｇ）置于 ５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３００ｍＬ

水。用玻璃棒（一端可套上 ３～４ｃｍ乳胶管）搅拌 ２～３ｍｉｎ，使其呈悬浊状。然后全部倒至标准

筛（４４μｍ）上，再用清水洗烧杯，洗水也倒至筛中，直至烧杯底部的粗颗粒全部洗至筛中为止。

然后用内径为９～１０ｍｍ的橡皮管导出的自来水冲洗筛上的残余物，水流速度为４～５Ｌ／ｍｉｎ。橡

皮管末端出口保持９～１０ｍｍ与筛缘平齐为度（距筛表面５ｍｍ左右）。在筛洗过程中，保持水流

对准筛上的残余物，使其能充分洗涤，一直洗到通过筛的水清亮透明，没有明显的悬浮物存在为

止。把残余物冲至筛的一角，并转移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将蒸发皿中的水分加热至接近干燥，再

置于烘箱内在适宜的温度下烘干，冷却，称其恒重（准确到 ０．０１ｇ）。细度 Ｘ２ （％，ｍ／ｍ）按下式

计算：

Ｘ２ ＝
Ｇ－ａ
Ｇ

×１００

式中：Ｇ：可湿性粉剂试样的质量（ｇ）；ａ：筛上残余物的质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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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热贮稳定性的测定 将 ２０ｇ样品放入烧杯（内径 ６～６．５ｃｍ），并且不使用任何压力使其

铺成等厚度的平滑均匀层。将金属圆块放在烧杯里的粉剂表面上（使样品表面上产生 ２５ｇ／

ｃｍ
２
），随后放入烘箱，５４±２℃，１４ｄ。取出烧杯，拿走金属圆块。烧杯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观察是

否结块、发黏，悬浮率、流动性是否降低，测定有效成分含量，计算分解率。

（五）颗粒剂的制备（吸附法）

在药物天平上称取用标准筛选取的 ０．７４２～０．３７１ｍｍ之间的煤矸石颗粒 ９７．５ｇ，放入搪瓷

碗中，用小烧杯在药物天平上称取 ８０％辛硫磷原油 ２．５ｇ，加入适量丙酮稀释后，慢慢倒在煤矸

石载体上，并边加入边搅拌。充分混匀后，置于通风橱内将丙酮挥发干净即可。

（六）颗粒剂的质量鉴定

１．粒度测定（筛分法） 取配制的２．５％辛硫磷颗粒剂 ２０ｇ放入 ０．７４２ｍｍ标准筛中，下放

０．３７１ｍｍ标准筛，加盖振荡１０ｍｉｎ。然后取下下层标准筛上存留的试样，称重，算出试样存留量

的百分率，达到 ９０％以上为合格。

２．热贮稳定性测定 将样品密封入磨口广口瓶中，在 ５４±２℃恒温箱中贮存 ２周后分析其

有效成分含量，其分解率小于 ５％为合格。

３．热压稳定性测定 取 １０ｇ颗粒剂试样放入热压器中，其负荷质量为６０ｇ／ｃｍ２。然后放入

５４±２℃恒温箱中贮存 １４ｄ，观察颗粒剂形态变化。如果经过热压贮存后，样品无结块、粘结等

现象，则为合格。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和作业

１．记录乳油、可湿性粉剂、颗粒剂加工过程中的现象，并对质量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２．乳油、颗粒剂和可湿性粉剂的质量鉴定应有哪些指标？

３．比较乳油、颗粒剂和可湿性粉剂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的优缺点。

实验２６ 杀虫剂室内毒力测定

杀虫剂毒力测定是以昆虫（包括螨类）为测试对象，评价各种杀虫剂对昆虫的作用活性大

小、毒杀作用方式和鉴定某种杀虫剂的有效含量等。也常用来筛选新农药品种和研究害虫抗药

性等。按杀虫剂的作用方式可分为：杀虫剂触杀毒力测定、杀虫剂胃毒毒力测定、杀虫剂内吸作

用测定和杀虫剂熏蒸作用测定等测定方法。

杀虫剂触杀毒力测定方法很多，例如微量点滴法、药膜法、定量喷粉法、定量喷雾法和浸渍法

等。其中比较精确的触杀毒力测定方法一般有两种，即微量点滴法和药膜法。

一、目的要求

学习和掌握杀虫剂触杀作用测定技术及触杀致死中量（ＬＤ５０）的计算方法，比较几种药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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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杀毒力。

二、仪器用品

微量点滴器，分析天平，生化培养箱，计算器（ＣＡＳＩＯｆｘ－３６００ＰＶ），镊子，容量瓶（２５ｍＬ、

１００ｍＬ），滤纸（９ｃｍ），培养皿（９ｃｍ），坐标纸；丙酮。

三、实验材料

菜青虫 ４龄（第 ２天）幼虫，棉铃虫 ４龄（第 ２天）幼虫，玉米螟 ４龄（第 ２天）幼虫，甜菜夜蛾

４龄（第 ２天）幼虫（实验时选一种即可）；辛硫磷原药，氯氰菊酯原药，毒死蜱原药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本实验采用微量点滴法。

１．药剂配制 经预备实验，确定适宜药剂浓度和用量。将待测药剂在分析天平上称取，用

容量瓶将药剂溶解并稀释成系列浓度，一般为 ５～７个。药剂浓度差以一定倍数为宜（也可用差

数浓度），如 １２５ｍｇ／Ｌ、２５０ｍｇ／Ｌ、５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０ｍｇ／Ｌ、２０００ｍｇ／Ｌ等。因各药剂致死中量不

同，所以不同药剂应取各自的一系列不同浓度，最低浓度应使试虫少量死亡，一般要求死亡率在

１０％ ～２０％；最高浓度应使试虫大部分死亡，一般要求死亡率为 ８５％ ～９５％。配制药液的溶剂

以毒性低、挥发性较强的丙酮等为宜。

２．处理方法及结果整理 供测药剂的每个浓度为一处理，每种药剂需 ５～７个处理，并设对

照。每一处理试虫 ４０～６０头，重复 ４～６次，即每重复试虫为 １０头。

将每处理 ４０头或 ６０头试虫在分析天平上称取总质量，求出每头虫平均体重，再将每 １０头

试虫放在一个垫有吸水纸的洁净培养皿内，待处理。

微量点滴器需经事先标定，计算每转动一格所推出的药液量。试虫接受药液体积以不从体

壁上流失为合适。黏虫 ４龄幼虫一般用量为 １～２μＬ，各药剂及各浓度所点滴药量应一致，否

则，将给实验结果的统计带来不便或造成实验误差。

上述工作准备妥当后，将试虫置于微量点滴器针头下方，转动测微尺，将药液推出，滴于虫体

前胸背板。操作步骤应先做对照，即只滴加不含有药剂的丙酮。对照处理完毕再进行药剂处理

实验，应从低浓度处理开始，逐步做高浓度处理。处理完毕后，每培养皿放入一定量的新鲜饲料，

置于室温下（２０～２５℃），若室温过低，可在温箱中保湿。记载并计算 ４８ｈ死亡率及更正死亡

率，并以 ２４ｈ及 ７２ｈ的死亡率和更正死亡率为参考。

死亡率（％）＝ 死亡虫数
每一浓度处理试虫数

×１００

更正死亡率（％）＝
处理死亡率 －对照死亡率

１－对照死亡率
×１００

自然死亡率若超过 １０％，说明试虫或实验方法存在问题，应重做。

为了求得供试药剂致死中量，需根据用药浓度及体积求出每头试虫受药量（μｇ），并进一步

换算单位虫体的受药量（药量／虫体），将换算结果一并填入表 １－５。

每头试虫受药量（μｇ）＝每微升含有药剂（μｇ）×每试虫受药量（μ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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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虫体重受药量（药量／虫体）＝每头试虫受药量（μｇ）
试虫平均体重（ｇ）

３．计算方法

（１）作图法求致死中量 将各剂量转换成对数值，各剂量的更正死亡率转换为概率值，在坐

标纸上按各剂量的对数值及更正死亡率（概率值）各点所在的位置定点。通过各点最近的距离

画出一条回归线，从回归线上 ｙ值相当概率值 ５处的 ｘ值便是致死中量的对数值。查反对数表

可得出致死中量（ＬＤ５０）值。

（２）用 ＣＡＳＩＯｆｘ－３６００ＰＶ计算器求直线回归方程和致死中量（表 １－５、表 １－６）。

表１－５ 辛硫磷对玉米螟５龄幼虫触杀毒力测定结果

药剂浓度／ｍｇ·Ｌ－１ 试虫数／头 单位体重药量／μｇ·ｇ－１ ４８ｈ更正死亡率／％ 剂量对数值 更正死亡率（概率值）

４００ ６０ ８．４９８８ ８．４０ ０．９２９４ ３．６２

６００ ６０ １３．２４００ ３１．７ １．１２１９ ４．５７

８００ ６０ １６．９８８０ ５８．４ １．２３０４ ５．２１

１０００ ７５ ２０．４４００ ８５．４ １．３１０４ ６．０６

１５００ ６０ ３１．８７００ ９５．０ １．５０３４ ６．６４

表 １－６ 求毒力回归方程操作程序

操 作 显示

按下 ＭＯＤＥ２，把计算状态定在“ＬＲ”

ＳＨＩＦＴ ＡＣ ０．９２９４ ｘＤｙＤ ０．９２９４

３．６２ ＤＡＴＡ ３．６２

１．１２１９ ｘＤｙＤ ４．５２ ＤＡＴＡ ４．５２

１．２３０４ ｘＤｙＤ ５．２１ ＤＡＴＡ ５．２１

１．３１０４ ｘＤｙＤ ６．０６ ＤＡＴＡ ６．０６

１．５０３４ ｘＤｙＤ ６．６４ ＤＡＴＡ ６．６４

ＳＨＩＦＴ Ａ －１．５４３０６

ＳＨＩＦＴ Ｂ ５．５３９３８

（相关系数 Ｙ） ＳＨＩＦＴ γ ０．９８５４６

（５０％概率值为 ５） ＳＨＩＦＴ ｙ^^ｘ １．１８１１９

（ＬＤ５０） ＳＨＩＦＴ Ｌｏｇ １５．１７７１３

经过计算，直线回归方程式为：Ｙ＝－１．５４３１＋５．５３９４ｘ，ＬＤ５０ ＝１５．１７７１（μｇ／ｇ），相关系数

（γ）＝０．９８５５。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个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杀虫剂触杀毒力测定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有何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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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综合各组实验结果，分别用作图法和 ＣＡＳＩＯｆｘ－３６００ＰＶ计算器求出直线回归方程和致

死中量。

实验２７ 杀虫剂内吸作用测定

有机磷酸酯类、氨基甲酸酯类及有机氮类等杀虫剂中，不少品种有内吸或内渗作用。内吸作

用即药剂施用后能被植物吸收，并能在植物体内输导。若只能被植物吸收而不能被输导，一般称

之为内渗作用。药剂内吸或内渗作用对经济用药，延长残效期，保护天敌，改进施药方法等均具

有重要意义。内吸杀虫剂有内吸胃毒的特点，因此，有其特殊的使用方式如：种子处理、土壤处

理、快速喷雾、涂茎秆等。

一、目的要求

了解内吸杀虫剂的作用方式，掌握其室内测定方法。

二、仪器用品

分析天平，小铁铲，标版塑料布，角匙，剪刀，镊子，直口杯，橡胶板，量筒，移液管，洗耳球，棉

花培养液，毛笔等。

三、实验材料

水培法培育的棉苗（每株上 ５０头左右无翅蚜虫）；５％吡虫啉乳油，２０％灭多威乳油，２０％氰

戊菊酯乳油，４０％辛硫磷乳油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１．操作方法 取直口杯，用蜡笔标记，用量筒量取培养液，倒入杯中。用移液管吸取一定量

待测药剂（以每一种药剂的常规使用浓度稀释），加入杯中，用玻棒搅匀。以不加药剂的作对照，

杯下铺一张白纸。于 ２４ｈ，７２ｈ分别检查活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和更正虫口减退率。检查时

注意不要碰掉蚜虫，以减少人为误差。

２．计算公式

虫口减退率（％）＝药前蚜虫数 －药后活虫数
药前蚜虫数

×１００

更正虫口减退率（％）＝
处理虫口减退率 －对照虫口减退率

１－对照虫口减退率
×１００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列表比较供试药剂的内吸效果，并分析该实验方法有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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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将实验结果整理，并进行结果分析。

实验２８ 杀菌剂毒力测定

杀菌剂室内毒力测定的主要内容是将杀菌物质作用于细菌、真菌或其他病原微生物，根据其

作用的大小来判定药剂的毒力，或将杀菌物质施于植物，根据对病害发生的有无或轻重的观察比

较，判定药剂的效果。

药剂的毒力主要是依据病原菌与药剂接触后的反应（如孢子是否萌发、菌丝生长是否受到

抑制）来判定。本实验以水平扩散法和生长速率法为主介绍有关的实验方法。

杀菌剂的毒力测定———水平扩散法

其基本原理是在已经接种供试菌的洋菜培养基（通常在培养皿内）表面，利用各种方法使药

剂和培养基接触，定温培养一定时间后，由于药剂的渗透扩散作用，施药部位周围的病菌被杀死

或生长受到抑制，从而产生了抑菌圈。抑菌圈的大小与药剂浓度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呈某种函

数关系，从而可以比较杀菌剂毒力的大小。

水平扩散法的最大优点是精确度高，而且操作简单，能较快地得出结果。缺点是测定结果受

药剂溶解性和扩散能力影响很大，因而有一定局限性。此外，这种方法对严格的寄生菌也是不适

合的。尽管如此，只要设备及操作要求严格，一般都可获得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对抗菌素，水平扩

散法是国际上标准的效价测定方法。根据施加药剂在洋菜培养基表面的方式，水平扩散法又分

为管碟法（牛津杯法）、滤纸片法、孔碟法及洋菜柱法等，其中以管碟法和滤纸片法应用最广。

一、目的要求

学习杀菌剂测定的常用方法，掌握水平扩散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技术。

二、仪器用品

超净工作台，生化培养箱，分析天平，高压灭菌锅，高温干燥箱，培养皿，圆滤纸片（６ｍｍ），

移液管，镊子，小烧杯，接种针，酒精灯。

三、实验材料

葡萄白腐病病菌；ＰＤＡ培养基，无菌水，丙酮，多菌灵，代森锰锌。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本实验以滤纸片法为例介绍实验的步骤和方法。

１．于每支菌种中注入 ４ｍＬ无菌水，用接种针把培养的病菌孢子刮出，使之成孢子悬浮液。

２．将三角瓶中培养基熔化，待冷却到 ５０℃左右，无菌操作加入孢子悬浮液，摇匀后迅速倒

入 ４个无菌培养皿中，每皿内约注入 １５ｍＬ培养基，待凝固。

３．用无菌镊子夹取消毒的圆滤纸片置于盛有不同浓度药液的烧杯中，然后把这些沾有药液

的滤纸片按不同浓度顺序放在含菌培养基上，每皿 ４片。镊取滤纸片时，滤纸片应在烧杯壁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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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片刻，让多余药液流去。

４．在培养皿盖上标记好药剂浓度后，置于２８℃培养箱内。培养２～３ｄ后，测量抑制圈的直

径大小，十字交叉法测量两次，取其平均值。

５．计算结果：杀菌剂浓度的对数值与抑菌圈直径（或抑菌圈半径的平方）在一定范围内呈直

线函数关系。因此，以浓度对数值为横坐标，以交叉法测得抑菌圈的平均直径（ｍｍ）为纵坐标，

可以绘出剂量反应曲线（应为一直线），并以中等剂量（浓度）下抑菌圈的大小进行毒力比较，判

断不同药剂的毒力。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个学时。

杀菌剂的毒力测定———生长速率法

生长速率法也是杀菌剂毒力测定中最常用的方法。其原理是将不同浓度的药液和热的培养

基混合，用这种含毒培养基培育病菌，以病菌的生长进度的快慢来判定药剂的毒力大小。生长速

率法的优点是操作比较简单，对杀菌剂的主要剂型（乳油、水剂、可湿性粉剂）都很适合，重现性

好，只要操作认真，可得到可靠的结果。缺点是对供试菌要求较严格。

一、目的要求

学习杀菌剂测定的常用方法，掌握生长速率法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技术。

二、仪器用品

超净工作台，生化培养箱，分析天平，高压灭菌器，高温干燥箱，培养皿，移液管，镊子，小烧

杯，接种针，移菌环，打孔器，酒精灯，洗耳球，直尺，三角瓶（５０ｍＬ），容量瓶。

三、实验材料

小麦纹枯病菌；ＰＤＡ培养基，无菌水，丙酮，多菌灵，戊唑醇，三唑酮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１．制备菌饼。比较理想的供试菌除培养容易，生长整齐、迅速外，最好是菌丝平伏于培养基

上呈放射状生长，菌落边缘整齐，如小麦纹枯病菌。实验前 ３ｄ将菌种接入 ＰＤＡ平板中，２６℃培

养备用。

２．加热熔化培养基，待冷却至 ５０～５５℃时往无菌的 ５０ｍＬ三角瓶中加入 １ｍＬ供试药剂

（浓度比供测浓度高 ５０倍），然后加入培养基定容至 ５０ｍＬ。充分摇匀后，迅速倒入 ４个培养皿

中，待凝固后，标记培养皿的药剂名称及浓度（此时培养基中药剂的浓度比母液稀 ５０倍）。并设

一瓶对照，培养基内加 １ｍＬ溶解（稀释）药剂用的溶剂。

３．以无菌操作方式，先用打孔器在培养好的菌落边缘打好菌块，再用移菌环切取一块纯培

养的菌种（最好均在菌落的边缘选取，因为比较新鲜、活力强、也较一致），种植于各个盛有凝固

培养基的培养皿中央，然后置于 ２６℃恒温培养箱内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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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检查结果。经 ７２ｈ后，检查各种处理菌的生长情况，每个菌落十字交叉测两次直径。如

果菌落呈椭圆形，则应量出短直径和长直径，以其平均数代表菌落大小。如果就用这一数值计算

抑制生长率，测得的直径并不是真正的生长量，真正的生长量是测得的直径减去原来菌饼直径。

检查数据，计算抑制生长率。

抑制生长率（％）＝对照组的生长速率 －处理组的生长速率
对照组的生长速率

×１００

５．结果处理。用浓度的对数作为横坐标，抑制生长率转换为概率值作为纵坐标，绘制毒力

曲线，求各药剂的 ＥＣ５０，从而比较各药剂的毒力。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６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比较杀菌剂生物测定常用方法的优缺点。

２．抑菌圈法和生长速率法实验中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３．简述杀菌剂毒力测定的基本原理。

４．记录杀菌剂毒力测定和生物测定的结果，并进行分析讨论。

实验２９ 杀虫剂和杀菌剂田间药效试验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是评价新农药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农药新品种开发与生产的必经环节，是

农药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制定农药产品标签的重要技术依据。田间药效试

验是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客观地评价新农药的应用效果、应用范围以及应用前景，从而获得新农

药的药效、防治对象、使用浓度、方法、时间及对人畜、作物、天敌产生的危害等技术资料，在此基

础上提出该品种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高效、安全、经济使用的技术原则，为新药剂的大面积推

广使用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目的要求

学习农药杀虫剂和杀菌剂田间药效试验的基本过程，掌握一般试验设计和评价农药药效的

方法。

二、仪器用品

ＷＳ－１６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天平，皮尺，移液管，洗耳球，量筒，量杯，水桶，标牌，记号笔，胶

头滴管，称量纸；丙酮等。

三、实验材料

４０％辛硫磷乳油、２０％氰戊菊酯乳油、５％氟虫腈悬浮剂，选择正值小菜蛾发生、各龄幼虫散

见于田间并均匀分布的时期，在甘蓝还没包心的菜地进行；１５％三唑酮可湿性粉剂和 ７０％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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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菌灵可湿性粉剂，选择黄瓜白粉病刚开始发生且分布均匀的地块。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正式田间药效试验要求要注明所有供试药剂的商品名／代号、中文名称、通用名、剂型含量和

生产厂家。试验药剂处理不少于 ３个剂量或依据协议（试验委托方与试验承担方签订的试验协

议）规定的用药剂量。

对照药剂须是已登记注册并在实践中证明有较好药效的产品。对照药剂的类型和作用方式

应同试验药剂相近并使用当地常用剂量，特殊情况可视试验目的而定。

药械选用生产中常用的器械，要求记录所使用器械类型和操作条件（操作压力、喷孔口径）

的全部资料。通常药剂中有效成分含量表示为 ｇ／ｈｍ２。用于喷雾时，同时要记录药液稀释倍数和

每公顷的药液用量（Ｌ／ｈｍ２）。施药应保证药量准确，分布均匀。用药量偏差超过 ±１０％要记录。

（一）药剂防治小菜蛾田间药效试验

１．试验设计 本次实验设４０％辛硫磷乳油１０００倍、２０００倍，２０％氰戊菊酯乳油 １０００倍、

２０００倍，５％氟虫腈悬浮剂 ２０００倍、３０００倍以及清水对照共 ７个处理。每处理重复 ４次，共计

２８个小区。每小区面积 １５～５０ｍ２，随机区组排列。

田间试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试验误差，提高试验精度，使研究人员能从试验结果中获得

无偏差的处理平均值及试验误差的估计量，从而能进行正确而有效的比较。因此要注意以下几

点：

（１）选择有代表性的试验地并设置重复。

（２）运用局部控制。

（３）采用随机排列。

（４）设立对照及保护行。

２．处理方法 分别用水将供试药剂稀释成相应浓度，用 ＷＳ－１６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进行喷

雾，每亩（１公顷 ＝１５亩）喷药液量为 ４０Ｌ。喷药时间多选择晴天，一天中以上午露水干后开始

为好。喷洒药液要注意应均匀覆盖植株的全部表面。

３．药效调查及结果计算 于施药前在每小区采用五点取样法选取 ５个样点，每点挂牌标记

有小菜蛾幼虫的甘蓝 ３株，调查植株上小菜蛾幼虫数量，以此作为施药前虫口基数。分别于施药

后第 １ｄ、３ｄ和 ７ｄ调查标记株上的存活幼虫数。

利用以上数据计算虫口减退率和校正虫口减退率，以校正虫口减退率作为防治效果。利用

邓肯氏新复极差（ＤＭＲＴ）法对试验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相应计算公式如下：

虫口减退率（％）＝
施药前虫数 －施药后虫数

施药前虫数
×１００

校正虫口减退率（％）＝药剂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清水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１００－清水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１００

药效试验的调查是农药试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取样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影响试验结果的

重要因子。在取样调查时，必须明确调查的对象、项目和内容，根据调查对象在田间的分布型，采

用适当的取样方法和足够的样本数，使调查得到的数据更能反映出客观真实的情况。常见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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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空间分布型有：均匀分布、随机分布、核心分布、嵌纹分布。

在田间调查病虫草对作物的为害情况时，取样方法有：五点取样法。适用于随机分布型病虫

的药效调查；对角线取样法。适用于随机分布型；棋盘取样法，适用于随机分布或核心分布型；平

行线取样法，适用于核心分布型；“Ｚ”字形取样法，适用于田间分布不均匀的嵌纹分布型。

４．观察记录药剂对作物的影响 观察作物有无药害并记录药害的类型和程度。此外，也要

记录对作物有益的影响（如加速成熟、增加活力等）。

按照药害分级方法记录各小区药害情况，以 －、＋、＋＋、＋＋＋、＋＋＋＋表示，药害分级方

法如下：

－：无药害；

＋：轻度药害，不影响作物正常生长；

＋＋：中度药害，可复原，不会造成作物减产；

＋＋＋：重度药害，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对作物产量和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

＋＋＋＋：严重药害，作物生长受阻，作物产量和质量损失严重。

另外，将药剂处理区与空白对照区比较，评价药害百分率。同时，要准确描述作物的药害症

状（褪绿、畸形等）。

数据记载是试验实施及取样调查的一项重要工作。一般应记载下列内容：

（１）试验地点、土壤类型，如进行土壤处理，还应测出土壤 ｐＨ。

（２）供试作物品种及其生长阶段。

（３）试验病虫草的发生、分布情况，害虫的虫态和虫龄，杂草的生育阶段。

（４）试验的小区面积、数目、排列方式及田间分布图。

（５）施药日期、施药剂量、施药方法、适用器具。

（６）施药时间和施药后的气象条件、施药水平。

（７）调查日期。

（８）取样量、取样频率及调查方法。

（９）所用其他药剂、肥料灌溉情况及在试验区进行的其他管理措施。

（１０）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二）杀菌剂防治黄瓜白粉病田间试验

１．试验设计 本实验设 １５％三唑酮可湿性性粉 １５００倍、２０００倍、３０００倍，７０％甲基硫菌

灵可湿性粉剂 １０００倍和清水对照 ５个处理，每处理 ４个重复，共 ２０个小区，小区面积为 １０～

１５ｍ２，随机排列。

２．处理方法 当田间开始零星出现白粉病病叶时，用 ＷＳ－１６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均匀喷

雾，喷药液量为 ４５０～６００ｋｇ／ｈｍ２。本试验共施药 ２次，间隔期７～１０ｄ。

３．药效调查及结果计算 调查采用五点取样法，每点定 ２株，每株调查全部叶片。本试验

共调查两次，即在施药前调查病情基数，在最后一次施药后 ７～１４ｄ调查最终病情。分别记载各

级病叶数，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黄瓜白粉病分级标准（以叶片为单位）

０级：无病斑；

１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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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６％ ～１０％；

５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１１％ ～２５％；

７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２６％ ～５０％；

９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 ５０％以上。

计算公式为：

病情指数 ＝
［（各级病叶数 ×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 ×９
×１００

防治效果（％）＝ １－
ＣＫ０ ×ＰＴ０

ＣＫ１ ×ＰＴ１

×１００

式中：ＣＫ０：对照施药前病情指数；

ＣＫ１：对照施药后病情指数；

ＰＴ０：处理施药前病情指数；

ＰＴ１：处理施药后病情指数。

４．观察记录药剂对作物影响方法 与杀虫剂相同。

五、思考题与作业

１．统计上述两个试验结果，写出试验报告并讨论分析。

２．影响田间药效试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３．比较杀虫剂和杀菌剂田间药效试验的异同，找出两者差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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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田作物病虫害

实验３０ 麦类病害的识别

麦类作物主要包括小麦、大麦、燕麦和黑麦，其中以小麦种植面积最大，产量高，是我国（特

别是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因连年种植，病害种类较多，有些病害严重影响小麦的稳产、

高产和优质。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在小麦上发生的病害有 ４０多种。发生普遍、危害严重的主要

有：小麦锈病（条、叶、秆锈病）、小麦黑穗（粉）病（光腥黑穗病、网腥黑穗病、散黑穗病、秆黑粉

病），小麦全蚀病、纹枯病、根腐病、白粉病、赤霉病、粒线虫病、病毒病（黄矮病、丛矮病、土传花叶

病）等。因此，认识和掌握麦类主要病害的症状特点和病原形态特征，对于正确诊断和防治麦类

病害是非常重要的。

一、目的要求

通过本次实验，认识并掌握麦类作物主要病害的症状特点及病原形态特征，学习麦类病害的

诊断识别方法。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显微镜，放大镜，幻灯片，载玻片，盖玻片，镊子，单面刀片，解剖针，小纱布，

擦镜纸等；蒸馏水，苯胺蓝 －乳酚油液，７０％盐酸，二甲苯，结晶紫染色液；症状挂图，培养菌，教学

录像资料等。

三、实验材料

麦类各种病害的盒装标本、散装标本、新鲜标本、玻片标本：小麦条锈病、小麦叶锈病、小麦秆

锈病、小麦网腥黑穗病、小麦光腥黑穗病、小麦散黑穗病、大麦坚黑穗病、小麦秆黑穗病、小麦全蚀

病、小麦纹枯病、小麦赤霉病、小麦白粉病、小麦粒线虫病、大麦条纹病、小麦丛矮病、小麦黄矮病、

小麦土传花叶病、小麦霜霉病、小麦颖枯病、小麦黑颖病、小麦秆枯病、小麦根腐病、大麦网斑病、

大麦坚黑穗病、大麦散黑穗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小麦锈病

１．症状

（１）小麦条锈病（Ｐｕｃｃｉｎｉａｓｔｒｉｉｆｏｒｍｉｓ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 主要为害叶片，也可为害叶鞘、茎秆及穗

部。小麦受害后，叶片表面产生黄色、鲜黄色粉状夏孢子堆。夏孢子堆小，狭小圆形至椭圆形，沿

    
    

    
    

    
 



９０ 第二章 大田作物病虫害

叶脉间纵向排列呈条状。后期在发病部位产生黑色的条状冬孢子堆。

（２）小麦叶锈病（Ｐｕｃｃｉｎｉａ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ａ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 主要为害小麦叶片，有时也为害叶鞘和茎。

叶片受害，产生许多散乱、不规则排列的圆形至长椭圆形的橘红色夏孢子堆，表皮破裂后，散出黄

褐色夏孢子粉。夏孢子堆较秆锈菌的夏孢子堆小而比条锈病菌的大，多发生在叶片正面。后期

在叶背面散生椭圆形黑色冬孢子堆。

（３）小麦秆锈病（Ｐｕｃｃｉｎ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ｉｓ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 主要为害茎秆和叶鞘，也可为害叶片和穗

部。夏孢子堆长椭圆形，在 ３种锈病中最大，隆起高，深褐色，不规则散生。秆锈菌孢子堆穿透叶

片的能力较强，导致同一侵染点叶正反面均出现孢子堆，且背面孢子堆比正面大。成熟后表皮大

片开裂并向外翻起如唇状，散出锈褐色夏孢子粉。后期产生黑色冬孢子堆。

观察小麦 ３种锈病的标本。注意观察比较 ３种锈病的夏孢子堆和冬孢子堆发生部位、形状、

大小、色泽、排列等方面的异同。

２．病原

３种锈菌同属于担子菌亚门柄锈菌属。

（１）小麦条锈病菌 夏孢子单胞、球形，表面有细刺，鲜黄色。冬孢子双胞，棍棒形，顶部扁

平或斜切，分隔处稍缢缩，褐色，有短柄。

（２）小麦叶锈病菌 夏孢子单胞，球形或近球形，黄褐色，表面有微刺。冬孢子双胞，棍棒

状，上宽下窄，顶部平截或稍倾斜，暗褐色。

（３）小麦秆锈病菌 夏孢子单胞，暗黄色，长圆形，表面有细刺。冬孢子有柄，双胞，椭圆形

或长棒形，褐色，表面光滑，横隔处稍缢缩，顶端壁厚，圆形或圆锥形。

用解剖针分别挑（刮）取 ３种锈病的夏孢子和冬孢子少许，制片镜检，观察 ３种锈病病菌的

夏孢子及冬孢子的形态、颜色有何异同。

３．３种锈菌夏孢子的简易快速识别

在小麦锈病的预测预报的工作中，对空中夏孢子的捕捉或早春田间调查时，秆锈病菌的夏孢

子的形态特殊，易于鉴定，但条锈菌与叶锈菌的夏孢子镜检时，较难区分，可用以下方法鉴定：

（１）７０％盐酸鉴别法 取条锈病、叶锈病的新鲜标本，分别挑取夏孢子，以盐酸作浮载剂制

片，静置 １～２ｍｉｎ后镜检，观察原生质浓缩情况。

反应：叶锈菌夏孢子原生质向中心缩成一个圆球，条锈菌夏孢子原生质凝聚成多个圆球或团

块。

（２）结晶紫染色鉴定方法 用 １％草酸铵溶液 ８０ｍＬ，加入结晶紫饱和酒精溶液 ２０ｍＬ（２ｇ

结晶紫溶于 ２０ｍＬ９５％酒精内），混合配成染色液。染色时将 ７０％盐酸溶液滴在玻片上处理

０．５ｍｉｎ。用水洗去盐酸后，加染色液，染色 ２ｍｉｎ。再用水洗去染色液后镜检。条锈菌夏孢子呈

蓝紫色至深蓝色，不透光，近圆形，边缘微刺明显。叶锈菌夏孢子呈黄褐色，可透光，近圆形至不

规则形，其表面微刺不明显。

（二）麦类黑穗（粉）病

１．症状

（１）小麦散黑穗病（Ｕｓｔｉｌａｇｏｎｕｄａ） 症状主要表现在穗部。病穗抽出初期整个穗部外面包

着一层灰白色膜，呈一棒状物，膜内充满黑粉，黑粉成熟时，外膜破裂，经风吹黑粉散落仅剩穗轴。

黑粉是病菌的冬孢子。此外，有的仅半个穗或个别小穗受害，形成黑粉（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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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麦网腥黑穗病（Ｔｉｌｌｅｔｉａｃａｒｉｅｓ）和小麦光腥黑穗病（Ｔｉｌｌｅｔｉａｆｏｅｔｉｄａ） 两种腥黑穗病症

状基本相同。病株稍矮，发病部位是穗部。特点是子房受害，整个子粒被害，外面包有一层灰色

薄膜，病粒称为菌瘿。病粒外护颖张开，使菌瘿外露（褐色）。菌瘿用手指微压易碎，散出黑色粉

末（病菌冬孢子）。病穗有浓厚的鱼腥味，故称腥黑穗病。腥味是孢子含有的化学物质———三甲

胺的气味。

（３）小麦秆黑粉病（Ｕ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ｔｒｉｔｉｃｉ） 主要发生在叶片、叶鞘、茎秆上，发病部位纵向产生银

灰色、灰白色条纹。条纹是一层薄膜，常隆起，内有黑粉，黑粉成熟时，膜纵裂，散出黑色粉末，即

病原菌的冬孢子。病株常扭曲，矮化，重者不抽穗，抽穗小，子粒秕瘦。

观察小麦散黑穗病（附：大麦坚黑穗病）、小麦秆黑穗病、小麦腥黑穗病的标本。注意观察比

较几种黑穗（粉）病的发生部位、为害特点，是否形成菌瘿，黑粉是否散发，病穗有无腥味等。

２．病原

（１）小麦散黑穗病菌 担子菌亚门黑粉菌属真菌，其冬孢子球形或近球形，表面有细刺。冬

孢子萌发产生先菌丝，先菌丝的 ４个细胞可分别产生分枝菌丝，但不产生担孢子。

（２）小麦网腥黑穗病菌 担子菌亚门腥黑粉菌属真菌，其冬孢子球形，表面有网纹。小麦光

腥黑穗病菌：冬孢子球形、扁球形，表面光滑。腥黑穗病菌的冬孢子萌发产生管状担子，担子顶端

生 ８～１６个线形无色的小孢子（担孢子），小孢子之间呈“Ｈ”形结合。

（３）小麦秆黑粉病菌 担子菌亚门轴黑粉菌属真菌，其冬孢子球形、扁球形，１～４个冬孢子

成团着生，外有不孕细胞。冬孢子萌发产生柱状先菌丝，顶端轮生出 ３～４个担孢子，担孢子长棒

状，顶端尖削，微弯。

用解剖针分别挑取少量黑粉制片镜检，观察比较冬孢子形态、表面结构（如是否有刺、网状

突起、不孕细胞等）。取光腥黑穗病菌、网腥黑穗病菌冬孢子萌发的玻片标本，观察两种病菌的

担子、担孢子形态以及担孢子是否连结成“Ｈ”形等。

（三）小麦根茎部病害

１．小麦全蚀病（Ｇａｅｕｍａｎｎｏｍｙｃｅｓｇｒａｍｉｎｉｓｖａｒ．ｔｒｉｔｉｃｉ）

（１）症状 小麦整个生育期都可受害，以幼苗期受害最重，以抽穗、灌浆期症状最为明显。

幼苗期，轻病株在返青前症状不明显，仅分蘖少，底叶发黄，拔出时可见种子根、地下茎呈灰

黑色；重病株可死亡，常出现成片死亡。

返青后，病株发育迟缓，生长矮小稀疏，根部受害由下而上逐渐扩展。根部受害扩展至茎基

部和叶鞘，同时根系开始腐烂，此时田间湿度大时，茎基部表面、叶鞘内侧生一层厚厚的黑色菌丝

层，就像粘贴了一层黑膏药，群众把这种症状称为“黑脚”。此时因小麦植株灌浆需要大量水分

而得不到供应，在几天内会突然出现成簇、成片的白穗，所以“黑脚”、“白穗”是病株成株期特有

的症状。但田间干燥时，茎基部黑点不明显。到小麦生长后期，叶鞘内侧，黑色菌丝层之间，长出

许多黑色的小颗粒体，后突破表皮而外露。这是病原菌的子囊壳。

观察小麦全蚀病标本。注意观察发病部位、病部颜色（“黑膏药”状的菌丝层），叶鞘内侧是

否有黑色颗粒状突起（子囊壳）等。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顶囊壳属真菌。自然情况下小麦全蚀病菌不产生无性孢子

（但在人工培养基上可产生新月形孢子），菌丝体栗（茶）褐色，粗壮，多呈锐角分枝，在分枝处产

生隔膜，呈倒“Ｖ”字形，可作为苗期鉴定的辅助性状。子囊壳黑色，梨形，具孔口，内生子囊、子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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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子囊棍棒形（或袋状），透明，内生 ８个平行排列的子囊孢子。子囊孢子成熟时，子囊壁消

解。子囊孢子线形或称为鞭状。每个孢子有 ２～８个分隔，孢子萌发时多从两端产生芽管。

用解剖针从叶鞘内侧挑取黑色颗粒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子囊壳形状，轻压盖玻片后，观察子

囊、子囊孢子形态特征。

取小麦全蚀病菌玻片标本，观察菌丝体颜色、分枝及隔膜（倒“Ｖ”形）形态特征。

２．小麦纹枯病（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ｃｅｒｅａｌｉｓ）

（１）症状 小麦从播种后的整个生育期都可受害而表现症状。幼苗出土前幼芽鞘变褐，继

而腐烂成烂芽，不能出土。出苗后 ３～４叶期，下部叶鞘上呈现中间灰色、边缘褐色的椭圆形病

斑，严重的抽不出新叶而死苗；进入拔节期后，基部叶鞘上形成中间灰色、边缘褐色的圆形、椭圆

形病斑，病斑连片而形成云纹状病斑。病斑可深入到基部茎秆壁内，形成中间灰褐色、边缘褐色

近椭圆形眼斑，严重时叶鞘、茎壁失水干枯死亡。由于茎基部叶鞘、茎秆枯死，阻碍了养分运输而

引起整株枯死，上部出现白穗，田间表现症状往往由成株成簇白穗而发展至成片白穗，提早枯死。

湿度大时，茎基部有白色霉层，霉层间有颗粒状物，即病原菌的菌核。

观察小麦纹枯病标本。注意观察发病部位、病斑形状（云纹状病斑）、色泽，病部是否深入茎

秆、病部有无黑色颗粒（菌核）、形状如何等。观察时注意在发生部位、病部颜色、病斑形状、病部

黑色颗粒状物等方面与小麦全蚀病比较异同。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丝核菌属真菌。自然情况下，病原菌仅以菌丝危害，后期可产

生菌核，菌丝体幼嫩时无色，老熟时淡褐色，较粗壮，多分枝，分枝处形成隔膜，分枝处明显缢缩。

菌丝生长后期形成菌核。菌核由菌丝纠结而成，大如绿豆粒，小如米粒，外层组织疏松，内层组织

较紧密。

取培养（皿内）菌，挑取菌丝制片镜检。观察菌丝体颜色、分枝及隔膜形态特征。

（四）小麦白粉病（Ｂｌｕｍｅｒ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ｉｓｆ．ｓｐｔｒｉｔｉｃｉ，原名 Ｅｒｙｓｉｐｈｅｇｒａｍｉｎｉｓ）

１．症状 小麦苗期至成株期均可发病。主要为害叶片，发病严重时也可为害叶鞘、茎秆和

穗部。初在病部形成白色绒絮状霉斑，连片后形成一层白色粉状霉层（分生孢子），霉层渐变成

灰白色，霉层间生有许多黑色小粒点（闭囊壳）。后期叶片枯死。

观察小麦白粉病标本。注意观察发病部位、有无病斑，病部表面霉斑色泽（白粉状），霉斑中

是否散生有黑色小粒点及其特征。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布氏白粉菌属真菌，其菌丝体生于寄主体表，无色，以吸器深入

寄主表皮细胞。菌丝上垂直生成分生孢子梗，梗上生有成串的分生孢子，一般 ６～７个或更多。

分生孢子呈卵圆形，无色，单胞。闭囊壳球形，黑色，表面生有丝状的附属丝。内生多个子囊。子

囊长椭圆形，无色，内生 ４个或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椭圆形，单胞，无色。

用解剖针从叶片上挑取少量粉状物及黑色颗粒状物制片镜检，观察菌丝、分生孢子、子（闭）

囊壳、子囊、子囊孢子。注意观察闭囊壳及附着丝形态，轻压盖玻片后，观察子囊、子囊孢子数目

及形态特征。

取小麦白粉病菌玻片标本或者用镊子撕下刚发病并具少量菌丝体的病叶表皮（撕得愈薄愈

好）制片镜检，观察是否有吸器及其形态特征。

（五）小麦赤霉病（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ａｚｅａｅ）

１．症状 小麦苗期至成株期均可发病。苗期形成苗枯，成株期可形成茎部腐烂和穗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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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枯危害最重，常表现局部小穗或整穗发病。病部初为水烫状，渐褪绿呈枯白色或灰白色，湿度

大时在小穗基部、颖壳缝隙处或穗表面生出粉红色霉层（分生孢子），后期病部出现黑色颗粒状

物（子囊壳）。

观察小麦赤霉病标本。注意观察发病部位，有无病斑，麦穗的颖片边缘及小穗基部能否见到

红色粉状物和黑色小点及其分布、着生情况。

２．病原 分生孢子多为大型镰刀状，稍弯曲，顶端钝，基部有明显足胞，具 ３～５个隔膜。一

般不形成小型分生孢子和厚壁孢子。子囊壳散生或聚生在病组织表面，圆形或圆锥形，褐色或紫

黑色，有孔口，内生子囊。子囊无色，棍棒状，两端稍细，内生 ８个子囊孢子，呈螺旋状排列。子囊

孢子无色，弯纺锤形，具多个隔膜。

用解剖针从病穗上挑（刮）取少量红色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形状、颜色，注意有

无小型分生孢子及厚垣孢子。

取小麦赤霉病菌玻片标本，镜检观察子囊壳、子囊和子囊孢子形态特征。

（六）小麦粒线虫病（Ａｎｇｕｉｎａｔｒｉｔｉｃｉ）

１．症状 小麦苗期至成株期均可表现症状，以成株期穗部症状最为典型。

病苗分蘖增多，叶片皱缩、扭曲，叶色淡而肥嫩，叶尖卷曲，偶尔有微小的圆形突起（虫瘿）。

成株株形矮化，茎、节肥大，茎秆弯曲。病穗短小，颖片张开，绿色较健穗为深。部分或全部子粒

变虫瘿。虫瘿初为青绿色，后变为紫褐色，较健粒短而圆，坚硬而不易破碎，内有白色丝状物（线

虫）。

在发生粒线虫病的病穗上，有时可以看到有些病穗的颖片间溢出黄色胶状分泌物，是线虫侵

染时传播的小麦蜜穗病病菌（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ｔｒｉｔｉｃｉ）的特征之一。

观察小麦粒线虫病标本。注意观察发病部位（虫瘿），比较病株与健株有何不同，病株茎秆

是否肥肿弯曲，叶片是否畸形，受害麦粒与健粒在色泽、大小、重量、形状、内含物方面有何不同。

２．病原 线虫的发育分为卵、幼虫、成虫 ３个阶段。卵，长圆形，卵壳透明。孵化后的一龄

幼虫盘曲于卵壳内。破壳而出成为２龄幼虫（体长０．８～０．９５ｍｍ），头部钝圆，尾部尖，食道前体

膨大，在与中食道球交接处缢缩。食道腺球略呈梨形，有时为不规则的叶状。雌虫虫体肥大（体

长 ３～５ｍｍ），有明显的生殖器官，近尾部有阴门和圆形阴唇，有曲折的卵巢。雄虫略小于雌虫

（体长２～２．５ｍｍ），交合刺１对，较大，呈弓形，交合伞始于交合刺的前方终于尾尖的稍前方。一

般虫瘿内主要是 ２龄幼虫，在侵染寄生过程中发育为成虫。

取在水中浸软的虫瘿，用解剖针（刀）剖开挑取虫瘿内的白色絮状物制片镜检，观察线虫幼

虫形状、形态。

（七）小麦病毒病

（１）小麦丛矮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ｅｒｅａｌ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ＮＣＭＶ）。

（２）小麦黄矮病（Ｂａｒｌｅｙｙｅｌｌｏｗｄｗａｒｆｖｉｒｕｓ，ＢＹＤＶ）。

（３）小麦土传花叶病（Ｗｈｅａｔｓｏｉｌ－ｂｏｒｎｅ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ＷＳＢＭＶ）。

丛矮病常表现植株矮化、分蘖增多；黄矮病一般表现为叶片黄化，呈鲜黄色，植株有一定程度

的矮化；土传花叶病初在返青后的麦苗新叶上形成褪绿或半透明的斑点，渐发展成不规则的条

纹。条纹的颜色可以是深绿浅绿相间（绿色花叶株系引起），也可以是深绿黄色相间（黄色花叶

株系引起），后期叶片枯死，病株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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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小麦丛矮病、黄矮病、土传花叶病标本。注意观察比较病株是否矮化、分蘖数、变色及其

程度等。

（八）大麦条纹病（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ａｇｒａｍｉｎｅａ，异名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ｇｒａｍｉｎｅｕｍ）

１．症状 植株地上部分都能发病，特点为整株系统发病，以叶片受害最重。叶上典型症状

是从叶片基部到尖端形成与叶脉平行的细长条斑，颜色由苍白逐渐变为黄褐色。拔节到抽穗期，

大多数老病斑中央变为草黄色，边缘褐色，并长出大量灰黑色的霉状物，即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和

分生孢子。最后病叶破裂干枯，往往引起全株枯死。

观察大麦条纹病标本。注意观察发病部位、病斑形状、颜色、病部表面有无霉状物及其颜色

等。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内脐蠕孢菌真菌。分生孢子梗多由气孔伸出，一般 ３～５枝束

生，顶端直或膝状弯曲，具多个隔膜，侧生或顶生分生孢子。分生孢子圆筒状，直或稍弯曲，两端

钝圆，具多个隔膜，脐点凹入基细胞内。

用解剖针从病斑（叶片）上挑（刮）取少量灰黑色的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的形状、

颜色。

附：麦类其他病害一般症状观察（盒装标本）

小麦霜霉病（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ｍａｃｒｏｓｐｏｒａ）、小麦颖枯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ｎｏｄｏｒｕｍ）、小麦黑颖病（Ｘａｎ-

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小麦秆枯病（Ｇｉｂｅｌｌｉｎａｃｅｒｅａｌｉｓ）、小麦根腐病（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ｓｓｏｒｏｋｉｎｉａｎａ）、大麦网

斑病（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ａｔｅｒｅｓ）、大麦坚黑穗病（Ｕｓｔｉｌａｇｏｈｏｒｄｅｉ）、大麦散黑穗病（Ｕｓｔｉｌａｇｏｎｕｄａ）。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小麦条锈病菌、秆锈病菌、叶锈病菌的夏孢子和冬孢子病原菌形态图。

２．绘小麦光腥病菌、网腥病菌、秆黑粉病菌的冬孢子病原菌形态图。

３．绘小麦白粉病菌、全蚀病菌子囊壳及子囊孢子病原菌形态图。

４．比较小麦 ３种锈病症状的异同。

５．比较小麦腥黑穗病、散黑穗病和秆黑粉病症状的异同。

６．比较小麦全蚀病与纹枯病症状的异同。

７．小麦粒线虫病虫瘿与小麦腥黑穗病菌菌瘿有何区别？

实验３１ 小麦锈病田间病情调查与品种抗锈性鉴定

小麦锈病包括条锈病、叶锈病和秆锈病 ３种，群众习惯上称之为“黄疸”、“麦疸”。这是发生

范围最广、为害程度最为严重的一类小麦病害。及时做好锈病的调查是病害预测预报的基础，可

为制定病害防治策略、措施和病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由于锈菌存在明显的生理分化现象，不同

小麦品种抗锈性的差异明显。因此，利用抗病品种防治锈病是锈病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正确

鉴定小麦品种的抗锈性，对于生产上利用抗病品种有效防治锈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验 ３１ 小麦锈病田间病情调查与品种抗锈性鉴定 ９５

一、目的要求

通过本实验，了解小麦锈病的种类、发生危害情况，掌握小麦锈病的田间调查、记载和小麦品

种抗锈性的鉴定评价方法。

二、仪器用品

计算器、放大镜、调查表、铅笔、米尺，小型喷雾器、喷粉器、保湿桶或保湿箱等。

三、实验材料

１套主要栽培品种，每种锈菌的优势生理小种 ２～３个；田间品种抗病性鉴定圃，品种比较

圃，日光温室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小麦锈病的田间病情调查

１．调查地点和时期 调查地点可选在学校试验田或附近农田，于小麦乳熟期前或乳熟期，

或锈病普遍而严重发生后的时间进行。

２．调查方法 每 ２人为一组，每组调查 ３～５个品种或 ３个地块（注意品种、地力、栽培管理

要有代表性）。每个品种或地块 ５点取样，每点随机取 １００片叶（对秆锈病则取 ５０～１００株），每

株取相同部位的 ２片叶，分级调查病情。目测估计并记载严重度、反应型，统计发病率（病叶

率）、平均严重度和病情指数。

（１）普遍率 指调查发病样本（叶片、植株）的普遍程度，用病叶（秆）数占调查总样本（叶

片、植株）数的百分比表示。

普遍率（病叶率或病秆率）＝
病叶（或病秆）数

调查病叶（或秆）数
×１００％

（２）严重度（率） 严重度是指病叶（或病秆）上下孢子堆的多少，用分级法表示。一般分 ６

级：即 ５％，１０％，２５％，４０％，６５％，１００％。为了统一记载标准，可参照小麦锈病严重度（率）标准

来记载。

当锈病发生极轻，严重度不到 ５％时，记载“少”。当秆锈病发生极轻，对 ５％以下的严重度

还可按孢子堆数目再分为 ５级，即上部两节有１～５个孢子堆为 １％，６～１０个孢子堆为２％，１１～

１５个孢子堆为 ３％，１６～２０个孢子堆为 ４％，２１～２５个孢子堆为 ５％。

平均严重度 ＝
各级严重度的总和（不计百分号）

调查总病叶（秆）

（３）病情指数 指分级调查后用下列公式统计后的发病程度。

病情指数计算公式：

病情指数 ＝普遍率 ×平均严重度 ×１００

病情指数 ＝
∑（各级病叶、株数 ×相应级的代表数值）
调查总病叶、株数 ×发病最高级的代表数值

×１００

（４）反应型 小麦品种对条锈病的反应型见表 ２－１、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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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小麦品种对条锈病的反应型

反应型符号 抗性程度 症状特征

０ 免疫 无症状

０ 免疫 无夏孢子堆，有枯斑或失绿斑点

１ 高抗 夏孢子堆稀少，很小，外有枯斑围绕

２ 中抗 夏孢子堆稀少而分散，外形正常，有枯斑围绕

３ 中感 夏 子堆数目较多，周围有失绿反应，或在“３，４”型孢子堆中有明显枯

斑

４ 高感 夏孢子堆数目多，周围有失绿反应

注：０～２为抗病型，３～４为感病型。

小麦品种对叶锈病的反应型，与条锈病的反应型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叶锈病有混合型，即在

同一叶片上抗病型和感病型的孢子堆混生。

表２－２ 小麦品种对秆锈病的反应型

反应型符号 抗性程度 症状特征

０ 免疫 无症状

０ 近免疫 无夏孢子堆，有黄白色的过敏性枯斑

１ 高抗 有较小的夏孢子堆，周围有明显的枯死斑

２ 中抗 有 到中等大的夏孢子堆，孢子堆常居绿岛中，绿岛周围有明显的失绿

圈或枯斑圈

３ 中感 夏 子堆大小中等，罕有联合，孢子堆周围无枯斑，有时孢子堆周围有失

绿圈

４ 高感 夏 子堆大，常互相联合，孢子堆周围无枯，但寄主生长不适宜时，孢子

堆周围会有失绿圈

Ｘ 混合型 夏孢子堆大小不一，在同一叶片上有抗病和感病的反应型

（５）调查记载表 小麦锈病发生情况见表 ２－３。

表２－３ 小麦锈病发生情况调查表

调查日期 地点 小麦品种 总叶（株）数 病叶（株）数 普遍率／％ 严重率／％ 病情指数 备注（锈病种类）

    
    

    
    

    
 



实验 ３１ 小麦锈病田间病情调查与品种抗锈性鉴定 ９７

（二）小麦品种抗锈性鉴定

小麦品种抗锈性鉴定一般分为苗期（温室）鉴定和成株期（田间）鉴定。

１．苗期（温室）鉴定（以小麦品种抗条锈性鉴定为例）

（１）菌种标本采集与保存 ①自当地栽培面积大、有代表性的品种（最好是感病品种）上采

集发病重的病叶 ５～１０片。要求孢子堆新鲜，不混有叶锈病、秆锈病，避免雨后采集。②将标样

立即装入纸袋内，注明采集时间、地点、品种等。③将标样袋口敞开室内晾干 ４ｈ左右，再将标样

分成两份。一份放入干燥器（相对湿度４０％）内，连同干燥器一起置 ２～４℃冰箱内保存（或将病

叶上的夏孢子轻轻刮下，放入小玻璃瓶中密封，放入干燥器在低温下保存）备用。另一份作为邮

寄鉴定备用等（锈菌及其优势生理小种从研究单位索取）。

（２）菌种繁殖和接种 ①取保存的病叶，放入培养皿内保湿约 ２４ｈ，促使孢子成熟。②将菌

种接种在原品种或高感品种上繁殖。

（３）播种待鉴定的小麦品种 每个品种播 ２～３盆，播种量视盆大小而定。幼苗生长良好、

均匀一致，第 １片叶展开，第 ２片叶露尖时接种。

（４）接种及方法 ①涂抹法：用手指沾蒸馏水在小麦叶片上轻轻抚摩以去蜡质。然后用接

种针刮下经繁殖的病叶上的夏孢子，置入少许蒸馏水中，配置成孢子悬浮液，以接种针蘸取孢子

液涂于叶片背面。②喷粉法：先将幼苗叶片喷水（雾）湿润，然后将夏孢子与 ２０倍的滑石粉混

匀，用小型喷粉器将孢子均匀喷在小麦叶片上。

以上两种方法接种后，需将麦苗保湿２４～４８ｈ，再取出置温室内保持 １０～２０℃培养（一般宜

在恒温室或冬季、早春进行）。

（５）病情调查与记载 接种后 １０～１４ｄ，调查统计发病率、严重度和反应型（表 ２－４）。

表２－４ 小麦品种幼苗期抗锈性鉴定

品种 普遍率／％ 严重度 反应型 备注

２．成株期（田间）鉴定

（１）设置鉴定圃及其接种 鉴定圃大小视待鉴定品种的多少而定。鉴定品种点播后条播。

周围种植感染行（感病品种）。

成株期（田间）鉴定必须确保发病均匀和相当程度的病情，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因此，可

利用早期多浇水、增施氮肥等方法诱发。为弥补不同年份、地区及其菌源的差异，保证发病均匀，

还必须进行人工接种。接种时间应在历年锈病发生前进行，接种方法有喷雾法、喷粉法和注射法

等。

经验证明，在鉴定品种圃内或边缘种植感病品种（如辉县红、铭贤 １６９等），在叶鞘上注射接

种孢子液也能获得良好的结果。

（２）调查及鉴定 选田间自然发病和感染行注射接种的小麦品种圃进行调查。调查时每两

人一组，每组调查 ３～５个品种，每个品种选 ５０株。对条锈病、叶锈病调查每株上部两片叶，对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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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病调查上部两节（以其一面的面积为基础）。

（３）病情记载 分别调查记载 ３种锈病的普遍率、严重度和反应型（表 ２－５）。

表２－５ 小麦品种成株期对３种锈病的抗病性

品种
条锈病

普遍率 严重度 病指 反应型

叶锈病

普遍率 严重度 病指 反应型

秆锈病

普遍率 严重度 病指 反应型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小麦锈病及小麦品种抗锈性调查、鉴定的意义是什么？

２．在小麦品种抗锈性鉴定过程中，寄主、锈菌及环境条件 ３个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３．写出小麦锈病发生情况的调查报告。

４．写出小麦品种抗锈性鉴定（成株期）的实验报告。

实验３２ 小麦条锈病药剂防治试验

小麦锈病是一类流行性较强的病害，药剂防治是锈病防治中的重要措施之一。防治锈病的

药剂种类较多，防治效果有一定差异。因此，应在室内苗期药效测定筛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田

间进行药效试验，综合评价出有效药剂及其配套使用方法，为生产上提供适用的参考依据。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学习小麦锈病的室内药剂筛选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方法，比较明确几种药剂对小

麦锈病的防治效果。

二、仪器用品

电子天平，计算器，计数器，放大镜，铅笔，花盆，喷雾器，小型喷粉器，背负喷雾器，保湿桶或

保湿箱等。

三、实验材料

小麦品种 １～２个（感病品种），锈菌（条锈或叶锈菌）菌种；几种药剂（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２５％粉锈宁可湿性粉剂等）；日光温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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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室内药效测定及筛选

１．准备幼苗 在温室内于花盆中播种小麦，出苗后每盆选留生长整齐一致的麦苗 １０～２０

株，于第 １片叶伸展后进行施药处理。

２．配制药液及处理 将供试药剂按有效成分稀释成不同浓度的药液（如 ０．１％、０．０５％、

０．０２５％等）。每种浓度的药液用小型喷雾器喷洒 ３～５盆苗。不同浓度药液的喷洒量必须相等

（一般每盆麦苗喷药量约为 ５ｍＬ），每盆苗的着药量力求一致。

３．接种 将锈菌的菌种（夏孢子）用０．１％琼脂液配成孢子悬浮液（２０万 ～２５万个孢子／ｍＬ

为宜），用小型喷雾器将孢子悬浮液均匀喷洒在小麦叶片上，或用 ２０倍的滑石粉与锈菌的菌种

（夏孢子）混匀，用小型喷粉器将孢子均匀喷在小麦叶片上。接种后的麦苗在保湿箱或保湿筒中

保湿 ２４～４８ｈ取出，于温室内（２０℃左右）培养。

接种时间可以在喷药后，也可以在喷药前。如要测定药剂的保护作用，可以在施药后的 ５～

１０ｄ接种；如要测定药剂的治疗作用，则可在施药前 ２～５ｄ接种。接种的关键在于尽可能保证

同一次试验中不同处理之间及同一处理不同重复之间接种量的一致。

４．结果调查与记载 接种后 １０～１４ｄ，即可观察调查记载试验结果。

调查与记载的项目主要包括处理株数，发病株数（一般以第 １片叶发病与否为准），各株第 １

片叶发病程度（条锈病、叶锈病可用严重度表示，秆锈病可用孢子堆的数量表示）。按处理统计

比较病株率和第 １片叶的平均发病程度（严重度），评价比较药剂防治效果。

（二）田间药效试验

１．试验地选择及规划 试验地应选择在小麦生长均匀一致、水肥条件较好、历年锈病发生

较重或种植感病品种的地块。小区排列一般可采用对比法，每隔两个处理设一个对照，小区面积

一般视试验地大小而定，重复 ３次。

２．配制药液及处理 将供试药剂按有效成分稀释成不同浓度药液（如 ５００倍、１０００倍、

２０００倍等），设不施药（喷水）为对照，用背负喷雾器均匀喷洒。

３．施药时间及次数 一般在条锈病病叶率达 １％、叶锈病病叶率达 ５％ ～１０％、秆锈病病秆

率达 １％时开始施药。施药次数可根据试验目的和要求，选择施药 １次或施药 ２～３次。施药

２～３次的应在第 １次施药后间隔 ７～１０ｄ，连续施药。

４．结果调查、记载与统计 田间药剂试验应在施药前调查各处理的发病基数。施药后一般

在最后 １次施药后的 １０～１５ｄ调查防治效果。施药前、后的调查内容和方法相同，一般用分级

调查病情。统计每个处理发病率、病情指数，比较防治效果。

小麦条锈病、叶锈病严重度分级标准：

０级：无病；

１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５％以下；

２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 １０％ ～２０％；

３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３０％ ～４０％；

４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５０％ ～６０％；

５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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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指数 ＝ ∑（各级病叶、株数 ×相应级的代表数值）
调查总病叶、株数 ×发病最高级的代表数值

×１００

防治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 －处理病情指数）

对照病情指数
×１００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进行小麦锈病的室内药剂筛选为什么要在幼苗上测定？

２．小麦锈病室内药效测定及筛选和田间药效试验应注意哪些问题？

３．写出药剂实验报告。

实验３３ 水稻病害的识别

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种植广泛，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１／４。水稻病害种类很多，

其中稻瘟病是水稻第一大病害。在冀东稻区，曾多次大流行，流行年份一般减产 １０％ ～２０％，严

重者绝收；纹枯病和白叶枯病流行性强，危害重，与稻瘟病一起被称为水稻的 ３大病害；病毒病主

要包括普通矮缩病、黑条矮缩病等。水稻恶苗病和水稻干尖线虫病在生产上发生也较为严重；水

稻细菌性条斑病为国内检疫性病害，现已蔓延至长江以北地区；近年来由于水稻的连年种植，一

些土传病害如水稻秆腐菌核病等有加重的趋势，给生产上造成极大的损失。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识别水稻常见病害的症状特点、病原形态特征，正确区分稻瘟病和稻胡麻斑病，

掌握白叶枯病的简易诊断方法。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计算机，多媒体设备等；各种症状挂图，多媒体课件、模型；显微镜，实体显微

镜，生化培养箱，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刀片，挑针，纱布，徒手切片工具，擦镜纸；蒸馏水，革兰

氏染色液（一套），香柏油，二甲苯等。

三、实验材料

水稻病害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及新鲜标本：稻瘟病、纹枯病、恶苗病、细菌性条斑病、水稻干

尖线虫病、稻白叶枯病、水稻病毒病、稻胡麻斑病等；病原菌玻片或培养的新鲜病菌。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稻瘟病 （Ｐｙ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ｏｒｙｚａｅ）

１．症状 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为害苗、叶、节、穗和谷粒，分别称苗瘟、叶瘟、节瘟、穗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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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粒瘟。

（１）苗瘟 主要发生于幼苗期叶片上，形成褐色、梭形或不定形病斑，有时可在病斑上形成

灰色绿色霉层。

（２）叶瘟 一般于分蘖期以后发生。由于品种和气象条件不同，叶瘟有 ４种症状：褐点型

（抗病品种上产生）、白点型（感病品种嫩叶上产生）、急性型和慢性型。①白点型为白色近圆形

小斑点；②褐点型是褐色小点，仅限于叶脉之间；③慢性型为梭形，两端有延长的褐色坏死线，病

斑最外层为黄色晕圈，内层为褐色，中央呈灰白色，一般于病斑背面产生霉层；④急性型为水渍状

不规则形，叶片正反两面均产生大量霉层。

（３）节瘟 多发生于剑叶下第 １～２个节上，初为黑褐色小点，逐渐扩大，病斑可环绕节的一

部分或全部，使节部变黑色，后期病节干缩，凹陷，使稻株折断而倒伏，影响结实、灌浆，以致形成

白穗。

（４）穗颈瘟 发生于颈部、穗轴、枝梗上，病斑初为暗褐色小点，以后上下扩展形成黑褐色条

斑，轻者影响结实、灌浆以致秕粒增多，重者可形成白穗，不结实。

（５）谷粒瘟 发生于颖壳或护颖上，初为褐色小点，后扩大成褐色不规则形病斑，有时使整

个谷粒变为褐色、暗色而成为秕谷。

取新鲜病株标本或盒装标本，仔细观察稻瘟病在叶部、穗颈、节部、谷粒上的症状特点，有无

霉层，联系品种抗病性、生育期、环境条件等因素分析叶瘟病病斑类型，比较急性型病斑和慢性型

病斑的差异。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梨孢属真菌。在温度高、湿度大的条件下，叶部、节部、穗颈、谷

粒等部位的病斑上可产生青灰色的霉层，为病原菌的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由病

组织气孔成簇生出，淡褐色，顶端曲折状，分生孢子无色或淡褐色，洋梨形，顶端钝尖，基部钝圆，

具两个隔膜，孢子基部足细胞明显。用挑针从病组织表面轻轻挑取少量霉层制片，观察分生孢子

着生、形态、横隔数，分生孢子梗着生、颜色和顶端曲折特点。

（二）稻胡麻斑病（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ｓｏｒｙｚａｅ）

１．症状 苗期到成熟期的植株地上部位均可发生，但以叶片发生最普遍。叶片病斑椭圆形

褐色，有黄色晕圈，有时中央呈枯白色坏死状。穗颈、子粒、枝梗和谷粒病斑均为褐色，表面产生

黑色霉层。注意与稻瘟病区别，病斑的大小、形状、颜色和病斑数目多少，霉层颜色。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双极蠕孢属真菌。胡麻斑病的病斑上一般很少产生孢子，病穗

颈，特别是病谷粒上在潮湿的条件下较易长出黑褐色茸毛状霉层。分生孢子褐色、倒棍棒形、多

数弯曲，分生孢子的脐点基部平截。用解剖刀刮取少量病穗颈或病谷粒上的黑褐色霉制片镜检。

观察分生孢子梗的形状、颜色、有无孢痕，分生孢子的形状、颜色和脐点特征。

３．胡麻斑病与稻瘟病的简易诊断方法 胡麻斑病的病斑与稻瘟病的病斑有时容易混淆，穗

颈部和谷粒上的病斑更难区分。

（１）田间诊断 稻瘟病多发生在土壤肥沃、稻株生长嫩绿、茂密的田块和地段，发病初期田

间多有发病中心；而胡麻斑病多发生在土壤比较贫瘠、缺肥，植株生长不良的田块或地段，田间分

布比较均匀，没有明显的发病中心。

（２）室内诊断 将病叶或病穗颈、谷粒等在２８℃左右的湿度下保湿培养，１～２ｄ后，患稻瘟

病材料不论是病叶、病穗颈和病谷粒都易生长出青灰色霉层。而胡麻斑病的病叶一般不易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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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性的霉层，虽然病穗颈和病谷粒上较易长出霉层，但霉层为黑褐色茸毛状，易与稻瘟病区分。

（三）水稻纹枯病（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有性态为 Ｔｈａｎａｔｅｐｈｏｒｕｓｃｕｃｕｍｅｒｉｓ）

１．症状 水稻整个生育期限均可发生，一般从分蘖期开始，到抽穗前后发病较重。主要为

害叶鞘和叶片，有时也可发生于茎秆和穗部。叶鞘病斑初呈暗绿色、边缘不清晰的斑点，以后扩

大成椭圆形、边缘呈淡褐色，中央灰绿色，病斑形状云纹状，病部有白色蛛丝状菌丝团和暗褐色或

土黄色的菌核。

观察病害标本，注意病斑发生部位、子实体类型。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丝核属真菌。菌丝初期白色，老熟后淡褐色，分枝与主枝近直

角，分枝处缢缩，近分枝处有一分隔。后期产生菌核，菌核初为白色，后变褐色，球形或不规则形。

该菌不形成分生孢子。挑取培养的病菌制片，观察菌丝色泽、分枝和分隔特点，比较老熟菌丝形

态与幼嫩菌丝形态差异。再取菌核切片在低倍镜下观察颜色、着生情况等。

（四）水稻白叶枯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ｏｒｙｚａｅ）

１．症状 病斑多自叶尖端或叶缘发生，症状表现有叶枯型：病斑长条形，颜色黄白色或枯白

色，病健交界清晰，病部常有蜜黄色珠状菌脓；急性型：病斑暗绿色，水渍状，有菌脓产生；凋萎型：

病株叶片失水、青卷，最终枯死，卷曲青枯的叶片内可见菌脓；黄叶型：幼叶均匀褪绿，或产生黄绿

相间宽条斑。

取病害标本，观察叶枯型症状特点，怎样与生理性枯黄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黄单胞杆菌属细菌。菌体短杆状，鞭毛单极生，革兰氏染色反应

阴性。菌落蜜黄色，具黏性。

３．白叶枯病的简易诊断法 首先进行症状观察，有些症状表现不典型、不易确诊则可采用

下列方法进行诊断。

（１）显微镜观察喷菌现象 选择典型病斑，切取病健交界处一小块，约 ２ｍｍ×３ｍｍ，放在

载玻片的蒸馏水滴中，加盖玻片，静置 １～２ｍｉｎ，用手持放大镜或低倍显微镜观察切口处有无细

菌从维管束组织中喷（溢）出。如果有大量云雾状的细菌从维管束中喷出，则证明是白叶枯病

（注意：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细菌性褐条病均有细菌从病组织中溢出，应结合症状特点加以区

分）。

（２）保湿法 剪取可疑病叶的病健交界部一小段，长约 ３３～６６ｃｍ，插在培养皿中的湿沙

中，保湿。经 ５～６ｈ以后，如叶片上端的切口处有黄色混浊的露珠状菌脓，则证明是白叶枯病。

（五）稻曲病（Ｕｓｔｉｌａｇｉｎｏｄｅａｖｉｒｅｎｓ，有性态为 Ｃｌａｖｉｃｅｐｔｅｒｏｒｙｚａｅ－ｓａｔｉｖａｅ）

１．症状 该病在水稻开花后至乳熟期发生，主要分布在穗的中下部，一般一个穗上几个至

几十个子粒受害。病菌侵入谷粒后先从内外颖壳缝隙处露出淡黄绿色孢子座，后包裹整个颖壳，

逐渐变为墨绿色，最后孢子座表面龟裂，散出墨绿色的粉状物。有的病粒在孢子痤基部两侧产生

黑色、扁平、硬质的菌核。

取病害标本观察症状特点，注意不同时期病粒和孢子座形状、大小、颜色；解剖病粒，观察孢

子座内部颜色层次。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绿核菌属（拟黑粉菌属），有性时期为子囊菌亚门麦角菌属真

菌。厚垣孢子侧生于孢子座内的放射状菌丝上，球形或椭圆形，呈墨绿色，表面有瘤状突起。分

生孢子单胞、椭圆形。子囊壳内生于子座表层，子囊圆筒形，子囊孢子无色、单胞、丝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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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取孢子座表面粉层制片，观察厚垣孢子的颜色、大小、形状、着生点及表面结构。取病菌切

片观察子囊排列特征、子囊孢子的形态。

（六）水稻恶苗病（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ａｆｕｊｉｋｕｒｏｉ）

１．症状 从苗期到抽穗期均可发生。秧田期最明显的症状是徒长，病苗比健苗高，颜色黄

绿色，植株细弱。成株期病株分蘖少或不分蘖，节间显著伸长，节部常弯曲露出叶鞘之外，下部几

个节生有许多倒生的不定根。叶鞘和茎秆上产生淡红色或白色粉状物，后期常可见蓝黑色颗粒

状物。剥开叶鞘，茎秆上有褐色条斑，剥开病茎，可见白色蛛丝状菌丝体。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赤霉属真菌，无性态为半知菌亚门镰刀菌属真菌。子囊壳蓝黑

色，球形。子囊圆筒形，基部较细。子囊孢子长椭圆形，无色双胞。分生孢子有大、小两型，以小

型分生孢子为主，链状着生或簇生，无色，多为卵形和椭圆形。挑取病部霉层制片，观察分生孢子

形态，取病菌切片观察子囊和子囊孢子的形状、分隔数等特征。

（七）水稻细菌性条斑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ｏｒｙｚａｅｐｖ．ｏｒｙｚ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病斑初期呈暗绿色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沿叶脉扩展形成暗绿色至黄褐色纤细

条斑，生出很多很小的珠状深蜜黄色菌脓，干燥后不易脱落。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黄单胞杆菌属细菌。菌体杆状，单生，偶或成对，但不成链，极生

鞭毛，不形成芽孢和荚膜。与稻白叶枯病菌分别为水稻黄单胞杆菌的两个致病变种。

（八）稻秆尖线虫病（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ｂｅｓｓｅｙｉ）

１．症状 受害稻苗上部叶片尖端 ２～４ｃｍ处变成枯白色、灰白色或褐色的秆尖，与健部界

限明显，卷缩扭曲，捻卷似猪尾状，易受风吹或摩擦折断脱落。分蘖期、拔节期不表现症状，孕穗

期上部叶片尤其是剑叶叶尖 １～８ｃｍ外变成黄白色半透明状，秆尖捻曲尤为明显，病健交界处有

不规则的褐色线纹。

２．病原 病原是线虫门滑刃线虫属。雌雄虫体细长，雌虫尾锥形，尾末端具有 ３～４个尖

突。放松时虫体伸直或稍向腹面弯曲成盘状。雄虫较常见，放松时虫体上、中部呈直线，尾部弯

曲近 ９０°。交合刺新月形、刺状，无交合伞。

取病害标本观察干尖线虫病症状特点，从水稻种壳上分离线虫，制片观察雌雄虫形态特征。

（九）水稻苗期病害

１．苗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ｅ）

（１）症状 主要在早、中稻秧苗和早稻大田前期发生，长江流域发生多，为害秧苗叶片。叶

上初生黄白色小圆斑，后扩展成灰绿色水渍状不规则条斑，扩展后病斑融合使叶片纵卷或折倒。

湿度大时病斑上可见白色稀疏霉层，即病菌孢囊梗和孢子囊。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孢囊梗 ２～５根自寄主气孔伸出，束生或单生，

偶具 １～２回分枝；孢子囊顶生，长椭圆形，孢子囊成熟后不脱落；游动孢子从孢子囊顶端孔口散

出，游动孢子肾形，休眠孢子圆形，以芽管萌发产生次生小型泡囊。藏卵近圆形，黄褐色。雄器围

生，扁圆形，淡黄色。卵孢子圆形，黄色。

２．绵腐病（Ａｃｈｌｙａｏｒｙｚａｅ）

（１）症状 通称“烂秧”。幼苗发病，初在幼芽基部开裂处出现少量白色胶状物，向四周放

射状长出白色棉絮状菌丝，幼苗变锈褐色或绿色腐败死亡，重者成片死亡。

（２）病原 烂秧主要由稻绵霉引起，病菌为鞭毛菌亚门绵霉属真菌。游动孢子囊管状，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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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肾形，两根鞭毛。雄器细长管状，藏卵器球形，内生多个卵孢子。

３．幼苗立枯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ｐｐ．；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Ｐｙｔｈｉｕｍｓｐｐ．）

（１）症状 因病原种类、为害时期和环境条件不同，引起的症状也不同，常见的症状有以下

几种类型：①芽腐，出苗前或刚出土时发生。幼苗的幼芽或幼根变褐色，病芽扭曲、腐烂而死。在

种子或芽基部生有霉层。②针腐，多发生于幼苗立针期到 ２叶期。病苗心叶枯黄，叶片不展开，

基部变褐。种子与幼苗茎基交界处生有霉层，茎基软腐，易折断，育苗床中幼苗常成片发生或死

亡。③黄枯，多发生于幼苗 ３叶期前后，病苗叶尖不吐水，在天气骤晴时，幼苗迅速表现青枯，心

叶上部叶片卷曲，幼苗叶色青绿，最后整株萎蔫，在插秧后稻田可出现成片变青绿枯死。

（２）病原 由多种病原菌侵染而引起的。主要有半知菌亚门镰刀菌属、立枯丝核菌；鞭毛菌

亚门腐霉属真菌。镰刀菌属病菌菌丝体呈白色或淡红色，大型分生孢子镰刀形，弯曲或稍直，多

分隔无色；小型分生孢子椭圆形或卵圆形，无色透明，单胞。立枯丝核菌只产生菌丝和菌核，菌丝

幼嫩时无色，呈锐角分枝，分枝处缢缩，有隔膜；老熟菌丝淡褐色，隔膜增多，细胞中部膨大，分枝

呈直角，菌核形状不规则，褐色，直径 １～３ｍｍ。腐霉菌菌丝发达，无隔，孢子囊球状或姜瓣状，藏

卵器近球形，内生 １个卵孢子。

观察各种苗病症状，注意烂秧与其他几种症状的区别。观察各种病原物的形态，注意绵腐

菌、腐霉菌的菌丝有无隔膜、游动孢子囊形态，镰刀菌两种分生孢子的形态、有无厚垣孢子及产生

方式。观看游动孢子产生及释放的录像片。

（十）水稻病毒病

１．症状 水稻病毒病常见的有稻条纹叶枯病、稻普通矮缩病、稻黑条矮缩病和稻暂黄病。

（１）稻普通矮缩病（Ｒｉｃｅｄｗａｒｆｖｉｒｕｓ，ＲＤＶ） 病株矮化丛生，分蘖增多，叶片变短、僵硬，呈

浓绿色，新叶的叶片和叶鞘上出现与叶脉平行的黄白色虚线状条点。孕穗以后发病的仅在剑叶

或其叶鞘上出现黄白色条点。

（２）稻条纹叶枯病（Ｒｉｃｅｓｔｒｉｐｅｖｉｒｕｓ，ＲＳＶ） 病株心叶沿叶脉呈现断续的黄绿色或黄白色

短条斑，后常合并成不规则的黄白色条斑，使叶片一半或大半变成黄白色，但在其边缘部分仍呈

上述褪绿条斑。病株矮化不明显，但分蘖减少。高秆品种心叶细长柔软并弯曲成纸捻状，弯曲下

垂，枯死，称为“假枯心”。矮秆品种发病后心叶展开仍较正常，发病早的植株枯死，发病迟的只

在剑叶或其他叶鞘上有褐色斑，但抽穗不良或畸形不实，呈“假白穗”状。

取病害的盒装或浸渍标本观察症状，注意水稻各种病毒病害症状表现。

２．病原 普通矮缩病由植物呼肠孤病毒属水稻矮缩病毒引起。粒体球状，花叶细胞内内含

体近球形，传毒媒介主要是黑尾叶蝉。条纹叶枯病由纤细病毒属水稻条纹病毒引起。粒体环状

或丝状，内含体“８”或“０”形，传毒媒介为灰飞虱。

观察病毒粒体及内含体照片，学会用病害症状、病毒粒体形态、内含体、传毒媒介初步诊断和

区分水稻病毒病。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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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下列病原菌形态图：①稻瘟病菌和稻胡麻斑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分生孢子。②稻恶苗

病菌的分生孢子。

２．如何鉴别稻瘟病和稻胡麻斑病？

实验３４ 玉米、高粱病害的识别

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小麦和水稻而居第 ３位。病害是影

响玉米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我国玉米上的病害有 ３０多种，其中叶部病害 １０多种，根茎部病害

６种，穗部病害 ３种，系统性侵染病害 ９种。目前发生普遍而又严重的病害有玉米锈病、弯孢霉

叶斑病、灰斑病、病毒病、茎腐病、纹枯病、大斑病、小斑病、丝黑穗病等，有些地区霜霉病、黑粉病

等发生严重。高粱病害主要有丝黑穗病、散黑穗病及炭疽病等。

一、目的要求

认识玉米、高粱上的主要病害症状，识别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症状及病原形态，为病害诊

断、田间调查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刀片，徒手

切片夹持物，镜头纸，吸水纸；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无菌水，蒸馏水；实验教学录像片，挂

图等。

三、实验材料

玉米、高粱、谷子等作物上的主要病害的盒装和浸渍标本、新鲜材料、病原菌玻片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玉米大斑病（Ｅｘｓｅｒｏｈｉｌｕｍｔｕｒｃｉｃｕｍ）

１．症状 该病主要危害叶片，严重时也能危害苞叶和叶鞘。叶片病斑因品种抗性基因不同

分成两类：①在具有 Ｈｔ抗性基因的品种上产生椭圆形小斑，病斑沿叶脉扩展后，形成褐色坏死条

纹，周围呈黄色或淡褐色的褪绿斑；②在不具有 Ｈｔ基因品种上产生萎蔫型病斑，病斑常沿叶脉扩

大形成长梭形、大小不等的萎蔫斑，一般长 ５～１０ｃｍ，有的长达１５～２０ｃｍ，青色或黄褐色。病斑

常相互联合成不规则大斑，引起叶片早枯。田间湿度较大时，病斑表面密生黑色霉状物（分生孢

子梗及分生孢子）。叶鞘和苞叶上有时也产生不规则形的暗褐色病斑。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凸脐蠕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多从气孔伸出，单生或 ２～６根

束生，不分枝，橄榄色，圆筒形，直立或上部有膝状弯曲；分生孢子灰橄榄色，梭形，多数正直，少数

向一侧弯曲，脐点明显凸出于基细胞外，一般有 ２～８个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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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米小斑病（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ｓｍａｙｄｉｓ）

１．症状 玉米小斑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叶鞘、苞叶、果穗和子粒。病害在玉米植株上

产生的症状因病菌生理小种和玉米细胞质的不同而有差异。

在叶片上，有 ３种类型病斑：①病斑椭圆形，其扩展受叶脉限制，黄褐色，边缘深褐色；②病斑

椭圆形或纺锤形，扩展不受叶脉限制，灰褐色或黄色，一般无深色边缘，有时病斑上出现轮纹；

③病斑为黄褐色坏死小斑点，周围有黄褐色晕圈，病斑不扩大，属抗病类型。前两种为感病类型，

病斑类型表现因品种不同。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平脐蠕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单生或 ２～３根成束从气孔或表

皮间隙伸出，直立或膝状弯曲，不分枝，褐色；分生孢子从梗的顶端或侧面长出，长椭圆形或近梭

形，正直或略向一侧弯曲，褐色至深褐色，有 ３～１３个隔膜，脐点平截。

田间或室内观察两种叶斑病症状特点；用挑针刮取受病组织上的霉层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

子梗、分生孢子的形态、颜色、着生情况及分生孢子脐点的特征。两种孢子有何区别？

（三）玉米褐斑病（Ｐｈｙｓｏｄｅｒｍａｍａｙｄｉｓ）

１．症状 病斑发生在叶基、叶鞘及茎上，初为黄白色小点，后变黄褐色至深褐色疮状病斑可

愈合成片，破裂后有黄褐色粉末散出，为病菌的休眠孢子囊。田间观察玉米褐斑病症状。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节壶菌属真菌。休眠孢子囊壁厚，近圆形至卵圆形或球形，黄

褐色，略扁平，有囊盖。

挑取病组织内的粉状物或取病原菌切片观察休眠孢子囊的形态。

（四）玉米粗缩病

１．症状 该病以苗期发病为害严重。玉米出苗后即可感病，５～６叶时才开始表现症状，病

株先在心叶中脉两侧的细脉间出现透明的虚线条点，以后透明线点增多，叶背主脉上产生长短不

等的白色蜡状突起（即脉突），叶片浓绿，表面粗糙；病株节间缩短，植株严重矮化。重病株不能

抽穗或形成畸形穗。注意观察病株叶片有何变化，田间症状诊断的主要鉴别特征，病株呈何状

态？

２．病原 病原是斐济病毒属玉米粗缩病毒。病毒粒体球形。观察病毒粒体的电镜照片。

（五）黑粉病

１．玉米黑粉病（Ｕｓｔｉｌａｇｏｍａｙｄｉｓ）

（１）症状 玉米黑粉病为局部侵染性病害，玉米整个生育期中，任何地上部的幼嫩组织都可

受害，病部组织肿胀成瘤（菌瘿）。病瘤大小和形状因发病部位不同而异。叶片上的病瘤较小，

多如豆粒或花生米大小，常成串密生，内部很少形成黑粉。雄性花序大部分或个别小花感病后形

成长囊状或角状的病瘤。茎秆和果穗被害后形成拳头大小的病瘤。病瘤未成熟时，为一团白色

柔嫩组织，外披白色或淡红色、有光泽的薄膜；成熟后，薄膜破裂后，黑粉散出。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黑粉菌属真菌。冬孢子球形或椭圆形，暗褐色，厚壁，表面有

细刺，萌发时，产生 ４个无色、纺锤形的担孢子，担孢子还可以由芽殖方式产生次生担孢子。

注意观察各部位瘤的形状大小，并挑取黑粉少许制片观察其冬孢子的形态，并观察病原菌切

片，注意冬孢子萌发方式，担子、担孢子的形态特征。

２．玉米丝黑穗病（Ｓｐｏｒｉｓｏｒｉｕｍｒｅｉｌｉａｎｕｍ）

（１）症状 穗期症状明显。雄穗部分小花受害，基部膨大形成菌瘿，外包白膜，破裂后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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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粉。除苞叶外，全部变成菌瘿，成熟后开裂散出黑粉，寄主的维管束组织呈丝状。观察病穗的

症状，黑粉内是否夹杂有丝状物？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轴黑粉菌属真菌。冬孢子黄褐色至暗紫色，球形或近球形，表

面有细刺。成熟的冬孢子遇合适的条件萌发产生有分隔的担子（先菌丝），侧生担孢子。担孢子

无色，单胞，椭圆形。

挑取粉状物制片，观察冬孢子的形态、颜色、表面是否有细刺。

３．高粱散黑穗病（Ｓｐｏｒｉｓｏｒｉｕｍｃｒｕｅｎｔｕｍ）

（１）症状 主要为害穗部，受害后穗形正常，仅花器被破坏，子房内形成黑粉，病粒未破裂前

有灰白色薄膜包被，孢子成熟后，膜即破裂，散出黑粉，并露出长而弯曲的黑色中柱，为寄主的维

管束残留组织，此为散黑穗病的主要特点。注意观察病穗的形态特征，与高粱丝黑穗病如何区

别。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团散黑粉菌属真菌。冬孢子卵圆形或圆形，暗褐色，表面隐约

有网纹。用挑针从病穗上挑取少量黑粉状物，制片镜检。注意孢子的形状、颜色、表面是否有网

纹。

４．高粱丝黑穗病（Ｓｐｏｒｉｓｏｒｉｕｍｒｅｉｌｉａｎｕｍ）

（１）症状 为害穗部，抽穗时整个穗部变成一个大黑包，病穗外部初有一层白色薄膜，膜破

裂后，散发出大量的黑色粉末，里面夹杂有黑色残存的丝状维管束组织。注意观察病穗的形态，

是否有丝状物。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团散黑粉属真菌。用挑针从病穗上挑取少量粉状物，制片镜

检。注意观察冬孢子的形状、颜色、表面是否有微刺？孢子团的集结状况，是否有不孕细胞？

观察比较 ４种上述黑粉病症状，受害部位各有何特点？比较冬孢子的形态有何区别？

（六）高粱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叶鞘和穗部。叶片上病斑呈梭形或长圆形，中央深褐色，边缘紫红

色，其上密生小黑点，为病原菌的分生孢子盘。在穗部，可侵染小穗枝梗以及穗颈或主轴，造成子

粒灌浆不良甚至颗粒无收。注意观察病斑发生的部位、色泽、形状、有无病征等。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分生孢子盘椭圆形，内生许多褐色的刚毛。分

生孢子梗呈圆柱形，无色。分生孢子新月形，无色，单细胞，具一油球。选典型病斑，制作徒手切

片镜检，观察分生于孢子盘及分生孢子梗的形态，分生孢子的形状、大小、色泽，分生孢子盘上有

无刚毛。

（七）谷子白发病（Ｓｃｌｅｒｏｓｐｏｒａ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系统性病害，谷子各个生育阶段和不同部位均可受害。出苗前幼芽在土壤中变褐

色，后腐烂，称“芽腐”；病叶上出现黄色不规则条斑，潮湿时叶背面出现灰白色霜霉状物，称“灰

背”；病株抽出的新叶可继续感病，病叶上产生与叶脉平行的淡黄色条纹斑，背面亦可产生灰白

色霜霉状物，心叶不能抽出展开，卷筒直立向上十分明显，俗称“白尖”；白尖不久变褐枯死；直立

田间，俗称“枪杆”；残存的灰白色叶脉所形成的细丝变白卷曲散乱成白发状，俗称“白发”；病穗

上的内外颖变成小叶状丛生，穗短缩肥肿，不能结实，呈刺猬状直立田间，俗称“看谷老”。注意

观察不同时期的症状特点，发病的部位，色泽，白发状丝状物为何物。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指梗霉属真菌。在叶片的“灰背”症状上出现的霜霉状物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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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孢囊梗单生或束生，无色，无隔膜，肥壮，基部不膨大，顶端膨大分枝３～４

次。游动孢子囊卵圆形或椭圆形，无色透明。卵孢子球形，栗褐色。取病组织材料挑取少量黄色

的粉末物，制片镜检，观察卵孢子的形状、大小、色泽。取病原菌玻片观察孢囊梗分枝及孢子囊的

形态特征。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的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图。

２．绘玉米褐斑病的休眠孢子囊的形态图。

３．比较各类黑粉病的症状特点及病原形态特征。

４．田间调查采集玉米、高粱、谷子病害标本进行病害的识别及诊断。

实验３５ 杂粮作物病害田间病情调查

我国的杂粮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谷子等。杂粮病害分布广，在生产上危害大。在我国，玉

米病害有数十种，造成的产量损失约为 １０％。为害较重的玉米病害主要有小斑病、大斑病、丝黑

穗病、纹枯病、缩粗病及矮花叶病等；高粱病害主要有丝黑穗病、散黑穗病和高粱花黑粉病等；谷

子病害主要有谷子白发病等。

一、目的要求

调查杂粮（玉米、高粱、谷子）作物上的病害发生情况。了解病害种类、分布和发生情况，掌

握杂粮主要病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学习和总结群众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开展病害防治工作。

二、仪器用品

记录板，纸，尺子，采集箱等。

三、实验材料

大田中的主要杂粮作物：玉米、高粱、谷子等材料。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玉米、高粱、谷子病害的普查

病情的田间调查可分为一般调查、重点调查和调查研究。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

结合当地情况以及病害发生特点，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病害调查。采用 ５点取样或随机取样

法，每点调查 ５０～１００株（叶、穗），统计各种病害的普遍率或病害百分率。列表记载调查结果

（表 ２－６），同时记录调查地点、作物种类、调查日期、地势、土壤状况、水肥管理、水肥条件、品

种、种子来源、播种日期等。注意取样要有代表性、取样单位应随作物特点和病害特点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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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表 ２－６ 玉米、高粱、谷子病害一般调查

调查日期： 作物种类： 调查地点：

病害 地块号 土壤状况 水肥条件 种子来源 播种日期 品种 调查生育期 发病率 备注

（二）病情及为害程度调查

以小组为单位分别调查玉米大斑病、小斑病的病情及为害程度，也可在教学实习中进行。调

查时间过早，未达到发病盛期，不能正确反映病害发病严重程度；调查过晚，叶片自然干枯死亡，

会给病害调查带来困难。根据实践经验，两种叶斑病的调查，应以玉米吐丝后 １５～２０ｄ为宜。

采取随机取样或 ５点取样法，每点随机取 ５０株，统计病株率及病情指数。列表记载统计调查结

果（表 ２－７）。

表２－７ 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为害程度调查

调查日期 调查地点 地块代号 调查品种 调查总株数 发病株数 病株率／％ 病情指数 损失率／％ 备注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６～８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调查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的病害发生情况。

２．调查高粱散黑穗病和高粱丝黑穗病的发生情况。

３．撰写杂粮作物病害普查报告。

实验３６ 棉花病害的识别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病害是限制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棉花病害种类较

多，我国约有 ４０多种，危害较重的有棉花苗期病害、枯萎病、黄萎病及棉花蕾铃期病害，尤其是棉

花枯萎病和黄萎病对棉花生产威胁大，已成为限制棉花生产的主要因素。

一、目的要求

认识棉花主要病害的症状特点及病原形态特征，为病害诊断、田间调查和防治提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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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刀片，小木

板，镜头纸；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无菌水，蒸馏水等；病害症状挂图，幻灯片，教学录像

带。

三、实验材料

棉花主要病害的蜡叶和浸渍标本、新鲜材料：立枯病、炭疽病、红腐病、茎枯病、疫病、枯萎病、

黄萎病、角斑病、轮斑病、红粉病、黑果病、褐斑病等；病原菌切片。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棉花苗期病害

１．立枯病（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

（１）症状 棉苗幼茎基部初生黄褐色病斑，后逐渐扩展，绕茎基部环状缢缩呈蜂腰状，病苗

萎蔫倒伏，严重时成片死亡。拔起病苗，茎基部以下皮层因与木质部分离不易拔起而遗留在土壤

中，仅存鼠尾状木质部。潮湿时，在病苗茎基部及其周围土面常见白色稀疏的菌丝体。

田间观察病害发生情况，注意病株周围是否有蛛丝状物。观察病害发生部位是否环绕幼茎

基部。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丝核菌属真菌。菌丝起初无色，纤细。老熟后呈黄褐色，较粗

壮，分枝基部缢缩，近分枝处有一隔膜。菌丝易形成菌核，菌核黄褐色，形状不规则，菌核间有菌

丝相连。

挑取培养的棉花立枯丝核菌制片，观察菌丝体特征和菌核产生情况。

２．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ｏｉｄｅｓ）

（１）症状 为害棉苗和棉铃。棉苗出土后，多在茎基部产生红褐色梭形病斑，略凹陷并具纵

向裂缝，严重时病斑环绕茎基部使其变黑褐色腐烂，病苗萎蔫死亡。幼苗根部受害后呈黑褐色腐

烂。拔起病苗时，茎基部以下皮层不易脱落。子叶多在边缘产生圆形或半圆形褐色病斑，后期病

斑干枯脱落，子叶边缘残缺不全。铃期受害，病斑凹陷。天气潮湿时，病部表面散生黑色小点和

橘红色黏质团，为病菌分生孢子盘和分生孢子团。

观察比较幼茎基部与立枯病有何区别？观察铃部病斑形状、色泽及病征表现。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分生孢子盘四周有多个直或略弯曲的褐色有

隔刚毛；分生孢子梗短棒状，无色单胞，顶生分生孢子，分生孢子长椭圆形，有时一端稍小，内有

１～２个油球。

观察分生孢子盘及分生孢子的形态，注意分生孢子盘上有无刚毛及刚毛着生状态。

３．红腐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ｍｏｎ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１）症状 危害棉苗和棉铃，造成烂芽、死苗和烂铃。棉苗出土前受害，幼芽及幼根变褐腐

烂；出土后根尖先发病呈黄褐色至褐色，扩展后全根变褐腐烂，有时病部略肿大。子叶多于叶缘

产生半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易破。潮湿时病斑表面产生粉红色或粉白色霉层，为分生孢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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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烂铃，注意表面霉层的特点。观察病害症状，比较红腐病、立枯病、炭疽病在棉苗上的发生部

位、病斑色泽、形状、病征等方面的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镰孢菌属真菌。大型分生孢子镰刀形，略弯曲，有 ３～５个分

隔；小型分生孢子串生，卵型、椭圆型或梭形，无色，单胞。

４．茎枯病（Ａｓｃｏｃｈｙｔａｇｏｓｓｙｐｉｉ）

（１）症状 苗期、成株期均可发病。幼苗子叶和真叶初生紫红色或褐色斑点，扩大后为近圆

形或不规则形褐色病斑，边缘紫红色，具同心轮纹，表面散生许多小黑点为病原菌分生孢子器，病

斑常破碎脱落。叶柄和茎部病斑梭形，边缘紫红色，中间褐色，略凹陷，上生黑色小点。病斑处易

折断。严重时，顶芽萎蔫，病叶脱落成光秆。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壳二孢属真菌。分生孢子器近似球形，黑褐色，顶部平或稍

突，有孔口；分生孢子无色，卵圆形或椭圆形，初期无色，成熟后中央有一隔膜。

５．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ｅ）

（１）症状 主要危害棉苗和棉铃。受害子叶边缘最初产生灰绿色小斑，潮湿时病斑迅速扩

展，呈墨绿色水渍状，全叶逐渐呈青褐色至黑褐色凋萎。严重时，病叶全部脱落，棉苗枯死。棉铃

发病时，初期产生暗绿色水浸状小斑，后期全铃呈青褐色或暗褐色，湿度大时病部产生薄的白色

霉层。观察病害症状标本，注意棉苗和棉铃的发病部位及棉铃腐烂的特点，比较疫病与红腐病产

生的霉层有何不同。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孢囊梗无色，不分枝或假轴状分枝，顶生孢子

囊；孢子囊呈卵圆形，淡黄色，单胞，顶端乳突状。挑取培养物制片，观察孢囊梗和孢子囊形态，注

意孢子囊有无乳状突起等特点。

（二）成株期病害

１．棉花枯萎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ｉｕｍｆ．ｓｐ．ｖａｓｉｎｆｅｃｔｕｍ）

（１）症状 枯萎病在棉花苗期即可表现症状，一般在 ３～４片真叶期或现蕾期达到发病高

峰，病株大量萎蔫死亡。棉花枯萎病症状有黄色网纹型、紫红型、黄化型、青枯型和矮缩型等类

型。

黄色网纹型：为棉花枯萎病早期典型症状。子叶或真叶叶脉变黄，叶肉仍保持绿色，形成黄

色网纹状，叶片萎蔫，枯死脱落。

青枯型：子叶和真叶叶色不变，全株或植株一边的叶片萎蔫下垂，最后枯死。

矮缩型：病株节间缩短，株型矮小，叶片深绿，叶面皱缩、变厚。

早春气温较低且不稳定时，常出现紫红型和黄化型症状。条件适宜时，尤其在温室中多出现

黄色网纹型。夏季雨后骤晴，易出现青枯型。秋季多雨潮湿条件下，枯死的病株茎秆及节部产生

粉红色霉层（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各种症状的枯萎病株的共同特征是：根、茎内部的导管变黑褐色。纵剖茎部，可见导管呈黑

色条纹状。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镰孢菌属真菌。病菌产生 ３种类型孢子：大型分生孢子无色，

镰刀型，略弯曲，两端稍尖，有 ２～５个隔膜；小型分生孢子无色，卵圆形或肾形，多数为单胞，少数

为双胞；厚垣孢子圆形，淡灰黄色，单胞，壁厚，单生或串生于菌丝中段或顶端，也可由大型分生孢

子中的细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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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取培养的病原菌，制片观察两种不同分生孢子的大小和形状等。

２．棉花黄萎病（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ｄａｈｌｉａｅ）

（１）症状 棉花黄萎病的发生较枯萎病晚，苗期３～５片真叶时开始显症，７～８月开花结铃

期为发病盛期。发病初期，病叶边缘和主脉间叶肉出现不规则淡黄色斑块，叶缘向下卷曲，叶肉

变厚发脆，后病斑扩大，呈黄色斑驳。严重时，病叶除主脉及其附近仍保持绿色外，其余部分均变

黄褐色，呈掌状斑驳，最后叶片发病部分变褐枯死。病叶一般不脱落，但强毒菌株侵染后叶片则

脱落，病株成光秆，或仅留顶叶 １～２片。夏季暴雨后，常出现急性萎蔫症状，叶片下垂，叶色暗

淡。病株茎秆及叶柄木质部导管淡褐色。秋季多雨时，病叶斑驳处产生白色粉状霉层（菌丝体

及分生孢子）。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轮枝菌属真菌。分生孢子梗无色，小梗在主轴上呈轮状分枝，

分生孢子无色，单胞，长卵圆形。

挑取培养的病原菌制片观察黄萎病菌的形态，分生孢子梗的轮状分枝及排列。

３．棉花角斑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ｒｕｍ）

（１）症状 大都为害病苗、叶片、棉铃，有时也为害嫩茎。叶片上病斑呈多角形，最初为透明

油渍状，以后病斑呈褐色。棉铃上最初为油渍状小点，后期黑色凹陷，嫩茎上病斑呈黑褐色条斑。

潮湿时病斑表面产生黄褐色小颗粒，系病原菌产生的菌脓。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黄单胞杆菌属细菌。用刀片切取病健交界处，制片镜检，观察有

无大量的细菌呈云雾状溢出或喷出。

４．棉花轮纹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ｍａｃｒｏｓｐｏｒ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叶片病斑圆形或不规则形，红褐色，有时具有明显同心轮纹，潮湿

时病斑的表面产生黑色的霉层。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单生或束生，深褐色；分生孢子呈

倒棍棒形，黄褐色至深褐色，具纵横分隔，喙胞较长。

挑取病斑表面产生黑色的霉层，制片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特征。

（三）铃部病害

１．棉花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ｏｓｓｙｐｉｉ）

（１）症状 棉铃初生暗红色或褐色斑点，扩大后病斑呈圆形，绿褐色或黑褐色，表面皱缩，略

凹陷，有时病斑边缘呈明显的暗红色。潮湿时，病斑迅速扩展，表面产生橘红色黏质物（分生孢

子团）。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

２．棉花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ｅ）

（１）症状 多发生在棉铃基部、尖端及铃缝。病斑初期暗绿色，水渍状，后迅速扩展至全铃，

呈青绿色至青褐色，深入铃壳内部呈青褐色，潮湿时，２～３ｄ后病铃表面生一层白色至黄白色霉

层（菌丝体及孢囊梗、孢子囊）。

（２）病原 见棉苗疫病。

３．棉花红粉病（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ｈｅｃｉｕｍｒｏｓｅｕｍ）

（１）症状 多在铃缝处产生粉红色霉层（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霉层厚而紧密，色泽较

淡。发病严重时，铃壳内也产生粉状霉层。棉铃不易开裂，纤维粘结成僵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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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玫红复端孢菌真菌。分生孢子梗直立，无色、线状，顶部稍膨

大，有 ２～３个隔膜；分生孢子聚生于梗顶端，呈头状，单个孢子无色，聚集时粉红色，双胞，梨形或

卵圆形，顶端细胞向一侧稍歪。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怎样诊断棉花黄萎病和枯萎病？

２．绘棉花黄萎病和黄萎病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图。

３．绘棉花红粉病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图。

４．说明棉花苗期病害种类，炭疽病、立枯病的主要症状特点。比较棉铃红粉病与红腐病症

状的异同。比较棉花红粉病、炭疽病在棉铃上形成的病斑有何不同？

实验３７ 棉花品种对枯萎病、黄萎病的抗病性鉴定

选择棉花抗病品种的方法和步骤基本和选育优质品种相同，不同的是选育抗病品种需要在

大田的重病地进行抗病性鉴定。为了缩短选育的代数，冬季可在温室进行盆栽鉴定，但盆土必须

用人工接种病菌，接种菌量应尽量接近大田的病土，使品种、品系或杂交后代在病土生长后有充

分被感染的机会。最后进行削秆检查，根据发病率和病情指数，鉴定抗病性。

一、目的要求

学习人工接种土壤的方法，根据棉花品种、品系或杂交后代的发病率或病情指数，鉴定其抗

病程度。

二、仪器用品

恒温培养箱，三角瓶，试管，培养皿，花盆，解剖刀；实验教学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供试品种若干，以生产上的感病品种鲁棉 １号、中棉 １２做对照；５０％多菌灵。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方法

播种前棉种用 ５５℃温水浸种 ３０ｍｉｎ，或用 ５０％多菌灵加 ０．０１％平平加浸种 ２４ｈ。

接种：采集棉花枯萎病病株或病苗剪碎，做接种用，接种菌量按每盆用 ２０ｇ干病株计算。实

验前 ３周将病株以定量的土壤混匀后灌水，并保持适当的温度以备 ３周后接种用；或在实验室内

前两周将枯萎病菌移植到棉籽砂中培养 ７～１４ｄ，做接种用。

棉花黄萎病菌：方法基本同枯萎病菌，但需于 ３周前将病菌移植到 ２２℃左右恒温下培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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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备接种用。

每小组只接种 １种菌（黄萎病菌或是枯萎病菌）做试验，每个品种植 ３盆，每小组准备 １８～

２１个盆。

将培养的病菌定量接种到花盆中，充分拌匀（土壤最好用生土，有条件的可用灭菌土，以防

被其他病菌感染，影响效果），并取出表层二指厚的病土。灌水播种，最后将取出来的病土覆盖

种子，播种后两周及 ４周分别用解剖刀于棉株间划土以刺伤根部，每次使用前后解剖刀需要消毒

处理。

（二）结果检查

枯萎病于 ２～３周后，黄萎病于 ４０ｄ后，观察病苗的发病情况，对枯萎病要注意子叶期的青

枯型症状，与苗期猝倒病区别，统计病株的百分率。

当棉花长出二三片子叶时间苗，每盆保留 ５０～１００株，间出的苗削秆检查。最后在 ４５～５０ｄ

全部拔除，并削秆检查，记载总株及病株数。

（三）结果分析

根据削秆检查的结果，并累计拔苗前枯死的病株数，一并统计每个品种的发病率和病情指

数，统计结果（表 ２－８）。

表 ２－８ 棉花品种对棉花枯萎病、棉花黄萎病抗病性记载表

品种名称 总 株 数 病 株 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棉花黄萎病分级标准：

０级：茎内维管束不变色，叶片无症状；

Ⅰ级：茎内维管束变褐色，叶片发病面积占总叶片面积的 １０％以下；

Ⅱ级：茎内维管束变褐色，叶片发病面积占总叶片面积的 ５０％以下；

Ⅲ级：茎内维管束变褐色，叶片发病面积占总叶片面积的 ５０％以上或仅生长点存活；

Ⅳ级：茎内维管束变褐色，植株全部萎蔫死亡。

棉花枯萎病分级标准：

０级：幼苗健壮；

Ⅰ级：子叶边缘叶脉呈黄色网纹状，或子叶轻微的变黄，发紫，真叶未显病状；

Ⅱ级：子叶或少数真叶变黄或发紫，叶脉呈黄色网纹状，株型微显矮化；

Ⅲ级：子叶或大部分真叶变黄或发紫，叶脉呈黄色网纹状，株型矮化或出现萎蔫；

Ⅲ级：棉苗萎缩或青枯死亡。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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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与作业

根据实验结果整理统计并分析讨论。

实验３８ 大豆、花生病害的识别

大豆、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目前世

界上已报道的病害种类有 １５０余种。我国已报道大豆病害 ５０余种，花生病害 ３０余种。其中发

生普遍为害严重的大豆病害有：大豆胞囊线虫病、病毒病、灰斑病、霜霉病和细菌性叶斑病等；花

生病害有根结线虫病、青枯病、黑斑病、褐斑病、茎腐病、网斑病、白绢病和病毒病等。由于各地生

态条件、耕作制度和栽培品种等方面的不同，病害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区性。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了解大豆、花生常见病害种类，掌握主要病害发生的症状特点及病原物形态特征，

能正确区分各种病害，为病害诊断、调查和防治奠定基础。

二、仪器用品

投影仪，计算机多媒体设备；各种症状挂图，多媒体课件，模型等；显微镜，实体显微镜，载玻

片，盖玻片，解剖刀，刀片，挑针，纱布，徒手切片工具，擦镜纸等；革兰氏染色液 １套，香柏油，二甲

苯，蒸馏水。

三、实验材料

大豆、花生病害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及新鲜标本：大豆胞囊线虫病、病毒病、灰斑病、霜霉

病、细菌性叶斑病、花生根结线虫病、青枯病、黑斑病、褐斑病、茎腐病、网斑病、白绢病和病毒病

等；病原菌玻片或培养的新鲜菌体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大豆胞囊线虫病（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ｇｌｙｃｉｎｅｓ）

１．症状 大豆胞囊线虫主要为害寄主的根系，受害大豆明显矮化，叶片褪绿黄化，结荚少而

小，严重时整株枯死。地下部分根系发育不良，根表附有大量初为白色或淡黄色，逐渐变为黄褐

色的小颗粒，即为成熟雌虫（胞囊）。注意观察病株上部症状特点，根系及根瘤发育如何？病根

上是否有胞囊？

２．病原 病原是于垫刃目异皮线虫属线虫。雌雄异形，雄虫线状。雌虫成熟后柠檬形，表

皮变厚，变硬，后期膨大成淡褐色至深褐色的胞囊。胞囊保护卵度过不良环境越冬或休眠。卵初

期为圆筒形，后期为椭圆形。在放大镜下观察根上胞囊的形态及色泽，显微镜下观察线虫的卵、

雌雄虫、胞囊的形态特征。

（二）大豆花叶病毒病（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ＳＭＶ）

１．症状 因品种而异，主要症状类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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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轻花叶型 有轻微的淡黄色斑驳。

（２）重花叶型 病叶呈黄绿相间的斑驳，严重皱缩，叶肉突起，叶缘向后卷曲，叶脉坏死，植

株矮化，暗绿色。

（３）皱缩花叶型 叶片皱缩歪曲，叶脉泡状突起，植株矮化，结荚少。

（４）黄斑型 轻花叶和皱缩花叶混生。

（５）芽枯型 病株顶芽萎缩卷曲，呈黑褐色枯死，豆荚上生圆形或不规则形的褐色斑块。

（６）褐斑型 病株种子常产生斑驳，为放射状或云纹状。

注意观察不同类型症状特点。

２．病原 是马铃薯 Ｙ病毒属的大豆花叶病毒。观察病毒粒体的电镜照片。

（三）大豆灰斑病（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ｓｏｊｉｎａ）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侵染子叶、茎、荚和种子。叶片上病斑初产生褪绿圆斑，后变

为边缘褐色、中央灰色或灰褐色蛙眼状斑或椭圆形或不规则形斑，潮湿时叶背病斑中央部分密生

灰色霉层。严重时病斑愈合，叶片枯死脱落。茎上病斑椭圆形，中央褐色，边缘红褐色，密布微细

的黑点。荚上病斑圆形、椭圆形，中央灰色，边缘红褐色。豆粒上病斑圆形至不规则开，中央灰

色，边缘暗褐色。注意观察病斑发生的部位、色泽、形状及大小，叶片正反面的症状特点，病苗呈

何状态。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尾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淡褐色，不分枝，有膝状节，孢痕明

显。分生孢子无色，倒棍棒状或圆柱状，基部钝圆，顶部尖细。用挑针在病组织上挑取少量霉层，

制片观察分生孢子梗的颜色、形状、分隔及孢子痕情况，分生孢子的形状、色泽及分隔。

（四）大豆霜霉病（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ｍａｎｓｃｎｕｒｉｃａ）

１．症状 危害幼苗、叶片、豆荚及子粒。叶片受害初期为灰白色至淡黄色的小斑点，后期病

斑为圆形或不规则形边缘不清晰，黄绿色至灰褐色。多雨潮湿时，叶背密生灰白色霉层，即病菌

的孢囊梗和孢子囊。症粒表面黏附灰白色的菌丝层，内含大量的病菌卵孢子。观察病害症状，注

意病斑发生的部位、色泽、形状。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霜霉属真菌。孢囊梗自气孔伸出，单根或成簇，无色，二叉状分

枝 ３～４次，顶端分枝尖锐；孢子囊椭圆形或倒卵圆形，有乳头状突起，无色，单胞。卵孢子近球

形，黄褐色，表面光滑或有突起。刮取病组织材料上少量霉状物，制片观察孢囊梗、孢子囊的形

状，孢囊梗的分枝特点等。

（五）大豆细菌性疫病（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ｇｌｙｃｉｎｅａ）

１．症状 叶片、叶柄、茎和豆荚均可受害，叶片受害产生多角形或不规则形的透明水渍状、

黄色至淡黄色的斑点，病斑中间褐色，外围具一圈窄的褪绿晕环，严重时病斑愈合成枯死斑块，叶

片脱落。观察大豆细菌性疫病病害症状。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假单胞菌属细菌。菌体短杆状，有荚膜，无芽孢，具有单根极生鞭

毛。观察培养的病原菌菌落的形状、色泽。

（六）花生黑斑病（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

１．症状 叶片发病一般由下而上，初生褐色小点，后扩大为圆形或近圆形病斑，颜色逐渐加

深成黑褐色或暗褐色，病斑周围有淡黄色晕圈，叶片背面有许多黑色小点（子座）排列成的同心

轮纹，湿度大时，病斑上产生灰褐色的霉状物，为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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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尾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粗短，圆筒状，上部膝状弯曲，褐色或

暗褐色；分生孢子顶生，倒棍棒状或圆筒状，橄榄色，有 １～７个隔膜，多数 ３～５个。

（七）花生褐斑病（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ａｒａｃｈｉｄｌ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初期与黑斑病不易区分，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褐斑病病斑颜色较黑斑病浅，病斑上

产生霉层周围有清晰的黄色晕圈，病斑大，不产生轮状排列的小黑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尾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黄褐色，直或略弯，上部渐细呈屈膝

状，有明显的孢痕；分生孢子顶生，无色或淡褐色，倒棍棒状或鞭状，较黑斑病菌细而长，有 ４～１４

个隔膜，多数 ５～７个。

（八）花生网斑病（Ｐｈｏｍａａｒａｃｈｉｄ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在叶片上有两种类型症状。一种是污斑型，褐色污斑，边缘较清晰，周围有明显的

褪绿圈，圆形或近圆形，病斑可穿透叶片；另一种是网斑型，褐色病斑，不规则，边缘不清楚，形似

网形，不穿透叶片。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茎点霉属真菌。分生孢子器呈黑色，球形、扁球形，有孔口；分

生孢子无色，长椭圆形、哑铃形，多数为双胞。

观察 ３种花生叶斑病症状特点，病部有无病征？有何区别？制片观察黑斑病菌和褐斑病菌

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特征与主要差别。

（九）花生根结线虫病（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ｈａｐｌａ）

１．症状 花生根结线虫病地上部分表现为植株生长矮小，茎叶发黄；受害幼根尖端膨大，

形成大小不等的纺锤形或不规则形根结，根结上又生出须根，须根受侵染后又形成根结，经反

复为害后，形成乱发状“须根团”。根结与固氮菌有明显区别。受害果壳外表有大小不同的褐

色虫瘤。田间观察被害根的根瘤及成熟果壳上的痂状虫瘿的特征。比较虫瘿与根瘤的区

别。

２．病原 病原是垫刃目根结线虫属线虫。病原线虫有 ３个种，我国发生的主要由北方根结

线虫、花生根结线虫。雌虫成熟后膨大呈梨形，雄虫细长。把根结用挑针拨开，把根瘤或果壳上

的虫瘿用挑针拨开，挑取乳白色小粒，观察雌雄并比较卵的形态。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简述大豆病害的症状特点。

２．简述花生根结线虫病的症状特点。怎样区分花生的 ３种叶斑病？

３．绘制大豆霜霉病菌、病原形态图。

４．绘花生黑斑病与褐斑病症状和病原图。

５．绘大豆线虫病、花生根结线虫病病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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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３９ 烟草病害的识别

据调查，国内有记载的烟草病害近 ４０种，其中为害严重的有 １０多种。苗床期发生普遍的是

炭疽病、立枯病和猝倒病；成株期间发生为害较重的病害有赤星病、黑胫病、角斑病、野火病、青枯

病、病毒病和根结线虫病等。

一、目的要求

认识烟草主要侵染性病害的种类症状特点及病原形态特征，掌握烟草上常见病害的诊断方

法。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病原菌玻片及教学录像片；载玻片，显微镜，盖玻

片，解剖刀，挑针，纱布，蒸馏水滴瓶，镜头纸；香柏油，二甲苯。

三、实验材料

烟草主要病害的盒装、浸渍标本、新鲜材料：烟草炭疽病、立枯病、猝倒病、赤星病、黑胫病、角

斑病、野火病、青枯病、病毒病和根结线虫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烟草黑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ｖａｒ．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１．症状 烟草黑胫病在苗床和大田均可发生。发病部位以茎基部为主，根部和叶片也可受

害。成株期发病，先在茎基部出现黑斑，病斑沿茎向上扩展，有时可达病株的 １／３～１／２，病株叶

片自下而上依次变黄，如遇烈日、高温，全株叶片常突然凋萎，然后枯死。纵剖病株茎部，髓部变

黑褐色，干缩成碟片状，碟片间有稀疏的白色霉状物。在多雨潮湿时，底部叶片常发生圆形大病

斑，病斑无明显边缘，常出现水渍状浓淡相间的轮纹。观察茎基部及中腰处发病症状，注意黑色

病斑环绕全茎；纵剖病茎，观察髓部是否变黑褐色。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病菌在燕麦培养基上生长最好，菌丝无隔，孢子

囊顶生或侧生在气生菌丝上，梨形或椭圆形，顶端有一乳头状突起。游动孢子圆形、椭圆形或肾

形，有侧生鞭毛 ２根。

挑取培养的烟草黑胫病菌制片观察胞囊梗及孢子囊的形态特征。

（二）烟草赤星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

１．症状 烟草赤星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侵染茎、花梗和蒴果。病斑一般先从下部叶片开

始发生，后逐渐向上部叶片发展。病斑初为黄褐色圆形小斑点，后扩大为褐色圆形或近圆形斑，

病斑产生明显的同心轮纹，病斑边缘明显，易破碎，病斑外有黄色晕圈。湿度大时，病斑上产生黑

色霉层，即病菌的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危害严重时，许多病斑相互连接，叶片大面积枯焦、破

碎。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菌丝有隔，分生孢子梗顶端屈曲，分生孢子棒

    
    

    
    

    
 



实验 ３９ 烟草病害的识别 １１９

锤形、长圆筒形或椭圆形，有纵横分隔，纵隔 １～３个，横隔 １～７个。

用挑针取病斑上的黑色霉状物，注意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状、颜色。

（三）烟草根结线虫病（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

１．症状 烟草植株生长不良，下部叶片从叶尖、叶缘褪绿变黄，以后叶片的叶尖、叶缘干枯

外卷，植株生长不良。患病烟草植株根部产生许多大小不一的根瘤，须根很少。取患病植株的根

部，观察根瘤的形状。

２．病原 病原是垫刃线虫目根结线虫属线虫。用挑针剖开根瘤观察，有乳白色透明小粒，

即雌线虫。雌线虫呈洋梨形，往往腹内有大量虫卵；雄虫呈细长的蠕虫形。取制成的切片，或取

新鲜病根用挑针拨开根瘤，制成切片镜检，或用布氏漏斗法取线虫制成切片，观察线虫形状、大

小、排泄孔和交合刺的形状。镜检观察雌虫形态，注意虫体内有大量虫卵。

（四）烟草野火病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ｔａｂａｃｉ）

１．症状 苗期至成株期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呈圆形或近圆形，褐色，周围有较宽

的黄色晕圈。高温多雨潮湿季节，褐色病斑常愈合成不规则的大斑，上有不规则轮纹，表面常产

生一层黏稠的菌脓。观察病害标本，注意野火病病斑与赤星病病斑有何不同。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假单胞杆菌属细菌。革兰氏染色呈阴性，鞭毛极生 １～４根。在

ＰＤＡ培养基上生长良好，菌落圆形，灰白至乳白色。观察病菌切片，注意菌体形态特征和革兰氏

染色反应。

（五）烟草角斑病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１．症状 生长后期发生较严重，主要危害叶片。病叶上形成多角形黑褐色小斑点，边缘明

显，但无晕斑。病斑呈多角形或不规则形，黑褐色，中央呈灰褐色或污白色。沿叶脉发展时呈条

斑状，有时可出现多重云状轮纹。潮湿时，病部表面有脓状物，干燥后形成薄膜，使病斑发亮。病

斑易破裂脱落，造成叶片破损。注意观察病斑周围有无晕圈。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假单胞杆菌属细菌。革兰氏染色阴性，鞭毛极生 ３～６根。观察

病菌切片，注意菌体形态特征和革兰氏染色反应。

（六）烟草低头黑病 （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ｃａｐｓｉｃｉｆ．ｓｐ．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ｅ）

１．症状 全生育期均可发生。病株茎部产生凹陷条斑，斑上常密生小黑点，即病菌子实体

分生孢子盘。纵剖病茎，可见维管束内有明显的黑线，靠近黑线或位于黑线中的叶片，形成半边

扭曲、凋萎或全叶枯死。全株呈“偏枯”状，严重时整株枯死。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分生孢子盘中混生深褐色刚毛。分生孢子梗

呈圆柱形或棒状，密集栅栏状排列，无色。分生孢子梗既可在分生孢子盘中长出，也可在菌丝体

上直接长出。分生孢子呈新月形，单胞，无色，两端尖，萌发时可在中部形成一隔膜。取老病叶上

的小黑点切片镜检，注意观察分生孢子盘，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颜色、大小等特征。

（七）烟草病毒病

１．烟草普通花叶病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ＴＭＶ）

（１）症状 苗期至成株期均可发生。新叶上首先出现明脉，继而出现花叶症状。花叶可分

为 ３种类型。轻型花叶：叶片上有黄绿相间的花叶斑驳，叶片基本不变形，仅叶肉会出现明显变

薄或厚薄不均；重症花叶：典型花叶，叶缘有缺刻并向下卷曲，皱缩畸型，植株矮化；花叶灼斑：典

型花叶症状的植株上，中下部叶片上有褐色的坏死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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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原 病原是烟草花叶病毒属病毒。病毒粒子为直杆状。取病叶，用刀片在叶背叶脉

上切一伤口（不要切断叶脉），然后用小镊子从伤口处撕下透明的表皮，在显微镜下观察表皮细

胞内 ＴＭＶ的结晶状内含体。亦可用碘液或其他染剂染色的方法观察，以健康叶片作对照。

２．烟草黄瓜花叶病毒病（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ＣＭＶ）

（１）症状 移栽后开始发病，旺长期为发病高峰。发病初期叶片表现“明脉”，后渐在新叶

上表现花叶，病叶狭窄，伸直呈拉紧状，叶表面茸毛稀少，无光泽。病叶常发脆，两侧叶肉组织变

窄变薄，叶尖细长，有些病叶边缘向上翻卷。与普通花叶病症状上基本相似，但后者中下部叶片

上常出现沿主侧脉的褐色坏死斑，或沿叶脉出现对称的深褐色的闪电状坏死斑纹，病叶基部伸

长，茸毛脱落成革质状，病叶边缘向上翻卷，根系发育不良。

（２）病原 病原是黄瓜花叶病毒属病毒。病毒粒体为近球形的 ２０面体。

３．烟草马铃薯 Ｙ病毒病（ＰＶＹ）

（１）症状 苗期至成株期都可发病。症状可分为 ４种类型：①花叶：初期明脉，而后网脉间

颜色变浅，形成斑驳，与 ＴＭＶ的轻型花叶相似，由 ＰＶＹ的普通株系引起。②叶脉坏死：病株叶脉

变成深褐色至黑色坏死，有时坏死延至主脉和茎的韧皮部；病株叶片呈污黄褐色，由 ＰＶＹ的脉坏

死株系引起。③点刻条斑：病叶先形成褪绿斑，之后变成红褐色的坏死斑点和条斑，网脉亦变褐

色、坏死，整个叶片变为褐色，呈“焦灼”状，由 ＰＶＹ的点刻条斑株系所致。④茎坏死：病株茎部维

管束组织和髓部呈褐色坏死，病株根部腐烂，由 ＰＶＹ茎坏死株系引起。

（２）病原 病原是马铃薯 Ｙ病毒属病毒。病毒粒体为线状。

４．烟草环斑病毒病（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ｉｎｇｓｐｏｔｖｉｒｕｓ，ＴＲＳＶ）

（１）症状 坏死症状一般发生在中部叶上，叶脉、叶柄、茎上都可发病。病叶出现轮纹或波

浪状坏死斑纹，周围有失绿晕圈。叶脉上的病斑呈条纹状。茎和叶柄上也可产生褐色条斑，下陷

溃烂。在普通烟、心叶烟、苋色黎等鉴别寄主上症状反应不同。

（２）病原 病原是线虫传多面体病毒属病毒。病毒粒体为多面粒体。

比较观察上述几种烟草病毒病的新鲜标本或浸制标本，注意病叶与健叶比较有何变化，特点

如何。观察几种病毒在不同鉴别寄主上的反应。

观察几种烟草病毒病病毒粒体的电镜照片，比较其粒体形态上的差异。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烟草黑胫病症状和病原图。

２．绘烟草赤星病症状和病原图。

３．绘烟草根结线虫病症状和病原图。

４．观察比较烟草病毒病的症状有何区别。

５．如何从症状上区别烟草黑胫病和低头黑病？

６．简述烟草根结线虫病的症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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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０ 薯类病害的识别

我国种植的薯类作物主要有甘薯和马铃薯等。薯类作物以无性繁殖，周年栽培，取食块根，

因此土传病害及无性繁殖器官传带的病害较多。甘薯病害种类较多，主要有黑斑病、茎线虫病、

甘薯瘟病、根腐病、干腐病、软腐病、蔓割病、根结线虫病、黑痣病、花叶病、青霉病、紫纹羽病等。

近年来，南方一些省（区）报道有甘薯丛枝病危害。为害马铃薯的病害主要有病毒病、晚疫病、软

腐病、环腐病、青枯病、疮痂病和黑胫病等。

一、目的要求

认识甘薯及马铃薯主要病害的症状特点及病原形态特征，学习薯类病害诊断方法。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蒸馏水滴

瓶，刀片，小木板，镜头纸；革兰氏染色液（结晶紫、碘液、９５％乙醇、番红）１套，香柏油，二甲苯，

０．１％升汞液，无菌水；实验教学录像、病害挂图，病原菌玻片等。

三、实验材料

甘薯及马铃薯主要病害的盒装和浸制标本、新鲜材料：黑斑病、茎线虫病、甘薯瘟病、根腐病、

干腐病、软腐病、蔓割病、根结线虫病、黑痣病、花叶病、青霉病、紫纹羽病、病毒病、晚疫病、软腐

病、环腐病、青枯病、疮痂病和黑胫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甘薯黑斑病（Ｃｅｒ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１．症状 甘薯黑斑病在甘薯育苗期、大田生长期和收获贮藏期均能发生，主要危害薯块。

病原物在薯块上形成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膏药状黑色略凹陷的病斑，轮廓清楚，病部组织坚

硬。薯肉呈黑绿色，味苦，病组织可深入薯内 ２～３ｍｍ。潮湿时，病斑上可产生灰色霉状物，有时

病斑上散生黑色刺毛状物，即病原菌的子囊壳、子囊、子囊孢子。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长喙壳属真菌。病菌无性繁殖产生内生分生孢子和内生厚壁

孢子。分生孢子无色，单胞，圆筒形、棍棒形或哑铃形，两端较平截。厚壁孢子暗褐色，椭圆形，具

厚壁。有性生殖产生子囊壳，子囊壳具有长颈，称为壳喙，顶端裂成须状。子囊壳烧瓶状，壳内生

有许多梨形或卵圆形的子囊，子囊壁薄，成熟后自溶内含子囊孢子散生于子囊壳内。子囊孢子呈

钢盔形，无色，单胞，壁薄。

取新鲜标本，注意病斑颜色和刺毛状子实体。挑取培养的甘薯黑斑病菌制片镜检，观察子囊

壳及子囊孢子的形态、分生孢子和厚壁孢子的形态及着生情况。

（二）甘薯茎线虫病（Ｄｉ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１．症状 甘薯茎线虫可为害薯块、薯蔓以及须根，以薯块和近地面的秧蔓受害最重。症状

表现有两种类型。一种为糠心型，线虫在薯块内部繁殖为害，薯肉被蛀食后形成不规则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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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薯肉被其他微生物侵入污染，形成褐白相间的干腐症状，即所谓糠心；另一种为糠皮型，线

虫直接以吻针刺破外表，侵入薯块，在形成层以外的皮层部分为害，形成褐色松软的糠皮。薯块

外观呈青灰至暗紫色，后期常龟裂。秧蔓受害初期白色，后变黑褐色干腐，病重时近地面茎基部

外皮常呈龟裂状。

２．病原 病原是侧尾腺口纲茎线虫属线虫。此种线虫的雌、雄成虫都是线状。雄虫尾端钝

尖，呈细长圆锥形，交合刺有 ２个指状突起，雄虫交合伞长度占尾部 １／４以上。雌虫阴门在体长

的 ４／５处。

取新鲜标本，比较健康甘薯与病薯重量的差异。剖开病薯，观察糠心症状。挑取病组织少许

制片，观察雌、雄虫形态特征，注意雌虫阴门位置及雄虫交合伞和交合刺的形状。

（三）甘薯瘟（Ｒａｌｓ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１．症状 甘薯瘟为萎蔫型维管束病害，从苗期到结薯期都可发生。剖开茎基部，可见维

管束变褐，发病严重时地下根部分或全部腐烂。薯块受害后，纵切可见维管束呈黄褐色条纹

状，横切可见维管束呈黄褐色小斑点，薯肉内部布满黄褐色或黑褐色斑块，种薯或地下茎变黑

腐烂。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劳尔氏菌属细菌。菌体短杆状或略弯，无鞭毛，单生，革兰氏阴性

菌，肉汁胨琼脂平板上菌落污白色，不规则形或近似圆形。

选取新鲜的标本，将受害薯块或茎横、纵切开，观察维管束的颜色。切取小块受病组织，低倍

镜下观察是否有喷菌现象。

（四）甘薯软腐病（Ｒｈｉｚｏｐｕｓ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

１．症状 薯块受害后，患部组织软化，呈水渍状病斑，破皮后流出黄褐色汁液，带有酒香味。

病部表面疏生一团白色棉毛状物，上有黑色小粒。环境适合时，４～５ｄ即全薯腐烂。

２．病原 病原是接合菌亚门根霉属真菌。病薯表面的白色绵毛状物为病菌的菌丝体及孢

囊梗，上面的小黑粒点为孢子囊。孢囊梗 ２～４根丛生，直立于假根的上部，两假根之间经匍匐枝

连接。孢子囊呈球形，内含大量褐色、单胞、圆形的孢囊孢子。有性阶段产生接合孢子。

从病薯或培养的菌落上挑取霉状物制片观察孢囊梗、孢子囊、假根和匍匐枝的形态。取玻片

标本观察接合孢子的形态。

（五）甘薯干腐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ｐｐ．）

１．症状 症状有两类，一类在薯块上散生数个圆形或不规则形凹陷的病斑，剖开病薯，组织

呈褐色海绵状。另一类多从薯块的顶端侵入发病，使薯肉呈褐色海绵状干腐。后期受病组织干

缩变硬，呈木乃伊状。在病薯破裂处，常产生白色或粉红色霉层。

观察病薯症状，注意与其他储藏期病害的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镰刀菌属真菌。病菌种类复杂，有尖孢镰刀菌、茄镰刀菌、串珠

镰刀菌等。尖孢镰刀菌可生成厚垣孢子、小型孢子和大型孢子。大型分生孢子呈镰刀型，一般有

３个隔膜，无色。小型分生孢子呈椭圆形，单细胞，无色。挑取新鲜标本上的霉层制片观察大型

分生孢子和小型分生孢子的形态。

（六）马铃薯晚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和薯块。危害叶片时，多从叶尖和叶缘开始，形成暗褐至黑褐色大

型病斑，并常有一淡绿或黄色边缘把病、健组织分开。在冷凉和高湿条件下，病斑扩展很快，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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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白色稀疏的霉层，叶背更为明显。严重受侵染的叶片萎蔫、下垂，最后整个植株呈焦黑湿腐

状，有恶臭。天气干燥时，病斑干枯成褐色，不产生霉层。薯块受害时，形成淡褐色或灰紫色的不

规则形病斑，稍微下陷，病斑下面的薯肉呈不同深度的褐色坏死。

观察盒装或新鲜标本材料，注意病叶上病状和病征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病叶上出现的白色霉状物是病原菌的孢囊梗和

孢子囊。孢囊梗成丛从寄主的气孔伸出，无色，有 １～４分枝，每个分枝的顶端产生孢子囊。孢子

囊无色，单孢，卵圆形，顶端有乳突。

挑取培养的病原菌制片或取病菌切片镜检，观察孢囊梗及孢子囊的形态。

（七）马铃薯环腐病（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ｕｂｓｐ．ｓｅｐｅｄｏｎｉｃｕｍ）

１．症状 是一种细菌性的维管束病害，症状与马铃薯青枯病很相似。发病叶片和茎萎蔫，

叶片反卷，薯块小；横切时可见到环状维管束组织坏死呈黑褐色，用手挤压切开的薯块自维管束

溢出乳白色菌浓，且薯块沿环状的维管束内外分离。

２．病原 病原是厚壁菌门棒形杆菌属细菌。菌体短杆状，单生，偶尔成双。菌体有时呈球

形或棒状。不形成荚膜和芽孢，无鞭毛，不能游动。革兰氏染色呈阳性。

将病薯切开，观察维管束的颜色。在示范镜下观察病原菌形态和革兰氏染色反应。

（八）马铃薯病毒病

１．马铃薯普通花叶病

（１）症状 一种轻微花叶症，而且在许多品种上表现为隐症。但是它们可以成为侵染源，某

些株系还可以引致皱缩、条纹、花叶、坏死斑等症状。

（２）病原 病原是马铃薯 Ｘ病毒属马铃薯 Ｘ病毒 （ＰｏｔａｔｏｖｉｒｕｓＸ，ＰＶＸ）。病毒粒体呈线

状。在马铃薯叶片细胞内，Ｘ病毒形成大型不定形内含体，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

２．马铃薯重花叶病

（１）症状 当年感病的植株顶部叶片的叶脉首先出现“明脉”，继而出现花叶，以后背面叶

脉坏死。严重时沿叶柄蔓延到主茎，主茎上产生褐色条斑，导致叶片完全坏死并萎蔫，形成所谓

垂叶条斑。有些品种虽不坏死，但病株矮小，茎叶变脆，节间短，叶片呈普通花叶状，并集生成丛。

带毒种薯产生的植株，矮化皱缩较严重。Ｙ病毒与 Ｘ病毒混合侵染时呈严重的皱缩花叶及矮化

症，我国发生的马铃薯重花叶病，主要是由 Ｘ病毒和 Ｙ病毒复合侵染引起的。

（２）病原 病原是马铃薯 Ｙ病毒属马铃薯 Ｙ病毒 （ＰｏｔａｔｏｖｉｒｕｓＹ，ＰＶＹ）。病毒粒体呈线

状。由 ＰＶＹ系统侵染的马铃薯和烟草叶片组织内，用电子显微镜可看到风轮状内含体。该病毒

既可通过汁液机械摩擦传染，又可通过蚜虫传染。

３．马铃薯卷叶病

（１）症状 马铃薯卷叶病是马铃薯的主要病毒病害之一。症状首先自病株顶叶基部开始，

边缘上卷，进而扩展到老叶片。病株除卷叶症状外，因受侵染时间的早晚有所不同。早期侵染的

病株矮化，株形松散，叶片卷成筒状革质化，直立，叶片韧皮部有大量淀粉积累。由病种薯长出的

植株生长缓慢，直立田间，下部叶片严重上卷，上部叶片色淡，卷叶症较轻。仅少数品种薯块内形

成网状坏死症。

（２）病原 病原是黄症病毒属马铃薯卷叶病毒（Ｐｏｔａｔｏｌｅａｆｒｏｌｌｖｉｒｕｓ，ＰＬＲＶ）。该病毒为球形

粒体。它仅能由蚜虫传播，并以桃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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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马铃薯纺锤块茎病

（１）症状 患病植株矮化，分枝少而直立；叶片上举，小而脆；靠近茎部，节间缩短。现蕾时

明显看出植株生长迟缓，叶色浅，有时黄化；块茎呈纺锤形，少数为梨形或畸形，开裂，芽眼数增多

而突出。

（２）病原 由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Ｐｏｔａｔｏｓｐｉｎｄｌｅｔｕｂｅｒｖｉｒｏｉｄ，ＰＳＴＶｄ）侵染所致。ＰＳＴＶｄ

是一种没有蛋白质外壳的很小的 ＲＮＡ分子。汁液机械摩擦极易传染，种子传毒率较高。

观察各种病毒病害的症状特点，或从教学录像资料中观看病害症状特点，比较各种病毒病的

症状差异。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甘薯黑斑病无性及有性生殖阶段各产生何种孢子？

２．怎样诊断甘薯茎线虫病和根结线虫病？

３．比较马铃薯上的几种病害的症状？

４．绘甘薯黑斑病的子囊壳、子囊孢子、分生孢子和厚壁孢子的形态图。

５．绘甘薯软腐病的孢囊梗、孢子囊、假根和匍匐枝的形态图。

６．绘马铃薯晚病病菌的孢囊梗及孢子囊的形态图。

实验４１ 贮藏期害虫种类的识别

贮藏初期害虫中重要种类主要有玉米象、米象、谷象、谷蠹、大谷盗、麦蛾、粉斑螟、印度螟

蛾等；后期害虫的重要种类有拟谷盗、扁谷盗类、锯谷盗类及露尾甲等。上述害虫中，除谷象仅在

国内少数地区有发现、米象多发生在长江以南诸省之外，其他种类害虫全国大多数地区均有发

生。

一、目的要求

掌握贮藏期害虫的形态特征及为害症状。

二、仪器用品

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双目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纱布等。

三、实验材料

玉米象、麦蛾、米象、谷象、麦蛾、谷蠹、赤拟谷盗、杂拟谷盗、印度谷螟、豆象锯谷盗、大谷盗、

长角扁谷盗、粉斑螟、腐食酪螨等的生活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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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玉米象（Ｓｉｔｏｐｈｉｌｕｓｚｅａｍａｉｓ）

成虫：体长（由喙基至腹部末端）２．５～４．５ｍｍ，体圆筒形，全体暗褐色。雌虫的喙比雄虫细

长而较弯，刻点不如雄虫显著。触角膝状，８节。前胸背板前缘较后缘狭，上有圆形刻点。翅两

侧缘近于平行，翅面有数条纵凹纹，纹间有纵列相连的小圆点。两翅基部及末端各有橙黄褐色或

赤褐色近圆形斑 １个。后翅发达。

卵：长椭圆形，长 ０．６５～０．７０ｍｍ，宽 ０．２８～０．２９ｍｍ，乳白色，半透明，一端稍圆大，一端逐

渐狭小，并着生一帽状圆形小隆起。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 ２．５～３．０ｍｍ，乳白色，体肥大，多横皱纹，背面隆起，腹面较平直，胸腹

部间微凹入。头小，淡褐色，略呈楔形。口器黑褐色，上颚有明显的尖长的端齿 ２个。胸足退化。

腹部各节上侧区不分叶，各着生 ２根刚毛。上、中、下 ３叶，均无刚毛。第 １～３腹节背面被皱纹，

分为明显的 ３个区。

蛹：体长 ３．５～４．０ｍｍ，椭圆形。初化蛹时乳白色，后变为褐色。头部圆形，喙伸达中足基

节。前胸背板上有小突起 ８对，其上各生褐色刚毛 １根。腹部 １０节，以第 ７节为大。其背面近

左右侧缘处各有一小突起，上生 １根褐色刚毛。腹末有肉刺 １对。

除玉米象外，同属鞘翅目、象甲总科、象甲科的米象（Ｓｉｔｏｐｈｉｌｕｓｏｒｙｚａｅ）和谷象（Ｓｉｔｏｐｈｉｌｕｓｇｒａ-

ｎａｒｉｕｓ）在部分地区上常与玉米象混合发生，其中谷象无后翅，易于区别，但玉米象和米象容易混

淆。米象的主要特点如下：

成虫：体长 ２．５～３．５ｍｍ，一般比玉米象小，曾认为它是小玉米象。但玉米象中也有个体较

小的，外部形态特征，都与米象相似。但二者外生殖器形态结构有明显差别。雄虫阳茎较短而

弯，背面隆起，无沟也无脊。此外，雌“丫”形骨片叉端较钝，有短毛 ９～１９根，两侧臂间隔约等于

两侧臂宽之和。玉米象雄虫阳茎背面有脊，雌“丫”形骨片叉端尖，两侧臂间隔大于两侧臂宽之

和。

玉米象成虫食害稻谷、米、小麦、玉米、高粱、大麦、黑麦、燕麦、荞麦、花生仁、豆类、大麻种子、

干果、通心粉、谷粉、面粉、米粉、面包等。其中以小麦、玉米、糙米及高粱受害最重。幼虫只在粮

粒内为害，是储粮中一种最主要的害虫。玉米象为害损失重量，在 ３个月内为 １１．２５％，６个月内

为 ３５．１２％。玉米象为害后还能使粮食发热及水分增高，引起粮食发霉、变质。

（二）麦蛾（Ｓｉｔｏｔｒｏｇａｃｅｒｅａｌｅｌｌａ）

成虫：体长 ４～６．５ｍｍ，翅展 １２～１５ｍｍ。体黄褐色或淡褐色。复眼黑色。前翅竹叶形，淡

黄色，后翅菜刀形，银灰色。外缘凹入致使翅尖突出，后缘毛特长，与翅面等宽。雌蛾腹部较雄蛾

粗。

卵：扁平，椭圆形，长 ０．５～０．６ｍｍ，一端较小且平截，表面有纵横凹凸条纹。初产时乳白色，

后变淡红色。

幼虫：成长时体长 ５～８ｍｍ，初孵时淡红色，第 ２龄后变为淡黄白色，老熟时乳白色。头小，

胸部较肥大，向后逐渐细小。全体较光滑无皱纹，无斑点。刚毛乳白色，微小。胸足极短小。腹

足及臀足退化呈肉质突。各生极微小褐色趾钩 １～３个。雄虫腹部第 ５节背面中央有紫黑色斑

１对（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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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长 ４～６ｍｍ，细长，全体黄褐色。翅狭长，伸达第 ６腹节。腹末圆而小，疏生灰白色微毛，

两侧及背面各有 １褐色刺突。

幼虫蛀食麦粒、稻谷、玉米、高粱、荞麦以及禾本科杂草种子。受害粮粒大部分被蛀空，尤其

是小麦、稻谷受害最重。受害稻、麦的重量损失可达 ６０％ ～８０％，为我国 ３大仓虫（玉米象、谷

蠹、麦蛾）之一。

（三）谷蠹（Ｒｈｉｚｏｐｅｒｔｈａｄｏｍｉｎｉｃａ）

成虫：体长 ２．３～３ｍｍ，细长圆筒形，暗褐色至暗赤褐色，略有光泽。头大并被前胸背板掩

盖。复眼圆形，黑色。触角暗黄褐色，１０节，第 ８至第 １０节扁平膨大呈片状，第 ８、９两节呈三角

形，第 １０节呈长卵形。前胸背前方略小，后方略大，中央隆起，表面着生许多小瘤突，作同心圆排

列，前缘尤多。鞘翅细长，圆筒形，末端向后下方斜削，两侧缘平行且包围腹侧。足粗短，各具胫

距 ２个。

卵：长 ０．４～０．６ｍｍ，长椭圆形，乳白色，一端较大，一端略尖而微弯，略带褐色。

幼虫：幼虫体长 ２．５～３ｍｍ，近跻螬形。头小，三角形，黄褐色。口器黑褐色，上颚有小齿 ３

个。无眼。触角短小，共 ４节。第 １节粗大，第 ２节端部有小乳突及刚毛 ４根。胸腹部乳白色，

１２节，前部较肥大，中部略细，后部较粗而弯向腹面。足细小，灰褐色。全身疏生淡黄色细

毛。

蛹：长 ２．５～３ｍｍ，头部向下，前胸背板近似圆形。腹部可见 ７节。鞘翅及后翅伸达第 ４腹

节。自第 ５腹节以下略向腹面弯曲。腹部末节狭小，着生分节的小刺突 １对，雌者 ３节，雄者 ２

节。前胸背板及腹部两侧均着生黄褐色细毛。

成虫、幼虫危害禾谷类、豆类、粉类、干果、各种植物种子、竹、木材、皮革、豆饼、药材等。其中

以稻谷、小麦受害最重。

（四）赤拟谷盗（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ｃａｓｔａｎｅｕｍ）

成虫：体长 ３．０～３．７ｍｍ，宽 ０．９７～１．２６ｍｍ，扁平，长椭圆形，全体褐色，有光泽。头部扁

阔，密布小刻点，前缘两侧扁而突出。复眼呈长椭圆形，黑色，着生于突出部后方。腹面两复眼间

的距离约与复眼直径相等。触角棍棒状，１１节，末端 ３节显著膨大。前胸呈长方形，前缘角略向

下弯，密布小刻点。小盾片略呈长方形。鞘翅上有 １０条纵线纹，纹间列生小刻点，腹部可见 ５

节。雄虫的前足股节腹面基部有一个卵形的浅窝，雌虫无此特征。

卵：长约 ０．６ｍｍ，宽约 ０．４ｍｍ，椭圆形，乳白色，表面粗糙无光泽。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 ６～７ｍｍ，细长，圆筒形，稍扁。头部淡褐色，头顶略隆起，侧单眼 ２对，

黑色。触角 ３节，长为头长的 １／２。额中线每侧后端稍凹入。胴部 １２节，有光泽，散生黄褐色细

毛，各节前半部淡褐色，后半部及节间淡黄白色。末节末端有 １对黑褐色臀叉，腹面有 １对肉质

指状突。背线很细，腹面及足均为淡黄白色。

蛹：长 ３．０～３．７ｍｍ，宽 １．０ｍｍ，全体淡黄白色。头部呈扁圆形。复眼黑褐色，肾形，位于触

角基部。口器褐色。前胸背板密生小突起，近前缘尤多，上生褐色细毛。鞘翅伸达腹部第 ４节。

各腹节后缘淡黑褐色，自第 ５节以下略向前弯曲。末节有黑褐色刺 １对，第 １至第 ７节近背面两

侧着生侧突 １个。

食性非常杂，能为害禾谷类、糠麸、面粉、豆饼、干果、油菜籽、豆类、各种植物种子等 １００

余种，其中禾谷类粮粒尤以小麦受害为重。成虫体上有臭腺，能分泌臭液，污染被害物而发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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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臭味。

赤拟谷盗与杂拟谷盗（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ｃｏｎｆｕｓｕｍ）混合发生，其形态区别如表２－９。

表 ２－９ 赤拟谷盗及杂拟谷盗形态识别

虫态 体征 赤拟谷盗 杂拟谷盗

成虫 体长／ｍｍ ３．００～３．７３，平均 ３．３２ ３．０９～３．８２，平均３．４６

体宽／ｍｍ ０．９７～１．２６，平均 １．１４ １．０８～１．２６，平均１．１８

体色 褐黑色、锈红色，有时红褐色 红褐色，有时锈红色

头部 头 眼的内侧，无明显的脊；腹面复眼

间的距离等于或稍大于复眼的横径

头 眼的内侧隆起，有明显的脊；腹面复眼间的

距离为复眼横径的 ３倍或近于 ３倍

幼虫 额 线每侧后端稍凹入；尾突一般稍细

而长，并且逐渐缩小形成一个尖

额 端宽圆形，几乎为截形；尾突某部的一半颇

粗，因而显得比较突然尖细

（五）印度谷螟（Ｐｌｏｄｉａｉｎｔｅｒｐｕｎｃｔｅｌｌａ）

成虫：雌蛾体长 ５～９ｍｍ，翅展 １３～１６ｍｍ；雄蛾体长 ５～６ｍｍ，翅展 １４ｍｍ。头部灰褐

色，腹部灰白色。头顶复眼间有 １伸向前下方的黑褐色鳞片丛。下唇须发达，伸向前方。前

翅狭长形，内半部约 ２／５为黄白色，外半部约 ３／５为亮棕褐色，并带有铜色光泽。后翅灰白

色，半透明。

卵：椭圆形，长约 ０．３ｍｍ，乳白色，一端尖，一端稍凹，表面粗糙，有许多小粒状突起。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 １０～１３ｍｍ，淡黄白色，腹部背面带淡粉红色。头部黄褐色。前胸盾及

臀板淡黄褐色。体呈圆筒形，中间稍膨大。头部每边有单眼 ５～６个（因为第 １单眼与第 ２单眼

有时愈合）。上颚有齿 ３个，中间 １个最大。腹足趾钩双序全环。雄虫胴部第８节背面有 １对暗

紫色斑点。

蛹：体长约 ６ｍｍ，细长形，橙黄色，背部稍带淡褐色。前翅部分带黄绿色。复眼黑色。腹部

常稍弯向背面。腹末着生尾钩 ８对，其中以末端近背面的 ２对最为接近，最长。

幼虫食玉米、大米、小麦、豆类、油籽、花生、谷物、干果、米面制品、奶粉、糖果、香料、生药材、

昆虫标本等。其中以禾谷类、豆类、油籽及谷粉被害最烈。被害粮食常结成块状并被幼虫排出的

带臭味的粪便污染，以致储粮的重量和品质都遭受到损失。

（六）豆象

豆象别名豆牛，常见的有豌豆象（Ｂｒｕｃｈｕｓｐｉｓｏｒｕｍ）、蚕豆象（Ｂｒｕｃｈｕｓｒｕｆｉｍａｎｕｓ）和绿豆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属鞘翅目，豆象科。在我国豌豆象只为害豌豆，被害豆粒重量损失可

达 ６０％；蚕豆象只为害蚕豆；绿豆象能为害多种豆类，以绿豆、小豆和豇豆为甚。３种豆象皆为世

界性分布的害虫，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有分布。３种豆象的形态特征比较表（表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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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０ ３种豆象的形态特征比较表

虫态 体征 豌豆象 蚕豆象 绿豆象

成虫 体长／ｍｍ ４．５～５ ４．５～５ ２～３

体形 椭圆形 椭圆形成“八”字形 近似卵形

体色 黑 ，被黑色、黄褐色、灰白色

细毛

同 豆 象，主要区别：触角

１～４节赤褐色，其余各节

黑褐色

有红褐色和黑褐色两种

前胸背板 侧 有齿，齿尖向后，后缘 中

央椭圆形灰，白色毛斑

两 缘中央的齿状物钝，齿

尖向外

梯 ，前缘较后缘为短；靠

后缘中央有 ２个椭圆形

白毛斑

鞘翅 两 翅中部灰白色毛斑组成

“八”字形

两 翅末端近 １／３处的灰

白色毛斑条形

近 端及翅基部为黑色毛

斑，近 翅基部还杂有黄

白色毛斑，翅中央及两

侧有灰白色毛斑

臀板 有 个明显的黑毛斑，中央有

１个“Ｔ”字形灰白斑

臀 无黑斑或黑斑不明显 明 型的臀板中央并列有

黑褐色椭圆形斑１对，两

斑间着生白色至灰白色

毛，其 余部分密生黄褐

色毛；暗色型的臀板全

部密生白色至银白色毛

后足腿节 下面端部有 １个长而尖的齿 末端的刺短而钝

卵 长 圆形，淡黄色，一端略细，

在后方有 ２根长丝

椭 形，一端略尖，表面光

滑，半透明，淡橙黄色

卵圆形，淡黄白色，半透明

幼虫 体长／ｍｍ ４．５～６．０ ５．５～６ 约 ３．５

体色 乳白色，口器呈褐色 乳白色 乳白色，口器呈淡赤褐色

胸腹部 背 隆起，无背线；腹面不平，

各体节明 显；前胸背板 带

刺，胸 足 ３对，圆 锥状，无

爪，气孔环形

腹 面有 红褐色明显的背

线

肥 ，两端弯向腹面，末节

稍尖；胸足退化成肉突

状

蛹 长５ｍｍ左右，淡黄色；前胸背

板光滑，无皱 纹，前胸两 侧

齿突明显

长５～５．５ｍｍ，椭圆形，淡黄

色；腹部较肥大；前胸与

翅上密生细皱纹；前胸两

侧各具一不明显的齿突

长３～３．５ｍｍ，椭圆形，乳

白色，前胸背前端显著

尖窄，中央有一纵沟直

达后胸背；腹末肥厚，显

著向腹面斜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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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锯谷盗（Ｏｒｙｚａｅｐｈｉｌｕｓｓｕｒｉ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成虫：体长 ２～３．５ｍｍ，扁长形，暗赤褐色至黑褐色，无光泽。头部三角形，基部收缩。复眼

突出，圆形，黑色。前胸背板近似方形或长方形，中央隆起，有纵隆脊 ３条。两侧缘各有齿突 ６

个，小盾片横长方形。鞘翅表面密生黄褐色微毛，各有纵点纹约 １０条。雄虫后足腿节腹面近端

部有一小刺。

卵：长 ０．７～０．９ｍｍ，宽约 ０．２５ｍｍ，长椭圆形，乳白色，表面光滑。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 ３～４ｍｍ，扁平细长。头部椭圆形，淡褐色。口器赤褐色。触角与头

长相等。胸部各节背面均有 ２块暗褐色斑。各腹节背面中央，各有一个半圆形或椭圆形黄

色斑。

蛹：长 ２．５～３ｍｍ，全体乳白色，无毛。头后缘后两侧突出，复眼黑褐色。前胸背板近方形，

两侧缘各有长指状突出 ６条。鞘翅伸达腹面第 ４节。腹部两侧各有指状突出 ６条。腹未有 １个

半圆形突出，末端有褐色小肉刺 １对，肉刺基部有小毛。

（八）大谷盗（Ｔｅｎｅｂｒｏｉｄｅｓ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ｃｕｓ）

成虫：体长 ６．５～１０ｍｍ，扁平长椭圆形。背深赤褐色或漆黑色，有光泽。头三角形，几乎与

前胸背板等长，上颚发达外露。触角棒状，１１节，第 ７至第 １０节略呈锯齿状。前胸背板宽大于

长，前沿凹入，两前缘角明显突出，密布小刻点，中胸盾片特长，前胸与鞘翅连接处呈颈状。鞘翅

长是宽的 ２倍，两侧近似平行，末端圆，全盖腹部，有明显刻点 ７行。

卵：长 １．５～２ｍｍ，宽 ０．２５ｍｍ，一端较尖，乳白色，无光泽。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１９～２０ｍｍ，长而略扁，灰白色。头、前胸背板、臀板及尾尖深褐色，足、

中、后胸背板淡褐至黄褐色。各节特别是两侧有长的刚毛。头扁平，上颚强大外露。触角基部附

近有单眼。

蛹：近纺锤形，扁平，长约 ８ｍｍ，黄褐色。头部及前胸背散生黄褐色长毛。鞘翅细长，伸达腹

部第 ５节。腹末狭小，近似方形，末端有褐色小肉刺 １对。

（九）长角扁谷盗（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ｓｔｓｐｕｓｉｌｌｕｓ）

成虫：体长约 １．５ｍｍ，扁长形，暗褐色，密生黄白色微毛，略有光泽。头部三角形。复眼

圆形，突出，黑色。触角细长，１１节，雌虫的较粗短，约为体长 １／２，念珠状，雄虫的较细长，等

于或略短于体长，丝状。头顶两侧复眼的上方及中央各有一极细的纵隆线。前胸背板梯形。

前缘远较后缘宽阔，后缘之宽几乎等于前胸之长，后缘呈方形，侧缘近直线，近侧缘各有 １细

的纵隆线，与侧缘平行且与头部两侧的纵隆线相连。小盾片横长方形，后缘圆。鞘翅的长约

为宽的 １．５倍。翅基略狭于前胸前缘。鞘翅两肩角近方形，末端作截形，外角圆滑，侧缘平

行，鞘翅上各有纵细脊纹 ５条，脊纹上和脊纹间各有 ２列细毛。雄虫跗节 ５－５－４式，雌虫跗

节 ５－５－５式。

卵：长 ０．４～０．５ｍｍ，椭圆形，乳白色，卵壳软。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约 ３ｍｍ。头扁平，淡赤褐色，侧单眼 ３对，黑色。触角短小，３节，第 １

节短，２、３节约等长。胴部淡赤褐色，后半部色较深，前半部扁平，后半部肥大，均散生淡黄白色

细毛 ２根，并散生同色微毛。

蛹：长 １．５～２ｍｍ，淡黄白色。头顶宽大，复眼呈淡赤褐色。前胸背板呈梯形。后足伸达腹

面第 ４节后缘。鞘翅狭长，伸达腹面第 ５节后缘。腹部末节狭小，近方形，末端有小肉刺 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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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前胸背、各腹节背面均散生黄褐色细毛。

（十）粉斑螟（Ｅｐｈｅｓｔｉａｃａｕｔｅｌｌａ）

成虫：体长 ６～７ｍｍ，翅展 １４～１６ｍｍ。头胸部灰黑色，腹部灰白色。复眼黑褐色，表面常有

灰白色网状纹。下唇须发达，伸向正前方，几乎伸达头顶。前翅狭长形，灰黑色，近基部 １／３处有

１条不甚明显的灰色横纹。横纹外面的翅色较深，后翅灰白色。

卵：球形，直径约 ０．５ｍｍ，乳白色，表面粗糙，有许多小刻点。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 １２～１４ｍｍ。头部赤褐色。胴部乳白色到灰白色。前胸盾及臀板

带黑褐色。雄虫胴部第 ８节背面中央有 １淡紫色斑。第 ８腹节上的毛与气门的距离显然小于

气门的直径（借此可以与地中海粉螟相区别）。腹足趾钩双序全环。长趾钩比短趾钩长

４倍。

蛹：体长 ７．５ｍｍ，淡黄褐色，从前胸到第 ４腹节都比较宽大，两侧缘近于平行。以后各节逐

渐细小，末节圆锥形。末端背面着生尾钩 ６个，排列成弧形，中间 ４个比较靠近，末端的腹面两侧

各着生尾钩 １个，触角及足的末端都带黑褐色。

（十一）腐食酪螨（Ｔｙｒｏｐｈａｇｕｓｐｕｔ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ｅ）

成螨：体长 ０．３～０．４２ｍｍ，长椭圆形，乳白色，半透明。前半体与后半体间具分颈缝。螯肢

（取食器官）钳状，较小。定趾和动趾上各有钳齿 ４个。顶内毛长，伸出螯肢末端，顶外毛位于颚

体两侧；胛内毛长于胛外毛；肩内毛长于肩外毛，二者与体侧缘几成直角；第 ２对背毛比第 １对背

毛长 ２～３倍，第 ３、４对更长，伸出体后很多；后侧毛比前侧毛长 ６倍。体末有 ５对长刚毛，两侧

具侧腹腺。足短而粗，足 Ｉ基部有矛形假气门刺。雌螨体较雄螨大，生殖孔从足 ＩＩＩ基部延伸至

足 ＩＶ之间。该螨行动迟缓。

卵：长 ０．０９～０．１２ｍｍ，宽 ０．０５～０．０８ｍｍ，长椭圆形，乳白色。

幼螨：具足 ３对，体长 ０．１５ｍｍ，宽 ０．１２ｍｍ，乳乳色，形似成螨。

若螨：具 ４对足。第 １若螨体长 ０．２２ｍｍ，宽 ０．１２ｍｍ，乳白色。第 ３若螨体长 ０．３５ｍｍ，宽

０．１７ｍｍ，乳白色，形似成螨。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如何区别玉米象、米象、谷象？

２．根据主要形态特征制作玉米象、麦蛾、米象、谷象、麦蛾、谷蠹、赤拟谷盗、杂拟谷盗、印度

谷螟、豆象锯谷盗、大谷盗、长角扁谷盗、粉斑螟和腐食酪螨的检索表。

实验４２ 麦类害虫的调查

小麦是我国特别是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小麦生产过程中常因多种病虫害的危害

造成严重损失，直接影响小麦的高产和优质。据统计，虫害有 ２３０余种，其中具有重要经济意义

的有 ３０多种，包括地下害虫、麦蚜和吸浆虫等。此外，麦秆蝇、麦叶蜂等在局部地区也危害较重。

    
    

    
    

    
 



实验 ４２ 麦类害虫的调查 １３１

为了积累部分农作物病虫测报的系统观测资料，应建立“一病一虫一年一档制”，以便分析研究。

为了解麦类虫害发生程度，必须进行病虫害的田间调查。

一、目的要求

通过调查研究，了解麦类害虫种类、分布和发生情况，掌握麦类害虫的发生发展规律。掌握

常用的调查方法。

二、仪器用品

计算器，记录板，纸，尺，采集箱等。

三、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小麦蚜虫的调查

１．测报调查

测报调查结果记入农作物病虫调查表（表 ２－１１，表 ２－１２）。发生程度分级主要用百穗蚜

量表示。

２．大田系统调查

（１）苗期调查：蚜量超过１０００头时，每点可减至 １０株。自出苗后，每５ｄ调查一次，至麦蚜

进入越冬时止。

（２）返青至拔节期调查：每５ｄ调查一次，注意蚜量和天敌的发生情况。

（３）穗期调查有翅蚜数：系统调查结果记入麦蚜虫口消长系统调查表（表 ２－１１）。

（４）大田普查：拔节、抽穗、灌浆、乳熟期各普查一次。结果记入麦蚜普查记载表（表

２－１２）。

（５）天敌消长调查，结果记入麦蚜主要天敌消长调查表（表 ２－１３）。

（６）发生程度普查。

（二）小麦红蜘蛛的调查

１．苗期调查 秋播小麦出苗后，选择历年发生麦红蜘蛛严重的地块 ２～３块，随机取 １０点，

每点 ０．３ｍ行长，观察记载虫情动态（以此确定第 ２年调查地块），至苗期进入越冬时止。

２．返青后调查 从 ３月份小麦返青开始，选秋季发生重的地块 ２～３块，每块地随机取样 １０

点，每点 ０．３ｍ的纸夹，打开后放进一张宽 １３～１７ｃｍ、长 ０．３ｍ的白纸，纸夹一边直立，一边平

放，凑近麦根际，将麦苗上的虫拍落，借虫分散爬动之机，迅速由纸边向中心数清数目，先统计爬

行速度快的麦长腿蜘蛛，后统计行动迟缓的麦圆蜘蛛，也可用干毛笔（只破开笔尖，其上部用胶

粘紧），将虫扫落统计数量。调查时，若虫量过大或麦苗生长过高，可目测分析虫口密度，以上结

果记入小麦红蜘蛛虫口密度及被害程度调查记载表（表 ２－１４）。

３．被害程度调查 在虫口密度调查的同时，每 ０．３ｍ长的点内随机取五株小麦，仔细观

察被害程度，将绿色叶片迎光透视，看失绿斑点的多少及异常表现，按以下 ４级标准记载于

上表。

０级：植株上无虫或有少量虫，叶色正常，无被麦红蜘蛛为害形成的失绿斑点，或斑点极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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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级：每 ０．３ｍ麦垅上有虫 ３００头以下，大部叶片 １０％叶面具有失绿斑点，但斑点分散不连

成片。

２级：每 ０．３ｍ麦垅上有虫 ６００头以上，大部叶片 ４０％叶面密布布失绿斑点，且连成片。

３级：每 ０．３ｍ麦垅上有虫 ６００头以上，大部叶片变黄白色，叶尖呈现焦枯状，生长停顿。

在发生盛期，选有代表性地块 １０块，每块地３点取样，每点取３３ｃｍ长单行，记载平均３３ｃｍ

虫数，确定发生程度。

四、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五、思考题与作业

根据调查结果写一份小麦害虫调查报告并填写表 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４。

表２－１１ 麦蚜虫口消长系统调查表

品种： 播期： 地点：

日期

月／日

种类及蚜量

长管蚜／头 二叉蚜／头 缢管蚜／头

调
查
株
数

有
蚜
株
数

蚜
株
率
／
％

总
量
／
头

有翅

无翅

合计

％
有
翅

无
翅

合
计 ％

有
翅

无
翅

合
计 ％

折
百
株
蚜
量
／
头

５０单

网捕

有翅

蚜数

／头

表２－１２ 麦蚜普查记载表

日 期

月／日

地

点

生

育

期

取

样

点

数

调

查

株

数

蚜

株

数

蚜

株

率

／％

总

蚜

量

／％

蚜种类及数量

长管蚜 二叉蚜 缢管蚜

头数 ％ 头数 ％ 头数 ％

百

株

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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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３ 麦蚜主要天敌消长调查表

品种： 播期： 地点：

日期

月／日

小
麦
生
育
期

麦
田
类
型

取
样
点
数

百
株
蚜
量

天敌种类及数量／头

取
样
面
积
／ｍ２

瓢虫 草蛉

成
虫

幼
虫

合
计

成
虫

幼
虫

合
计

食
蚜
蝇
／
头

蜘
蛛
／
头

蚜茧蜂

僵
蚜
／
头

占蚜
虫百
分比
／％

其
他

折
天
敌
单
位

益
害
比

备
注

表 ２－１４ 小麦红蜘蛛虫口密度及被害程度调查记载表

调查

日期

麦田

类型

生
育
期

调查数量

种类及虫量

总计／头
麦圆蜘蛛 麦长腿蜘蛛

头数 ％ 头数 ％

平均密度／

头·０．３ｍ－２

被害

程度／级
备
注

实验４３ 小麦蚜虫及红蜘蛛的识别

麦蚜俗称蜜虫，属同翅目、蚜科。为害小麦的主要有荻草谷网蚜、麦二叉蚜、禾谷缢管蚜。麦

蚜分布于全世界，我国北方和西北春麦区以二叉蚜为主，混生麦长管蚜；南方以麦长管蚜和禾谷

缢管蚜为主。蚜虫为害小麦后，叶片失绿发黄、卷曲，植株表面覆盖蜜露，常发霉呈黑色，产量

下降。

我国麦上的害螨主要有 ３种，即叶螨科的麦岩螨、苜蓿苔螨和叶爪螨科的麦圆叶爪螨。其

中，以麦岩螨和麦圆叶爪螨发生普遍严重。苜蓿苔螨、麦岩螨为害小麦时，叶片、叶鞘变黄。受麦

圆叶爪螨为害严重时，小麦叶片呈现褐色或银色，被害后数日，叶尖出现烧焦状，然后转褐色，终

至植物全部枯死。

一、目的要求

了解小麦蚜虫和红蜘蛛的形态特征和为害特点。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解剖镜，镊子，放大镜，载玻片，擦镜纸；投影仪和录像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录

像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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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材料

禾谷缢管蚜、麦二叉蚜、荻草谷网蚜、苜蓿苔螨、麦岩螨、麦圆叶爪螨等小麦主要害虫的玻片

标本、为害症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麦蚜类

１．禾谷粟缢管蚜（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ｐａｄｉ）

无翅孤雌蚜：体宽卵形，长 １．９ｍｍ，宽 １．１ｍｍ。活时橄榄绿至黑绿色，杂以黄绿色纹，常被

薄粉。腹管基部周围常有淡褐或锈色斑；透过腹部后部表皮可见到小脂肪球样物质。腹管灰黑，

顶端黑色。尾片及尾板灰黑色。中额瘤隆起，额瘤隆起高于中额瘤。长圆筒形，顶部收缩，有瓦

纹，缘突明显，无切迹。尾片长圆锥形，中部收缩，有曲毛 ４根，有微刺构成的瓦纹。

有翅孤雌蚜：体长卵形，长 ２．１ｍｍ、宽 １．１ｍｍ。活体头、胸部黑色，腹部绿至深绿色。切片

标本头、胸呈黑色，腹部淡色，有灰黑至黑色斑纹。腹部有 ２～４节有大型绿斑；腹管后斑大，围绕

腹管向前延伸，与很小的腹管前斑相合；第 ７节缘斑小，第 ７、第 ８腹节背中有横带。腹管黑色。

触角第 ３节有小圆形至长圆形次生感觉圈 １９～２８个，分散于全长；第 ４节有次生感觉圈 ２～７

个。其他特征与无翅型相似。

主要区别特征：活体橄榄绿至黑绿色，嵌以黄绿色纹，腹管基部周围常有淡褐色或锈色斑，常

被薄粉。多在禾本科粮食作物等植物叶的反面，少数在秆上、穗上为害。受害李属叶向反面纵

卷。有翅蚜触角感觉圈数与各节长度比例与其他种不同。触角毛较短。

２．小麦二叉蚜（Ｓｃｈｉｚａｐｈｉｓｇｒａｍｉｎｕｍ）

无翅孤雌蚜：体卵圆形，长 ２．０ｍｍ，宽 １．０ｍｍ。活体淡绿色，背中线深绿色。触角黑色，但

第 ３节基半部及第 １、第 ２节淡色。腹管淡色，顶端黑色。尾片、尾板灰褐色。中额瘤稍隆起，额

瘤稍高于中额瘤。腹管长圆筒形，全长 ０．３２ｍｍ，表面光滑，稍有缘突和切迹。尾片长圆锥形，中

部稍收缩，有微弱小刺瓦纹，有长毛 ５～６根。

有翅孤雌蚜：体长卵形，长 １．８ｍｍ，宽 ０．７３ｍｍ。头胸黑色，腹部淡色，有灰褐色微弱斑纹。

触角第 ３节有小圆形次生感觉圈 ４～１０个，一般 ５～７个，分布于全长，在外缘排成一行。腹管稍

有瓦纹。前翅中脉分为二叉。其他特征与无翅型相似。

主要区别特征：在麦类及其他禾本科植物叶面和基部为害，以成、若虫吸食叶片、茎秆等幼嫩

处汁液，影响小麦生长发育，严重时常导致生长停滞，并能传播大麦黄矮病等病毒病害。活体淡

绿色，有翠绿色背中线。触角为体长的 ２／３，前翅中脉分为二叉，腹管淡绿色，顶端黑色。

３．荻草谷网蚜（Ｓｉｔｏｂｉｏｎａｖｅｎａｅ）

无翅孤雌蚜：体长卵形，长 ３．１ｍｍ，宽 １．４ｍｍ。活时草绿色至橙红色，头部灰绿色，腹部两

侧有不甚明显的灰绿色斑。中额稍隆，额瘤显著外倾。触角细长，全长 ２．７ｍｍ，为体长

０．８８ｍｍ。腹管长圆筒形，长 ０．７４ｍｍ，有缘突和切迹。尾片长圆锥形，近基部 １／３处收缩，有圆

突构成的横纹，有曲毛 ６～８根。

有翅孤雌蚜：体椭圆形，长 ３．０ｍｍ，宽 １．２ｍｍ。头、胸部褐色骨化，腹部淡色，各节有断续褐

色背斑。第 １～４节各有圆形缘斑，腹管前斑小于后斑，不甚明显，第 ７、８节无斑纹。触角、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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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黑色。触角长 ３．０ｍｍ，与体同长；第３节有圆形感觉圈８～１２个，分布于外缘基部２／３，排成一

行；第 ５节除原生感觉圈外，偶有一次生圆形感觉圈。腹管长圆筒状，端部有 １５～１６个横行网

纹。尾片长圆锥状，有长毛 ８～９根。尾板毛 １０～１７根。其他特征与无翅型相似。

主要区别特征：在麦类叶面和穗部为害，体草绿至橙红色，有时头部带红或褐色，腹部两侧有

不明显的灰绿至灰黑色斑。触角第 ３节有感觉圈 １～４个。腹管为体长的 １／４。有翅蚜触角第 ３

节有感觉圈 ８～１２个，排成 １行。

（二）螨类

１．苜蓿苔螨（Ｂｒｙｏｂｉａｐｒａｅｔｉｏｓａ）

雌螨：体长 ７８３～８０３μｍ，宽 ５５６～６１８μｍ。背面卵圆形，表皮颗粒状，有粗皱纹。檐形突发

达，外突顶端显著低于中凹底部，其上的刚毛顶端不到内突刚毛之半，侧突低。背毛 １６对，刮铲

状或扇状，口针鞘前端凹陷。主要为害苜蓿及各种杂草。

２．麦岩螨（Ｐｅｔｒｏｂｉａｌａｔｅｎｓ）

雄螨体长 ６１８～８４７μｍ，宽 ４５３～６０３μｍ，紫红色或褐绿色，背面阔椭圆形，背毛 １３对，粗刺

状，有粗茸毛，不着生在结节上。第 １、第 ４对足最长。气门沟末端膨大呈粗圆柱状，有时突出于

躯体前缘。爪条状，各生黏毛 ２对，爪间突爪状，腹面有黏毛 ２列。寄主为小麦、燕麦草。

３．麦圆叶爪螨（Ｐｅｎｔｈａｌｅｕｓｍａｊｏｒ）

雌螨躯体长 ７５０～９００μｍ，大而圆球形，躯体除橘红色末体部的背面正中部分外，为黑色，腭

体及足橘红色。肛门位于末体部背面。此螨在全世界分布很广，我国各省均有发生，主要为害禾

本科、豆科、莴苣、棉花、花生、蔬菜以及各种观赏植物等。此螨为害与叶螨为害不同，不引起

发黄。

五、实验参考学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如何区别 ３类小麦蚜虫。

２．描述苜蓿苔螨、麦岩螨、麦圆叶爪螨、麦圆蜘蛛成螨形态特征及为害症状。

实验４４ 麦叶蜂及其他麦类害虫的识别

小麦播种后，常遭受蝼蛄、金针虫、蛴螬等地下害虫的为害。小麦苗期至穗期的地上害虫主

要有麦蚜、麦害螨，其次为麦叶蜂等。麦叶蜂属膜翅目、叶蜂科。我国发生的有小麦叶蜂、大麦叶

蜂、黄麦叶蜂和浙江麦叶蜂。在 ４种麦叶蜂中以小麦叶蜂为主，分布范围广。

一、目的要求

了解麦叶蜂及其他麦类害虫的为害和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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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仪器用品

挂图及多媒体教学课件。

三、实验材料

小麦叶蜂、大麦叶蜂、浙江麦叶蜂、华北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黑皱鳃金龟、云斑鳃金龟、

铜绿丽金龟、黄褐丽金龟、异色丽金龟、华北蝼蛄、东方蝼蛄、沟金针虫、细胸金针虫、褐纹金针虫

等各种类型的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麦叶蜂类

１．小麦叶蜂（Ｄｏｌｅｒｕｓｔｒｉｔｉｃｉ）

成虫：雌虫体长 ８．６～９ｍｍ，雄虫 ８～８．８ｍｍ。体大部为黑色，仅前胸背板、中胸一前盾板和

颈板等为赤褐色，后胸背面两侧各有一白斑。头部有网状花纹，复眼大，头部后缘曲折，头顶沟明

显；触角雌虫比腹部短，雄虫的与腹部等长。胸部光滑，散生微细点刻，小盾片近似三角形，中胸

侧极具粗网状纹。翅近透明，上有极细的淡黄色斑。腹部光滑，也生有微细点刻，第 １腹节背面

后缘中央向前凹入。

卵：扁平，肾形，淡黄色，长约 １．８ｍｍ，宽 ０．６ｍｍ，表面光滑。

幼虫：成长的幼虫体长 １７．７～１８．８ｍｍ，圆筒形。头深褐色，上唇不对称，后头后缘中央有 １

黑点，胸腹部灰绿色，背面带暗蓝色，末节背面有 ２个暗纹。触角 ５节，圆锥形。腹部 １０节，腹足

７对，位于第 ２至第 ８腹节，尾足１对，腹足基部各有一暗纹。幼虫共 ５龄，同一龄期幼虫体长变

幅较大，应以头宽作为区分的依据。

蛹：雌虫体长 ９．８ｍｍ；雄虫 ９ｍｍ，初化蛹时黄白色，羽化前变为棕黑色。头顶圈头胸部粗

大，腹部细小，末端分叉。

２．大麦叶蜂（Ｄｏｌｅｒｕｓｈｏｒｄｅｉ）

成虫与小麦叶蜂相似，不同之处为：雌虫中胸前盾板除后缘为赤褐色外，均为黑色，盾板两叶

全是赤褐色。雄虫全身为黑色。

３．浙江麦叶蜂（Ｄｏｌｅｒｕｓｅｐｈｉｐｐｉａｔｕｓ）

成虫与小麦叶蜂和大麦叶蜂近似，主要区别是：雌虫中胸前盾板及盾板两叶均为赤褐色，雄

虫为浅黄褐色，产卵器鞘上缘平直，下缘弯曲，末端较尖。以幼虫食害小麦和大麦叶片，成刀切状

缺刻，严重发生时，可将麦叶吃光。

（二）金龟类

１．华北大黑鳃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ｏｂｌｉｔａ）

成虫：中型稍大，体长 １６～２１ｍｍ，体宽 ８～１１ｍｍ。体呈黑色或褐色具光泽。唇基横长，近

半月形，前、侧缘边上卷，前缘中间凹入。触角 １０节，鳃片部 ３节呈黄褐或赤褐色。前胸背板两

侧缘呈弧状外扩，最宽处在中间。鞘翅呈长椭圆形，其长度为前胸背板宽度的 ２倍，鞘翅黑色或

黑褐色具光泽，每侧有 ４条明显的纵肋。肩瘤突位于第 ２纵肋基部的外方。前足胫节外齿 ３个，

内方距 １根。中后足胫节末端 ２端根。３对足的爪为双爪，位于爪的中部有垂直分裂的爪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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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胫节中段有一完整的具刺横脊。臀板外露。雄性前臀节腹板中间具明显的三角形凹坑；雌性

前臀节腹板中间无三角形凹坑，而具一横向的枣红色菱形隆起骨片。臀板侧面观后缘较直，顶端

虽钝但为直角状；臀板隆突高度明显超过末腹板长，隆突顶端圆尖。雄性外生殖器阳基侧突下部

分叉，成上下两突，上突呈尖齿状，下突短钝不呈尖齿。

卵：初产时呈长椭圆形，白色略带绿色光泽，平均长 ２．５ｍｍ，宽 １．５ｍｍ。发育后期呈圆形，

洁白色，有光泽，平均长 ２．７ｍｍ，宽 ２．２ｍｍ。

幼虫：中型稍大，体长 ３５～４５ｍｍ，头宽 ４．９～５．３ｍｍ，头长 ３．４～３．６ｍｍ。头部前顶刚毛每

侧各 ３根，成纵列，其中 ２根彼此紧靠，位于额顶水平线以上的冠缝两侧，另一根则位于近额缝的

中部。内唇端感区具感区刺 １４～２１根，其中比较大的 ７～１２根；圆形感觉器 １０～１２个，其中较

大的约为 ６个；前侧褶区发达，折面粗大明显。肛门孔呈 ３裂缝状，在肛腹片后复毛区中间无刺

毛列，只有钩状刚毛，钩状刚毛群由肛门孔处开始，向前延伸到肛腹片前部 １／３处。

蛹：蛹为裸蛹。体长 ２１～２３ｍｍ，体宽 １１～１２ｍｍ，蛹化初期为白色，２ｄ后变黄色，７ｄ以后变

黄褐至红褐色。蛹的复眼，依据蛹的发育进程由白色依次变为灰色、蓝色、蓝黑色、黑色。

２．暗黑鳃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

成虫：中型偏大，体长 １６～２１．９ｍｍ，体宽 ７．８～１１．１ｍｍ。体色变化很大，有黄褐、栗褐、黑

褐至沥黑色，以黑褐、沥黑色个体为多。体被淡蓝灰色闪光薄粉层，腹部腹面粉层较厚，闪光更显

著；全身光泽较暗。体呈长椭圆形，后方常稍膨阔。前胸背板最宽处位于两侧缘中点以后。鞘翅

两侧缘彼此基本平行，表面散布脐形刻点。腹部臀板呈三角形，且较钝圆。雄性外生殖器阳基侧

突下部不分叉，相当于上突部分呈尖角状。

幼虫：与大黑鳃金龟相似，不同之处是头部前顶刚毛每侧各 １根，位于冠缝两侧；内唇前侧褶

区退化，折面不明显，间隔较窄密，每侧 １０多条，有的个体消失不见。

３．黑皱鳃金龟（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ｉｄｅｓ）

成虫：中型。体长 １５～１６ｍｍ，体宽 ６．０～７．５ｍｍ。体近卵圆形，漆黑色，无光泽。鞘翅基部

明显狭于前胸背板。鞘翅上密布大而圆的不规则排列的刻点，而且常愈合形成皱纹。两鞘翅会

合缝的末端形成 １个钝角。腹部除臀节外露外，前臀节后部呈 １个五角形外露。雄虫腹部腹面

呈圆形平面凹陷。臀节（第 ６节）腹板有１个明显的凹陷窝，前缘有 １个舌状突起向后伸出。

幼虫：中型，体长 ２４～３２ｍｍ。头部前顶刚毛多数每侧各 ３根，排列方式与大黑鳃金龟相同，

也有部分个体前顶刚毛每侧各 ４根，其中 ３根彼此紧靠，位于冠缝两侧；还有的个体前顶刚毛左

４、右 ３，不对称。内唇前侧褶区折面 ７～８条，月牙形，比较细窄，折面间隔大。肛腹片后部复毛

区的钩状刚毛约 ３５～４０根，多数 ３８根左右，比大黑鳃金龟的钩状刚毛要少。钩状刚毛群的后端

与肛门孔间有比较宽的明显的无毛裸区。

４．大云斑鳃金龟（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ｌａｔｉｃｏｌｌｉｓ）

成虫：大型。体长 ２８～４１ｍｍ，体宽 １４～２１ｍｍ。体呈暗褐色，稀有红褐色，足和触角鳃片部

呈暗红褐色。下颚须末节长而末端稍呈长卵形，雄性触角第 ３节近端部扩大呈三角形。鳃片部

由 ７节组成，大而弯曲，其长度为前胸背板长度的 １．２５倍。雌性触角柄部由 ４节组成，鳃片部由

６节组成，小而直。唇基前缘明显卷起，几乎是直的（中间微凹）。头部覆有相当均匀的黄色鳞

毛。额除鳞毛外，还生有长的竖立的黄色细毛。前胸背板中纵线附近的刻点稀少。前胸背板前

半部中间分成两个窄而对称的黄色纵带斑；其两侧各有由 ２～３个斑构成的纵列。前胸背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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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侧缘生有单行的竖立着的褐色刚毛。后缘边沿无刚毛。小盾片覆有密而长的黄白色鳞片。

鞘翅上鳞毛顶端变尖的长椭圆卵形，构成各种形状的斑纹，臀板全部覆有密的锉状的小刻点和小

的黄色贴身细毛。腹部各节腹板前缘具光滑的窄带。最后一节腹板上的细毛稀于其他各节。前

足胫节外齿为雄 ２雌 ３，中齿明显近顶齿。

幼虫：大型。体长 ６０～７０ｍｍ，头宽 ９．８～１０．５ｍｍ，头长 ７．０～７．５ｍｍ。头部前顶刚毛每侧

多数 ４～６根排成一斜列，后顶刚毛每侧 １根，沿额缝末端终点内侧常具平行的横向皱褶。唇基

和上唇表面粗糙，常具较粗皱褶。内唇端感区具感区刺 １５～２２根，较粗大的 １４～１６根，圆形感

觉器 １５～２２个，其中 ６个较大的均匀分成两组，中间有 ３～４个小形感觉器相隔，感前片与内唇

片均消失。肛腹片后部复毛区中间的刺毛列，每列多为 １０～１２根小的短锥状刺毛组成。大多数

两刺毛列几乎平行，刺毛列排列比较整齐，无副列；少数两侧毛列不平行，前后两端明显靠近，中

间远离略呈椭圆形，刺毛列排列不整齐，具副列。刺毛列的长度远没有达到复毛区钩状刚毛群的

前部边缘处。

５．铜绿丽金龟（Ａｎｏｍａｌ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成虫：中型。体长 １６～２２ｍｍ，体宽 ８．３～１２ｍｍ。体背面呈铜绿色，头、前胸背板大部色较

深，呈红铜绿色，鞘翅色较淡而显铜黄色；但前胸背板两侧缘、鞘翅的侧缘、胸及腹部腹面、３对足

的基、转、股节均为褐色和黄褐色，而 ３对足的胫、跗节及爪均为棕色。唇基呈横椭圆形，前缘较

直中间不凹入。前胸背板前缘较直，两前角前伸，呈斜直角状。前胸背板最宽处，位于两后角之

间。鞘翅各具 ４条纵肋，肩部具瘤突。前足胫节具 ２外齿，较钝。前、中足大爪分叉，后足大爪不

分叉。新鲜的成虫，雌性腹板呈白色，雄性腹部腹板呈黄白色。

卵：初产时椭圆形或长椭圆形，乳白色，长 １．６５～１．９３ｍｍ，宽 １．３０～１．４５ｍｍ。孵化前呈圆

形，长 ２．３７～２．６２ｍｍ，宽 ２．０６～２．２８ｍｍ，卵壳表面光滑。

幼虫：中型。体长 ３０～３３ｍｍ，头宽 ４．９～５．３ｍｍ，头长 ３．５～３．８ｍｍ。头部前顶刚毛每侧

各 ６～８根，排成一纵列。内唇端感区刺大多数是 ３根，少数为 ４根；圆形感觉器 ９～１１个，其中

３～５个较大；感前片新月形，内唇前片连接在其下方；左上唇根侧突向下呈近直角状弯曲。肛腹

片后部复毛区中间的刺毛列由长针状刺毛组成，每侧 １３～１９根，多为 １５～１８根，两列刺毛尖大

部彼此相遇和交叉，刺毛列的后端少许叉开些，前端远没有达到钩状刚毛群的前部边缘。

蛹：体长 ２２～２５ｍｍ，体宽 １１ｍｍ。淡黄色，体微弯。羽化前头部、复眼等颜色均变深。

６．黄褐丽金龟（Ａｎｏｍａｌａｅｘｏｌｅｔａ）

成虫：中型。体长 １３．２～１６．７ｍｍ，体宽 ７．４～９．４ｍｍ。身体隆起呈长椭圆形，体背黄褐色

具光泽，唯前胸背板比鞘翅色深，光泽更亮，体腹面淡黄色。前胸背板隆起，最宽处位于靠近鞘翅

基部之间，前边收缢，侧缘中段外扩，中段前是直的，中段后微呈弧形。鞘翅呈长卵形，最宽处在

中间，鞘翅纵肋不显。前、足大爪分叉，３对足的基、转、股节为淡黄褐色，胫跗节为棕黄褐色。

幼虫：中型。体长 ２５～３５ｍｍ。头部前顶刚毛每侧 ５～６根，排成 １纵列。内唇端感区具感

区刺 ３根，圆形感觉器 ７～９个，其中 ４～５个较大。感前片、内唇前片明显并连在一起。左上唇

根侧突端部骤然向下呈直角状弯曲，伸向内唇中区。肛腹片后部复毛区中间的刺毛列由短锥状

和长针状两种刺毛组成，每列多各逐步形成短锥状刺毛占刺毛列全长 ３／４，后部长针状刺毛占

１／４，长针状刺毛向后呈“八”字形叉开。肛背片后部有由骨化环（细缝）围成的圆形臀板。

此类害虫的幼虫在地下为害禾谷类的须根及幼苗，为害断口整齐，造成缺苗断垄。

    
    

    
    

    
 



实验４４ 麦叶蜂及其他麦类害虫的识别 １３９

（三）蝼蛄类

１．华北蝼蛄（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ｕｎｉｓｐｉｎａ）

成虫：身体比较粗壮肥大，体长 ３６～６６ｍｍ，前胸宽 ７～１１ｍｍ。体色浅于东方蝼蛄，呈黄褐

色，腹部颜色更浅。全身密布黄褐色细毛。从背面看，头呈卵圆形，复眼略向两侧突出。前胸背

板特别发达呈鼓形，中央具 １个下凹而不明显的暗红色心脏形坑斑。前翅鳞片状，黄褐色，长

１４～１６ｍｍ，覆盖住腹部不到 １／３。前足为开掘足，前足腿节内侧外缘缺刻明显，后足胫节背面内

侧有棘 １个或消失。腹部末端近似圆筒形。

卵：椭圆形，比非洲蝼蛄卵小，初产时，长 １．６～１．８ｍｍ，宽 ０．９～１．３ｍｍ，以后逐渐肥大。卵

化前，长 ２．０～２．８ｍｍ，宽 １．５～１．７ｍｍ。卵色较浅，初产时，乳白或黄白色，有光泽，以后变黄褐

色，卵化前呈暗灰色。

若虫：初孵化的若虫，头胸特别细，腹部很肥大，行动迟缓。全身乳白色，复眼浅红色，孵化

０．５ｈ后，腹部颜色由乳白变浅黄，再变土黄，蜕一次皮后，变为浅黄色，以后每蜕一次皮，颜色就

加深一些。５～６龄以后与成虫体色基本相似。初龄若虫体长 ３．６～４．０ｍｍ，末龄若虫体长 ３６～

４０ｍｍ。若虫共分 １３龄。

２．东方蝼蛄（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成虫：体较细瘦短小，体长 ３０～３５ｍｍ，前胸阔 ６～８ｍｍ，体色较深呈灰褐色。腹部颜色较其

他部位浅。全身密布同样的细毛。头圆锥形，触角丝状。前胸背板从背面看呈卵圆形，中央具 １

个凹陷明显的暗红色心脏形坑斑，长 ４～５ｍｍ。前翅鳞片状，灰褐色，长 １２ｍｍ左右，能覆盖腹

部 １／２。前足特化为开掘足，前足腿节内侧外缘缺刻不明显。后足胫节背面内侧有棘 ３～４个。

腹部末端近纺锤形。

卵：椭圆形，初产下时长 １．５８～２．８８ｍｍ，宽 １．０～１．５６ｍｍ；孵化前长 ３．０～４．０ｍｍ，宽

１．８～２．０ｍｍ。卵色较深，初产时，乳白色，有光泽，以后变灰黄为黄褐色，孵化前呈暗褐色或紫

色。

若虫：初孵化的若虫，头胸特别细，腹部很肥大，行动迟缓；全身乳白色，腹部漆红或棕色，半

天以后，从腹部到头、胸、足逐渐变成浅灰褐色。２、３龄以后若虫，体色接近成虫，初龄幼虫体长

４ｍｍ左右，末龄幼虫体长 ２４～２８ｍｍ。若虫共分 ６龄。

蝼蛄的成虫和幼虫均在土中为害刚发芽的种子和麦苗根茎部、根，为害断口不整齐，造成缺

苗断垄。蝼蛄在土表层钻隧道，能使麦苗架空而枯死。

（四）金针虫类

１．沟金针虫（Ｐｌｅｏｎｏｍｕｓ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成虫：雌虫体长 １４～１７ｍｍ，宽 ４～５ｍｍ，体形较扁。雄虫体长 １４～１８ｍｍ，宽约 ３．５ｍｍ，体

形较细长。体浓栗色，密被黄色细毛。头扁，头顶有三角形凹陷，密布明显点刻。雌虫触角 １１

节，黑色，锯齿形，长约为前胸的 ２倍。前胸发达，背面为半球形隆起，前狭后宽，宽大于长，密布

点刻，中央有微细纵沟，后缘角稍向后方突出。鞘翅长约前胸的 ４倍，其上的纵沟不明显，密生小

点刻，后翅退化。雄虫触角 １２节，丝状，长达鞘翅末端，鞘翅长约前胸的 ５倍，其上纵沟较明显，

有后翅。

卵：椭圆形，长径 ０．７ｍｍ，短径 ０．６ｍｍ，乳白色。

幼虫：末龄幼虫体长约 ２０～３０ｍｍ，金黄色，体形宽而略扁平，体节宽大于长，背面中央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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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细纵沟。体表被有黄色细毛。头部黄褐色，扁平。上唇退化，其前缘呈齿状突起；末节黄褐色

分叉，背面有暗色、近似圆形的凹入，其上密生点刻，两侧缘隆起，每侧有 ３个齿状突起，末端分为

尖锐而向上弯曲的二叉，每叉之内则各有 １小齿。

蛹：雌蛹长 １６～２２ｍｍ，宽 ４．５ｍｍ；雄蛹长 １５～１７ｍｍ，宽 ３．５ｍｍ。初为淡绿色，后逐渐变

深。体呈纺锤形，末端瘦削，有刺状突起。

２．细胸金针虫（Ａｇｒｉｏｔｅｓｓｕｂ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成虫：体长 ８～９ｍｍ，宽约 ２．５ｍｍ，暗褐色密被灰色短毛，并有光泽。触角红褐色，第 ２节呈

球形。前胸背板略呈圆形，长大于宽。鞘翅长约为头胸部的 ２倍，上有 ９条纵列刻点。足呈赤

褐色。

卵：圆形，长约 ０．５～１ｍｍ，乳白色。

幼虫：末龄虫体长 ２３ｍｍ，体较细长，圆筒形，有淡黄色光泽。末节的末端不分叉，呈圆锥形，

近基部的背面两侧各有 １个褐色圆斑，背面有 ４条褐色纵纹。

３．褐纹金针虫（Ｍｅｌａｎｏｔｕｓｃａｕｄｅｘ）

成虫：体长约 ９ｍｍ，宽约 ２７ｍｍ。体细长，黑褐色并覆有灰色短毛，头部凸出黑色，唇基分

裂。前胸黑色，点刻较头部小。鞘翅与体同色，各有 ９条纵列点刻，腹部暗红色，触角、足暗褐色。

幼虫：末龄幼虫体长约２５ｍｍ，宽约１．７ｍｍ。体细长，圆筒形，茶褐色并有光泽。前胸和第９

腹节呈红褐色。头扁平，呈梯形，上具纵沟，并有小点刻。从第 ２胸节到第 ８腹节的各节前缘两

侧均有新月形斑纹。末节扁平而长，尖端有 ３个小齿状突起，中齿较尖，呈红褐色，末节前缘也有

１对半月形斑纹，靠前部有 ４条纵纹，后半部有褐纹，并密布粗大而较深的点刻。

金针虫食性很杂，主要为害麦类、禾谷类、薯类、豆类、棉花及各种蔬菜幼苗。在春季造成的

枯心苗率一般为 ２０％左右，重者达 ５０％以上。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描述 ３种麦叶蜂的形态特征。

２．如何区分各种金龟甲类害虫及其为害症状？

３．列出金针虫类害虫检索表。

实验４５ 水稻害虫的识别

我国水稻害虫有 ６２４种，常见的有 ７６种，其中最主要的有４０余种。但不同稻区害虫发生与

危害各有其特点，有时因耕作制度的变化或不同年份呈现上升或下降趋势。其中稻飞虱类（褐

稻虱、白背飞虱和灰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黑尾叶蝉、稻苞虫（主要是直纹稻弄蝶）、稻蓟马

类（稻蓟马、稻管蓟马）等是常发性害虫。局部地区稻瘿蚊、稻蝗、稻摇蚊有时为害严重。三化螟

在历史上曾是水稻上的重要害虫，目前在各稻区发生危害很轻。此外，稻水象甲作为入侵生物，

是重要的植物检疫对象。

    
    

    
    

    
 



实验 ４５ 水稻害虫的识别 １４１

一、目的要求

认识水稻主要害虫的为害特点及重要形态特征，为水稻害虫的识别、田间调查、预测预报和

防治奠定基础。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解剖镜，镊子，放大镜，载玻片，擦镜纸；投影仪和录像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录

像带或 ＶＣＤ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水稻主要害虫的成虫针插与盒装标本，卵、幼虫、蛹的浸渍标本，生活史标本和部分害虫的玻

片标本，为害症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稻飞虱类

在我国，稻飞虱有 ３种，即褐飞虱（Ｎｉｌａｐａｒｖａｔａｌｕｇｅｎｓ）、白背飞虱（Ｓｏｇａｔｅｌｌａｆｕｒｃｉｆｅｒａ）和灰飞

虱（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１．褐飞虱 成虫有长翅型和短翅型。长翅型体长 ３．６～４．８ｍｍ，体淡褐至黑褐色，有油状

光泽。头顶略平，小盾片褐色至暗褐色，３条隆线明显。后足第 １跗节内侧有 ２～３个小刺。成

长若虫灰白至黄褐色，腹部第 ４、５节背面有 １对清楚的三角形白色斑纹。

２．白背飞虱 成虫也有长翅型和短翅型之分。长翅型体长 ３．８～４．５ｍｍ，体淡黄至黄色。

头顶显著突出。小盾片中央黄白色，两侧黑褐色。后足第 １跗节内侧无小刺。成长的若虫灰褐

至灰黑色，第 ３、４腹节背面各有 １对清楚的乳白色三角形斑纹。

３．灰飞虱 长翅型体长 ３．５～４．０ｍｍ，体黄褐至黑褐色。头顶略突出。雌虫小盾片中央淡

黄色，两侧暗褐色；雄虫小盾片全部黑褐色。成长的若虫灰黄至黄褐色，第 ３、４节各有 １对浅色

“八”字形斑纹。

稻飞虱的危害主要有 ４个方面：一是成、若虫群聚于稻丛下部刺吸植株汁液，影响养分运输，

严重发生时，稻株下部变黑、腐烂、倒伏，造成严重减产，如褐飞虱为害的稻田常先在田中间出现

“荒塘”（穿顶、冒穿），逐渐扩大成片，严重时造成全田荒枯。水稻孕穗期受害后往往不能出穗或

成“包颈”的空粒穗。二是雌虫产卵时刺伤茎秆组织或将卵产在叶主脉内 ，阻碍了营养物质的输

送和丧失水分，加速倒伏，还为菌核病或纹枯病菌的侵染提供有利条件。三是传播水稻病毒病，

如灰飞虱除传播水稻病毒病外，还传播小麦丛矮病和玉米粗缩病，这种传毒为害造成的间接损失

更大。四是在取食期间，稻飞虱从肛门排泄大量蜜露，沾在稻株上易招致煤烟病发生，影响水稻

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二）双带夜蛾（Ｎａｒａｎｇａａｅｎｅｓｃｅｎｓ）

幼虫取食稻叶。幼龄幼虫将叶片食成白色条纹，３龄后将叶片食成缺刻，严重时将叶片啮食

成破碎不堪，仅剩中肋，影响水稻生长发育。

雄蛾体长 ６～８ｍｍ，翅展 １６～１８ｍｍ。头、胸部深黄色，腹部暗褐色。前翅深黄色，翅面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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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暗褐紫色宽斜纹，一条自前缘中央至内缘中央，一条自翅尖伸至臀角附近；后翅暗褐色，缘毛黄

褐色。雌蛾体长 ８～１０ｍｍ，翅展 ２１～２４ｍｍ。前翅黄褐色，也有两条斜带，但近外缘一条较细，

只近顶角处明显，内面一条稍粗，近后缘处较明显，两条斜带在中部间断不连接。后翅淡黄色。

卵扁球形，０．５ｍｍ，表面有放射状纵隆线 ２９条，与横隆线相交成许多方格。初产时呈淡黄

色，以后上面出现紫色环纹；将孵化时，卵为灰紫色，而环纹呈暗紫色。

幼虫多为 ６龄。老熟幼虫体长 ２０～２６ｍｍ，深绿色。头黄绿或淡褐色，背线及亚背线白色，

气门线黄色。第 １、２对腹足退化，仅留痕迹。行动似尺蠖。

蛹体长 ９～１０ｍｍ。初蛹黄绿色，后变褐色。头顶有角状突起。前胸前缘有数排较密的小刻

点，中胸前缘有稀疏的小刻点。腹部 １～７节背面及 ５～７节腹面前缘有小刻点数列，其中 ４～６

节背面的刻点较大。腹末有臀棘 ４对，中央 １对最长。

（三）大螟（Ｓｅｓａｍｉａｉｎｆｅｒｅｎｓ）

水稻分蘖期至抽穗期均能受大螟为害，其被害症状随不同生育期而表现枯鞘、枯心、死孕穗、

白穗和虫伤株等。幼虫除蛀入为害外，还会咬断植株和咬食花器。

成虫体长 １３～１５ｍｍ，翅展 ２７～３０ｍｍ。雌蛾体形较大。体淡褐色。雄蛾触角短栉齿状，雌

蛾触角丝状。前翅近长方形，淡褐色，近外缘处色较深，翅面有光泽，外缘线暗褐色，翅中部从翅

基至外缘，有明显的暗褐色纵线，此纵线上下各有 ２个小黑点。后翅银白色，外缘线稍带淡褐色。

翅的缘毛银白色。

卵扁圆球形，顶端稍凹，表面有放射状细隆起线。初产时乳白色，后转淡黄色至褐色，孵化前

淡黄色。卵块呈带状，卵粒成 ２～３行排列。

幼虫 ５～７龄。成长幼虫体长约 ３０ｍｍ，粗壮。头部红褐色或暗褐色，胴部淡黄色，背面带紫

红色，前胸及腹末硬皮板呈豆黄色。

蛹：雄蛹长 １３～１５ｍｍ，雌蛹长 １５～１８ｍｍ。初期为淡黄色，以后变黄褐色。背面颜色较深，

头、胸部为褐色并附有蜡粉。翅芽近端部有一小部分接合。腹部 １～７节背面满布粗大刻点，５～

７节腹面也散生刻点。腹部末端有 ４个约等长的短齿，腹面 ２个略大，相距较狭，背面 ２个略小，

相距较宽。

（四）三化螟（Ｔｒｙｐｏｒｙｚａｉｎｃｅｒｔｕｌａｓ）

食性专一，仅为害水稻。以幼虫钻蛀稻株，取食叶鞘组织、穗苞和稻茎内壁，形成多种为害

状。其中最明显的是枯心苗和白穗。其幼虫有咬断稻茎、吐丝封口成筒状袋隐居的习性。

成虫雄蛾翅展 １８～２３ｍｍ。前翅灰褐色，满布褐色鳞片，在中室下角有 １个不很明显的黑

斑，自顶角有 １条褐色斜纹走向后缘，外缘有 １列 ７～９个小黑点，后翅白色。雌蛾翅展 ２４～

３６ｍｍ。前翅黄白色，近外缘黄色较浓，在中室下角有 １个极明显的黑斑，此外别无斑纹。后翅

灰白色。腹部末端有一撮黄褐色茸毛，产卵时，陆续脱落，粘盖于卵块上。

卵初产时，卵粒半透明，乳白色，逐渐变深色，并从边缘卵粒开始出现黑色；卵将孵化时，全部

呈黑色。观察卵粒颜色变化，有助于决定施药防治的适期。

初孵幼虫称蚁螟，长 １．２～１．４ｍｍ，即 １龄幼虫的前期。头黑色，胸腹部淡黑色，第 １腹节有

１个白色圈，体多毛。从 ２龄开始，头变为黄褐色，腹部白圈消失。除老熟的幼虫个别带绿色外，

２龄以后各龄幼虫均以淡黄白色为主，或带褐色。越冬期的幼虫，许多个体呈淡绿色，少数黄褐

色。幼虫腹足退化，趾钩单序，排列呈横向的扁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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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瘦长，头顶钝圆，体长 １２～１３ｍｍ。雌蛹比雄蛹略大及生殖孔位置不同外，尚有如下的明

显区别：雌蛹后足伸达第 ６腹节后缘，雄蛹后足伸至第 ７、８腹节。

（五）二化螟（Ｃｈｉｌｏｓｕｐｐｅｒｓｓａｌｉｓ）

以幼虫为害水稻，初孵幼虫群集叶鞘内为害，造成枯鞘。２龄以后幼虫蛀入稻株内为害。水

稻分蘖期造成枯心苗，孕穗期造成枯孕穗，抽穗期造成白穗，成熟期造成虫伤株。

雄蛾体长 １０～１２ｍｍ，翅展 ２０～２５ｍｍ。头、胸背面淡灰色。前翅近似长方形，黄褐色或灰

褐色，翅面布满褐色不规则小点，外缘有 ７个小黑点；后翅白色，近外缘渐带淡黄褐色。雌蛾体长

１０～１５ｍｍ，翅展 ２５～３１ｍｍ，头、胸背面黄褐色，前翅黄褐色或淡黄褐色，褐色小点很少，外缘也

有小黑点 ７个。后翅白色，有绢丝般反光。

卵扁平，椭圆形。初产时白色，以后渐变成茶褐色，将近孵化时变成黑色。卵块多呈长带状。

卵粒呈鱼鳞状排列，较不规则。

幼虫体长 ２４～２７ｍｍ。头部淡红褐色或淡褐色。胴部淡褐色，前胸背板豆黄色，自中胸至第

９腹节有暗褐色纵线 ５条，即背线、亚背线和气门线。腹足趾钩为异序全环，也有缺环的，有趾钩

５１～５６根。内侧的钩长，３序；外侧的钩短而稀疏，单序。

蛹体长 １１～１７ｍｍ，圆筒形，初淡黄色，体背可见 ５条纵线，后转为棕色至酱红色，纵线渐不

明显。额中央钝圆形突出。第 １０腹节末端近方形，后缘宽阔呈波浪形，后缘两侧有 ３对角状突

起，着生 １～２对细小刚毛，沿后缘背面尚有 １对三角形突起。

（六）稻纵卷叶螟（Ｃｎａｐｈａｌｏｃｒｏｃｉｓｍｅｄｉｎａｌｉｓ）

初孵幼虫的为害与水稻苗情有关，分蘖至孕穗初期，初孵幼虫多数先在心叶内取食，亦有在

心叶附近的嫩叶鞘缝内取食叶肉，被害处出现半透明的小白点。若水稻处于孕穗后期和抽穗以

后，初孵幼虫则多数在较嫩的叶鞘内或在稻丛基部无效分蘖的嫩叶上取食。幼虫进入 ２龄时即

爬至叶尖附近，吐丝纵卷稻叶成苞，藏在苞内取食叶肉，受害处呈透明、白色条状。随着虫龄增

大，虫苞也随之增大。

成虫体长 ７～１０ｍｍ，翅展 １６～１９ｍｍ。雌蛾体灰黑褐色，翅黄褐色。前翅外缘有暗褐色带，

又具有黑褐色的内横线和外横线，此两线之间接前缘有一短黑褐色横纹；后翅前缘有暗褐色带，

有横线两条，内横线短，内、外横线间没有短横线，外缘宽带与前翅相同。雄蛾前翅中央短横线近

前缘处有 １处黑色、略凹下的眼状纹，其上着生暗褐色毛簇。前足胫节略膨大，其上着生一丛

褐毛。

卵扁平椭圆形，长约 １ｍｍ，宽０．５ｍｍ。卵初产时色浅，随胚胎发育而逐渐变深。

幼虫一般为 ５龄，少数有 ６龄。各龄特征如下：１龄体长 １．７ｍｍ，头黑色，体淡黄绿色，前胸

背板中央黑点部明显；２龄体长 ３．１３ｍｍ，头黄褐色，体黄绿色，前胸前缘、后缘中部各出现 ２个

黑点，中胸隐约可见２毛片；３龄体长３．０６ｍｍ，头褐色，前胸后缘两黑点转变为２个三角形黑斑，

中胸毛片褐色，后胸毛片隐约可见；４龄体长 ９．０ｍｍ，头暗褐色，体深绿色，前胸前缘 ２个黑点两

侧出现许多小黑点连成括弧形，中后胸毛片乌黑；５龄体长 １４．８ｍｍ，头褐色，前胸中部黑点色退

淡，中后胸毛片中一侧颜色渐消失，呈括弧形，老熟幼虫体呈棕红色。

蛹长 ７～１０ｍｍ。末端尖削，臀棘明显突出，有 ８根钩刺。腹部气门突出，第 ４至 ８节节间明

显凹入，第 ５至 ７节近前缘处有 １黑褐色细横隆起线，在背面的粗而色深。初蛹淡黄色，后转褐

色。蛹外常围白色旧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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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黑尾叶蝉（Ｎｅｐｈｏｔｅｔｔｉｘｃｉｎｃｔｉｃｅｐｓ）

成虫和若虫均能为害水稻。若虫主要群集水稻茎秆基部，用针状口器刺吸营养汁液，破坏输

导组织，呈现许多棕褐色斑点，严重时稻茎基部变黑，后期烂藁倒伏。水稻抽穗、灌浆期，也会在

穗部和叶片上取食，形成半枯穗或白穗。

成虫体长 ４．５～６ｍｍ，黄绿色。在头冠两复眼间，有一黑色横带（亚缘黑带），横带后方的黑

色中线极细（有时隐而不显）；复眼黑褐色；单眼黄绿色。前胸背板前半部为黄绿色，后半部为绿

色；小盾片黄绿色，中央有一细横沟。前翅鲜绿色，前缘淡黄绿色，雄虫翅末 １／３处为黑色，雌虫

翅端部淡褐色（亦有少数雄虫前翅端部淡褐色）。雄虫胸、腹部腹面及腹部背面全为黑色。雌虫

腹面淡褐色，腹部背面灰褐色。

卵长 １ｍｍ，长椭圆形，微弯曲。初产时乳白色，后由淡黄转为灰黄色，近孵化时出现 ２个红

褐色眼点。

若虫身体呈黄白色至黄绿色，第 ３龄前的虫体两侧褐色。若虫共 ５龄。

（八）直纹稻弄蝶（直纹稻苞虫）（Ｐａｒｎａｒａｇｕｔｔａｔａ）

成虫体 １７～１９ｍｍ，翅展 ３５～４２ｍｍ。体、翅均呈黑褐色，有金黄色光泽。前翅有 ７～８个不

规则角形白斑，呈白环状排列；后翅有 ４个白斑，呈“一”字形排列。

卵半球形，直径 ０．７～０．８ｍｍ，表面有六角形刻纹，顶端略凹陷。初产时淡绿色，后转褐色，

将孵化时呈紫红色。

幼虫共 ５龄。大龄幼虫两端较小，中间粗大，似纺锤形，头大，前胸收窄呈颈状；头正面中央

有“Ｗ”形褐纹，前胸背板有“一”字形黑线，胸、腹部绿色，背线、亚背线明显，体表密布小颗粒，各

节后半部有 ４～５条横皱纹。老熟幼虫第 ４至 ７节腹面两侧出现白色粉状物。

初孵幼虫先咬食卵壳，然后爬至叶片边缘近叶尖处咬一缺刻，吐丝缀合叶缘卷呈现小苞，在

苞内取食。以后各龄通常缀叶结苞的状态是：１～２龄在叶尖或叶边缘缀合成小叶苞；３龄以单叶

或两片叶缀和成苞；４龄以 ３～４片叶缀合；５龄一般以 ５片叶或更多的叶片缀合成苞。在田间，

据虫苞缀合状态可粗略分辨龄期。幼虫老熟后，在叶上化蛹，大多是重新缀叶结苞。蛹苞缀叶

３～１３片不等，苞的两端紧密而细小，略呈纺锤形。

（九）稻瘿蚊（Ｏｒｓｅｃｌｉａｏｒｙｚａｅ）

幼虫为害水稻，侵入生长点，使生长点不能正常发育。受害秧苗，初期症状不明显；中期基部

膨大，称“大肚秧”；愈合的叶鞘后期成管状伸出，称“标葱”。

成虫雌体长 ３．５～４．５ｍｍ，雄体长 ３ｍｍ。雌体淡红色，密布细毛。复眼呈黑色，甚大。触角

黄色，１５节，鞭节呈串珠状。中胸发达，小盾片突出，状如驼峰。前翅脉稀少，径脉仅存 １支

（Ｒ１），自翅基伸展至前缘中央附近；中脉 ２支（Ｍ１＋２及 Ｍ３＋４），肘脉 １支（Ｃｕ１），其基端与 Ｍ３＋４合

并。腹部末端有 １对瓣状片。雄体略小，触角远较雌虫为长，１５节，第 ３至 １４节呈葫芦状，中央

明显收缩，其上下方膨大部分分别有 ２圈和 １圈刚毛，并有环状丝。腹部末端向上弯曲，外生殖

器的 １对抱握器明显。

卵长 ０．４３ｍｍ，长椭圆形，表面光滑。初产时乳白色，后期变为紫红色。

幼虫似纺锤形，虫体 １３节，共 ３龄。１龄体长 ０．４６ｍｍ，表皮无色透明，中肠红褐色，显著特

征是第 １２节两侧末端个有 １个管突，其外侧上下方各有 １条小刚毛。２龄体长 １．２ｍｍ，表皮半

透明，眼点在第 ２节背面中央末端，第 ２节和第 ５节至 １２节各有 １对黑褐色的气孔。３龄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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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ｍｍ，表皮不透明，主要特征是第 ２节腹面中央有 １红褐色的胸骨片，末端分叉。预蛹，即 ３

龄幼虫末期，体长 ４．０８ｍｍ，体近似圆筒形，第 １至 ４节愈合，内面充满半透明的液体。

雌蛹长 ４．５１ｍｍ，橙红色，后足伸至第 ５腹节。雄蛹长 ３．５５ｍｍ，浅橙黄色，后足伸至第 ７腹

节。头部有额刺 １对，刺端分叉，一长一短。

（十）稻蓟马类

在我国稻区主要有稻蓟马（Ｓｔｅｎｃｈａｅｔｏｔｈｒｉｐｓｂｉｆｏｒｍｉｓ）、稻管蓟马（Ｈａｐｌｏｔｈｒｉｐｓ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稻蓟马是水稻生长前期的害虫，有趋嫩为害的习性。一般秧苗和分蘖初期受害严重。初孵

若虫先隐藏于心叶卷缝间、叶脉和卷缩的叶尖等幼嫩荫蔽处取食，随后分散到嫩叶上食害。被害

叶初期出现白色至黄褐色的小斑痕，继而叶尖纵卷枯萎，影响稻株早生快发。稻管蓟马多发生在

水稻扬花期，并在颖花内取食、产卵繁殖。被害稻穗出现不实粒。

１．稻蓟马

成虫体长，雌 １．１～１．３ｍｍ，雄 １．０～１．１ｍｍ，体黑褐色。触角 ７节，第 ２节端部和第 ３、４节

色淡，其余各节褐色。单眼间鬃短，位于三角形连线外缘，复眼后鬃长。前胸背板后缘有 １对长

鬃。前翅深灰色，近基部色淡，上脉端鬃 ３条，下脉鬃 １１～１３条。

卵为肾圆形。初产时白色透明，近孵化时呈淡黄色并有小红眼点。

若虫共 ４龄：１、２龄行动活泼；３龄行动迟钝，称“前蛹”；４龄基本上不食不动，称“蛹期”。

２．稻管蓟马

成虫的体长，雌 １．８～２．２ｍｍ，雄 １．７～１．９ｍｍ。体黑褐色。触角 ８节，第 １、２、７、８节深褐

色，其余各节略淡。头部及胸部的鬃端部尖锐。前翅无色透明，纵脉消失，翅中央稍收窄，后缘近

端部有间插缨 ５～７条。腹末节呈管状，其长部略短于头长，管的末端有鬃 ６条。

卵长椭圆形。初产时白色，略透明，后期橙红色。

（十一）中华稻蝗（Ｏｘｙ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以成、若虫取食水稻叶片，轻者形成缺刻，重者将叶片全部吃光。水稻抽穗后可咬断小穗，造

成断穗、白穗。乳熟时还可直接咬食谷粒。

雄成虫体长 １８．３～２７ｍｍ，雌成虫体长 ２４．５～３９．５ｍｍ，黄绿色或黄褐色，有光泽。头顶两

侧在复眼后方各有深褐色纵条纹 １条，前胸背板两侧各有 １深褐色纵条纹，和头部相连。前胸腹

板有锥形瘤状突起。前翅长度超过后足股节末端，雄虫尤为显著。

卵长圆筒形，长约 ３．６ｍｍ，宽约 １ｍｍ，中央略弯，一端稍大。深黄色，卵块呈短茄形，一般长

９～１４ｍｍ，宽 ６～１０ｍｍ，前端平截，后端钝圆。卵块的胶质为深褐色。其中的卵粒斜排成上下

两行，卵粒之间有胶质物相隔。

若虫一般 ６龄。第 １龄若虫体长约 ７ｍｍ，全部绿色，前胸腹板中央已具有钝锥型瘤状突起。

第 ２龄后体型渐大，前胸背板渐向后突出，体一般绿色至黄褐色，沿背中线及其附近多为淡绿色

或白色，形成 １条带纹，两侧各有褐色或黑色纹 １条。第 ３龄时翅芽出现，逐龄增大，至第 ５龄时

向背面翻折，第 ６龄时可伸达第 ３腹节，并掩盖腹部体听器的大部分。

（十二）稻水象甲（Ｌｉｓｓｏｒｈｏｐｔｒｕｓｏｒｙｚｏｐｈｉｌｕｓ）

成、幼虫均可为害水稻，幼虫的为害尤为严重。成虫啃食水稻叶片，叶面形成长斑痕。幼虫

取食水稻根部，甚至钻入根内为害，数量多时造成根系和分蘖减少，发育迟缓，延迟成熟。为害严

重时，根变黑腐烂，下部叶片枯死，甚至整株死亡。其他寄主有禾本科植物以及莎草科、鸭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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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灯心草科和泽泻科中的一些植物。

成虫体长 ２．８～３．２ｍｍ，体褐色，被覆浓密的灰绿色鳞片。喙短阔，端部有灰白色刚毛环绕。

复眼黑色，环以稀疏鳞片。触角红褐色，膝状，９节。前胸背板近梯形，两侧缘中部向外拱突，两

侧灰色鳞片区之间有一条黑褐色的鳞片带，向下延伸至鞘翅的 ３／４处，形成一个似瓶状的暗斑。

鞘翅基部与前胸背板等宽，从基部到肩部急剧加宽，翅尖以下两侧几乎平行至翅端又急剧缩窄，

臀板微露翅外。鞘翅上有 ６条纵纹。身体腹面呈黑色，鳞片稀疏。足基节圆柱形，前足基节几乎

相连，转节各有 １根竖起的刚毛，中足胫节两侧各有一排长游泳毛，胫节末端有钩状突起和小的

内角突。雌雄成虫区别特征如下（表 ２－１５）。

表２－１５ 稻水象甲雌雄成虫的区别

雌虫 雄虫

前胸背板和鞘翅背面的暗色花纹明显 前胸背板和鞘翅背面的暗色花纹不甚明显

触角沟稍弯曲 触角沟直

后足胫节具１个前锐突。锐突不分叉，细长沟状 后足胫节不具前锐突，锐突粗短、深裂成两叉状

腹部背板 ７后缘呈深凹陷状 腹部背板 ７后缘稍呈深凹陷

腹 腹板１～２中央平坦或较凸起，腹板 ５隆起区超过该

板长度的一半，隆起区后端为圆形

腹 腹板 １～２中央呈较宽凹陷，腹板 ５隆起区不

到该板长度的一半，隆起区后缘直

卵长 ０．８ｍｍ，宽 ０．１６ｍｍ，近似圆柱形，乳白色。

老熟幼虫体长约 １０ｍｍ。体细长，略向腹面弯曲，白色。头褐色，无足。腹部第 ２～７节背面

各有 １对略向前弯的钩状呼吸管，气门位于管中，借以获得稻根组织内及周围的空气。

蛹白色，复眼红褐色，大小及形态似成虫。蛹在土茧中形成。土茧黏附于根上，灰色，近似球

形，直径 ５ｍｍ。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如何区别 ３种稻飞虱的成虫？

２．根据主要形态特征制作二化螟、三化螟、大螟、稻螟蛉幼虫的检索表。如何区分二化螟、

三化螟、大螟的为害状？

３．如何区分稻纵卷叶螟和直纹稻苞虫的为害症状？

４．绘稻纵卷叶螟雌雄成虫的前翅特征图。

５．如何区分稻水象甲的雌、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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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６ 玉米、高粱和谷子害虫的识别

我国玉米、高粱和谷子害虫（常称杂粮害虫）有 ３００余种，其中玉米害虫有 ２３４种，谷子害虫

有 ４０多种，高粱害虫有 ３０余种。许多害虫能同时为害 ３种作物，但造成严重为害的有 ５０多种，

因地理区域和种植制度的差异各有其特点。为害根部或发芽种子的有多种地下害虫，如地老虎、

蝼蛄、蛴螬、金针虫、根蝽和根蛆等，局部地区还有土大蚊、玉米葵耕粉蚧等；蛀食茎秆的有玉米

螟、高粱条螟、粟灰螟等；蛀害果穗的有粟穗螟、棉铃虫、桃蛀螟、高粱小穗虫等；取食叶片造成缺

刻和孔洞的有东方黏虫、东亚飞蝗、土蝗及灯蛾类等；刺吸叶片汁液的有玉米蚜、高粱蚜、蓟马类

和叶螨类等。本实验主要列举北方常见杂粮害虫。

一、目的要求

认识玉米、高粱和谷子主要害虫的为害特点及重要形态特征，为玉米、高粱和谷子害虫的识

别、田间调查、预测预报和防治奠定基础。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解剖镜，镊子，放大镜，载玻片，擦镜纸；投影仪和录像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录

像带或 ＶＣＤ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玉米等杂粮害虫的成虫针插与盒装标本，卵、幼虫、蛹浸渍标本，生活史标本和部分害虫的玻

片标本，为害症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亚洲玉米螟（Ｏｓｔｒｉｎｉａｆｕｒｎａｃａｌｉｓ）

成虫：雄成虫体长 １３～１４ｍｍ，翅展 ２２～２８ｍｍ。体黄褐色。前翅内横线为暗褐色波浪状

纹，内侧黄褐色，基部褐色。外横线色暗褐，成锯齿状，外侧黄褐；内外横线之间褐色，在其中室中

央及端部各有一深褐色斑纹；外横线与外缘线之间为一褐色阔带。后翅灰黄色，中央有波浪横

纹，近外缘处为褐色带状。雌蛾体长 １３～１５ｍｍ，翅展 ２８～３４ｍｍ，体鲜黄色。前翅鲜黄色，线纹

淡褐，外横线与外缘线之间的阔带淡；后翅灰白色或灰褐色。腹部肥大，末端钝圆。

卵：卵块呈鱼鳞状，通常有 ２０～６０粒卵。单粒卵扁平椭圆形，大小为 １．０ｍｍ×０．８ｍｍ。初

产时乳白色，渐变淡黄，孵化前中心呈现一黑点，即幼虫头部。

幼虫：共 ５龄。初孵时体长 １．５ｍｍ，头部黑色，体乳白色半透明。成长幼虫体长 ２０～

３０ｍｍ，头部深褐色，体背色淡灰褐或淡红褐色，腹面色稍浅，有纵线 ３条，以背线较明显，暗褐

色。前胸背板及臀板淡黄色，其上生有细毛。中、后胸背面各有 ４个圆形毛片，其上各生 ２根

细毛。腹部１～８节背面中央有一明显横皱，其前方有横排的毛片４个，其后方有小毛片２个，

其上各生细毛 １根；第 ９腹节有 ３个毛片，中间者稍大，各生 ２根细毛。腹足趾钩为三序缺环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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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纺锤形，黄褐至红褐色。雄蛹长 １５～１６ｍｍ，腹部较瘦，端部较尖。雌蛹体长 １８～１９

ｍｍ，腹部较雄蛹肥大，端部较圆钝。雌、雄蛹腹部背面气门间均有细毛 ４列，第 ５至第 ６腹节腹

面各有足痕 １对。臀棘黑褐色。顶端有 ５～８根向上弯曲的刺毛。

在玉米和高粱心叶期，初孵幼虫大多沿叶爬入心叶丛中，取食尚未展开的心叶叶肉，残留表

皮，或将纵卷的心叶蛀穿。至心叶伸展后，叶面呈现半透明斑点或成行的孔洞，通称“花叶或排

孔”。至雄穗打苞时，幼虫大多集中苞内危害幼嫩雄穗，一般在雄穗出现前，幼虫大多蛀入雄穗

柄内，造成“折雄”。大龄幼虫大多自玉米雌穗节及其上下几节蛀入，形成蛀孔，蛀孔周围常有虫

粪，被害株易遭风折。

（二）粟灰螟（Ｃｈｉｌｏｉｎｆｕｓｃａｔｅｌｌｕｓ）

成虫：雄蛾体长 ８．５ｍｍ左右，翅展约 １８ｍｍ；雌蛾体长 １０ｍｍ左右，翅展约 ２５ｍｍ。体背及

前翅灰黄褐色。下唇须发达，向前下方直伸。前翅近长方形，其上散生黑褐色的细鳞片，中室有

１个小点，但常不甚明显，前翅沿外缘的翅脉末端有 ７个并列的小黑点，偶有 ６个。后翅灰白色，

外缘淡褐色。

卵：椭圆形，扁平，０．８ｍｍ×０．６５ｍｍ。与玉米螟卵相似，常数粒至数十粒排列成鱼鳞状卵

块，但卵粒较薄，且卵粒间重叠部分较小，排列较松散。初产时乳白色，孵化前变灰黑色。

幼虫：体长 １５～２３ｍｍ，体肉白色。头部红褐至黑褐色。前胸盾近三角形，黄褐色。自中胸

以后至腹末，背面有明显的紫褐色纵线 ５条，即背线、亚背线和气门上线。中、后胸背面各有 ４个

毛片，其上各生细毛 ２根。腹部 １～８节，各节背面近中央有 １细横皱纹，其前方各生毛片 ４个，

排成横列，其后方各有毛片两个，较小各生细毛 １根。腹足趾钩三序缺环型。

蛹：体长 １２～１４ｍｍ，黄褐色，背方仍保留幼虫时的 ５条纵线。腹部第 ７节以后瘦削，末端

平。第 ５至 ７腹节背面和 ６～７节腹面的近前缘均有横列不规则的突起数个，其中第 ６腹节腹面

的较不明显。并在 ５、６节腹面各具 １对腹足痕迹。

粟灰螟在北方主要为害谷子，以幼虫钻蛀谷子茎秆为害。苗期受害形成枯心苗。谷株抽穗

后被蛀，植株易倒折而形成瘪穗和秕粒。幼虫孵化后 ３ｄ，大多转至谷株基部，并自近地面处或第

２、３叶鞘处蛀茎为害；约 ５ｄ后被害谷苗心叶青枯，不易发现；至心叶变枯时，易发现被害，蛀孔处

仅有少量虫粪和残屑，而玉米螟为害的谷株其蛀孔处和地面常有大量虫粪。

（三）高粱条螟（Ｐｒｏｃｅｒａｓｖｅｎｏｓａｔｕｓ）

成虫：雌蛾体长１４ｍｍ左右，翅展３２～３４ｍｍ；雄蛾体长约 １２ｍｍ，翅展２４～２６ｍｍ。头胸背

面灰黄色，腹部黄白色。复眼黑褐色，下唇须较长，向前下方直伸。前翅灰黄色，顶角显著尖锐，

外缘略呈一直线，顶角下部略向内凹，翅外侧有近 ２０条暗褐色细线纵列，中室外端有 １黑色小

点，雄蛾此黑点较雌者明显，外缘翅脉间有 ７个小黑点并列。后翅色较淡，雌蛾着银白色，雄蛾着

淡灰黄色。

卵：椭圆而扁平，约 １．３×０．７ｍｍ，表面有微细的龟甲状纹。初产乳白色，渐变黄白至深黄

色。卵粒多排成“人”字形双行重叠的鱼鳞状卵块。

幼虫：初孵时乳白色，体面有淡褐色斑，连成条纹。成长幼虫体长 ２０～３０ｍｍ，肉白色至淡黄

色。成长幼虫有冬、夏两型。夏型幼虫胸腹部背面有明显的淡紫色纵纹 ４条，即亚背线和气门上

线。腹部背面气门之间，每节近前缘有 ４个黑褐色毛片，排成横列，中间两个较大，近圆形，均生

刚毛；近后缘亦有黑褐色毛片 ２个，近长圆形。冬型幼虫于越冬前蜕皮后，体表各节黑褐色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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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白色，体背具 ４条紫褐色纵线。

蛹：体长 １４～１５ｍｍ，红褐色或暗褐色，有光泽。腹部 ５～７节各节背面前缘有深褐色不规则

网状纹，末节背面有两对尖锐小突起。

初孵幼虫在心叶丛中取食心叶叶肉，残留表皮，至心叶伸展时，叶面呈现不规则的半透明斑

点，稍大则咬成不规则的小孔。和玉米螟不同，高粱条螟在心叶内生活为害约 １０ｄ左右，一般发

育至 ３龄，不等高粱、玉米抽穗即可在原为害的叶脉间蛀入茎内。如被蛀的高粱、玉米苗龄较小，

或幼虫蛀茎较早时，则易使被蛀株呈现枯心。有的则转入叶鞘，然后蛀茎为害，蛀茎部位一般多

在节间中部，而玉米螟则常自节基附近蛀入。被害茎节内常有幼虫数头至十数头，蛀食茎秆组

织，并多作环状蛀食，易风折。

（四）粟穗螟（Ｍａｍｐａｖａｂｉｐｕｎｃｔｅｌｌａ）

成虫：雄蛾体长 ７～８ｍｍ，翅展 ２０～２２ｍｍ；雌蛾体长 ９～１１ｍｍ，翅展 ２５～２７ｍｍ。体微红

白色，复眼黑褐色，下唇须向前突出，与头等长。前翅狭长，微带红白色，前缘和外缘色较深，沿外

缘有不甚明显的 ５个小黑点，中室中央及外端各有 １个小黑斑，缘毛灰白；后翅白色，半透明，无

斑纹。

卵：椭圆形，长约 ０．６ｍｍ。初产时乳白色，孵化前为灰褐色。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约 ２０ｍｍ，黄白色。头黑褐色，胸、腹背面两侧各有 １条浅红褐色纵线，

气门周围黑色，胸足淡褐色，腹足趾钩双序环式。

蛹：长 １０～１２ｍｍ，黄褐色，翅芽伸达腹部第 ４节末端，胸背及腹部背面第 １～８节中央有一

纵隆线，腹末无臀刺。

粟穗螟主要为害粟和高粱，其次是玉米。受害谷穗色污黑，子粒空瘪，布满丝网，并有大量虫

粪。

（五）桃蛀螟（Ｄｉｃｈｏｃｒｏｃｉｓ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成虫：体长约１０ｍｍ，翅展２０～２６ｍｍ。全体黄色，虫体瘦细。复眼球形，黑色。下唇须发

达，向上翘。触角丝状。胸部背面、翅面、腹部背面都具有黑色斑点。前翅有 ２５～２６个，后翅

约 １０个。腹部第 １节和第 ３至 ６节背面各有 ３个黑点。第 ８节末端黑色，雄蛾明显，雌蛾

模糊。

卵：椭圆形，长约 ０．７ｍｍ。初产时乳白色，孵化前变为红褐色。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约 ２２ｍｍ。头部红褐色，前胸背板褐色。胴部颜色变化较大，有暗红色、

淡灰色、灰褐色等，背面颜色较深。胴部第 ２至 １１节各有灰褐色毛片 ８个，略排成 ２横排，前 ６

后 ２。

蛹：长约 １３ｍｍ，长椭圆形，褐色，背面色较深。腹部第 ５至 ７节的前缘各有一排小刺。臀棘

细长，末端有 ６根刺钩。

桃蛀螟为害高粱时初孵幼虫蛀入幼嫩子粒内，用粪便或食物残渣把口封住，在其内蛀害，吃

空一粒又转一粒，直至 ３龄前。３龄后吐丝结网，缀合小穗中间留有隧道，在里面穿行啃食子粒，

严重的把高粱粒蛀食一空。为害玉米时，主要蛀食雌穗，食害子粒，造成子粒残缺不全，有时蛀入

雌穗穗轴中央，也可蛀茎为害。

（六）东方黏虫（Ｍｙｔｈｉｍｎ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ａ）

成虫：体色呈淡黄色或淡灰褐色，体长 １７～２０ｍｍ，翅展 ３５～４５ｍｍ。前翅中央近前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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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淡黄色圆斑，外侧圆斑较大，其下方有一小白点，白点两侧各有 １个小黑点。由翅尖向和

斜后方有一条暗色条纹。雄蛾稍小，体色较深。其尾端经压挤后，可伸出 １对鳃盖形的抱握

器，抱握器顶端具一长刺，这一特征是区别于其他近似种的可靠特征。雌蛾腹部末端有一尖

形的产卵器。

卵：小，呈馒头形，初产时乳白色，卵表面有网状脊纹，孵化前呈黄褐色至黑褐色，卵粒单层排

列成行，但不甚整齐，常夹于叶鞘缝内或枯叶卷内，在水稻和谷子叶片尖端上产卵时则常卷成

卵棒。

幼虫：体长可达 ３８ｍｍ，体色多变，有各种色彩，发生量少时体色较浅。大发生时体呈浓黑

色。头部中央沿蜕裂线有一“八”字形黑褐色纹。幼虫体表有许多纵条纹，背中线白色，边缘有

细黑线，背中线两侧有 ２条红褐色纵线条，近背面较窄，两纵线间均有灰白色纵横细纹。腹面污

黄色，腹足外侧具有黑褐色斑。幼虫共 ６龄，区别虫龄除体长、头壳宽度外，还可按腹足对数和行

动姿势加以识别。

蛹：红褐色，体长 １９～２３ｍｍ，腹部第 ５、６、７节背面近前缘处有横列的马蹄形刻点，中央刻点

大而密，两侧渐稀。尾端具 １对粗大的刺，刺的两旁各生有短而弯曲的细刺两对。雄蛹生殖孔在

腹部第 ９节，雌蛹生殖孔位于第 ８节。

幼虫 １～２龄时食量很小，仅啃食叶肉，在叶部形成半透明的小斑点。３、４龄幼虫以后，从叶

缘蚕食，咬成缺刻。５～６龄时大量蚕食叶片，仅留下粗叶脉，有时咬食谷穗或麦穗，大发生时常

将叶片全部吃光，仅剩光秆，抽出的麦穗、稻穗易能被咬断。

以上 ６种鳞翅目幼虫的区别要点如下：①体色；②头壳颜色与花纹；③身体毛片形状、排列和

颜色；④体线数目、颜色；⑤腹足趾钩的形式等。

（七）东亚飞蝗（Ｌｏｃｕｓｔ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

成虫：雄成虫体长 ３５．５～４１．５ｍｍ，前翅长 ３２．３～４６．８ｍｍ；雌成虫体长 ３９．５～５１．２ｍｍ。

前翅长 ３９．２～５１．２ｍｍ。体通常为绿色或黄褐色，常因类型和环境因素影响有所变异。颜面垂

直；触角淡黄色；复眼卵型，其后有较狭的淡色纵条纹，有时不明显，前下方常有暗色斑条纹；上颚

青蓝色。前胸背板中隆线发达，从侧面看，散居型略呈弧形，群居型微凹，两侧常具有暗色纵条

纹，群居型较明显。前翅狭长，常超过后足胫节中部，有褐色、暗色斑纹，群居型较深。后翅无色

透明。群居型后足腿节上侧有时有 ２个不明显的暗色条纹，散居型常消失或不明显；内侧基部之

半在隆线之间呈黑色，近顶端处具明显较狭的暗色横条纹。雄成虫腿节长 １７．５～２３．５ｍｍ，雌成

虫腿节长 １９．０～２８．７ｍｍ。后足胫节通常橘红色，群居型稍淡，沿外缘通常具刺 １０～１１个。

卵：卵块黄褐色，长筒型，长 ４５～６１ｍｍ，中间略弯，上部略细，占全长 １／５部分为海绵状胶

质，不含卵粒，其下部藏卵粒。卵粒间有胶质黏附。每块一般含卵 ５０～８０粒；最多可有 ２００粒，

呈斜排列，４行。卵粒呈圆锥形，稍弯曲，平均长 ６．５ｍｍ，宽 １．６ｍｍ

若虫：（蝻）共 ５龄，识别各龄期（表 ２－１６）对预测和掌握防治适期极为重要。

东亚飞蝗嗜食禾本科和莎草科作物及杂草，其中以芦苇、稗草和荻草最喜食，作物以小麦、玉

米、高粱、水稻、谷子、甘蔗等受害最重，一般情况下不取食双子叶食物。成虫和若虫咬食植物叶

片和嫩茎，大发生时可将作物食成光杆或全部食光，造成颗粒无收。

    
    

    
    

    
 



实验 ４６ 玉米、高粱和谷子害虫的识别 １５１

表２－１６ 东亚飞蝗各龄蝻外部形态比较

龄期
特 征

触角节数 前胸背板 翅芽 体长／ｃｍ

１ １３～１４ 后缘呈直线 很小、不明显 ０．５～１．０

２ １８～１９ 背 开始向后延伸，后缘中部

向后突出

稍 前、后翅芽，相差不大，翅

尖指向下方
０．８～１．４

３ ２０～２１
前 开始向前身，后缘显著向

后延伸并掩盖中胸、后缘成

钝角

明 ，前翅芽显著小 于后翅

芽，后翅芽略呈三角形，翅

尖指向后方

１．０～２．０

４ ２２～２３ 后 更向后延伸掩盖中、后胸

背面，后缘角度变小

翅 长达腹部第 ２节左右，向

背上靠近，翅尖开始指向后

方

１．６～２．５

５ ２４～２５ 后 更向后延伸并掩盖中、后

胸背面

长 腹部第 ４、５节，前翅芽狭

长并为后翅芽掩盖，向背上

合拢，翅尖指向后方

２．６～４．６

（八）玉米蚜（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ｍａｉｄｉｓ）

无翅孤雌蚜：体长 １．３～２．０ｍｍ，长卵形。灰绿至蓝绿色，身体长，被蜡粉。腹管周围略带红

褐色。头部、触角和足深色。触角短，长度约为体长 １／３，第 ６节鞭状部为基部长度的 １．５～２

倍。足短。腹管暗褐色，短圆筒状，端部稍缢缩。尾片短，中部稍收缢。

有翅孤雌蚜：体长 １．５～２．５ｍｍ，头胸部黑色，腹部灰绿色。无显著粉被。腹管前各体节有

暗褐色侧斑。触角、喙、足、腹节间、腹管及尾片黑色。腹管基部及端部较狭，管口稍缢缩。触角

６节，第 １至 ５节有次生感觉孔。

在玉米苗期，蚜虫多群集在心叶内吸食为害，待玉米心叶展开后，叶片上常见密密麻麻的蜕

皮壳。到玉米成株期，蚜虫多集中在植株底部叶片的背面或叶鞘、叶耳上，随植株长高，蚜虫逐渐

上移。玉米进入孕穗期，大量成、若蚜向雄穗转移，雄穗抽出后，蚜虫又聚集在雄花花萼及穗轴

上。到玉米扬花末期，蚜虫又集中于雌穗花丝叶处吸食为害。

（九）高粱蚜（Ａｐｈｉｓｓａｃｃｈａｒｉ）

无翅胎生雌蚜 体卵圆形，长约 １．５～２．０ｍｍ、宽 １ｍｍ左右。淡黄至豆黄色，少数紫红色。

头略带黑色，复眼暗红，喙端黑色。触角 ６节，长约为体长的 ２／３，除第 ５节端部和第 ６节为黑色

外，其余淡黄绿色。胸足胫节端灰黑而跗节黑色，其余淡黄色。腹部 １～５节背侧各有 １暗色斑

纹；腹管短，黑色，圆筒形；尾片黑色，圆锥形，上生毛 ３～４对，约与腹管等长或略长，近基部稍凹

缢。

有翅胎生雌蚜：体常卵圆形，长约 １．５ｍｍ、宽 ０．５ｍｍ左右。头、胸部黑色，腹中淡黄，少数

淡紫红色。触角各节、喙尖端、足的腿节端部、跗节、腹管、尾片、尾板均为黑色。触角约为体长的

２／３，第３节有感觉圈８～１２个。腹部１～７节背面各有１深色横带；２～５节背中线近旁有深纵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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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条，有时不甚明显；第 １至 ５节侧板于背板交界处各有 １个小点组成的节间斑；腹管、尾片与无

翅胎生雌蚜相似。

高粱蚜主要聚集于叶背吸食汁液，并排出大量蜜露。大发生年份，高粱叶面蜜露成层，反光

发亮，俗称“起油”。被害高粱由于养分大量消耗，光合作用受到阻碍，轻者叶片变红，重者茎秆

酥软早枯，或自中部弯倒出现“拉弓”，甚至不能抽穗，或穗而不实，造成严重减产。

（十）玉米蓟马

为害玉米的蓟马主要有禾蓟马（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ｅｌｌａｔｅｎｕｉｃｏｒｎｉｓ）和玉米黄呆蓟马（Ａｎａｐｈｏｔｈｒｉｐｓｏｂｓｃｕ-

ｒｕｓ）

玉米黄呆蓟马雌虫（长翅型）体长 １．０～１．２ｍｍ。体暗黄色，但胸部有不定型的暗灰色斑，

腹部背片较暗。触角 ８节，触角第 １节淡白色，第 ２～４节黄色，但逐渐变暗，第 ５～８节暗灰棕

色。前翅灰黄色，前翅前缘鬃 ２１根，前脉基部鬃 ８～１０根，端鬃 ２根，后脉鬃７～８根。前胸背片

光滑，仅边缘有少数线纹，中胸盾片横线纹不密，后盾片中部有模糊网纹，两侧为纵纹。中胸内叉

骨有刺。足黄色，股节和胫节外缘略暗。腹部背面两侧有少数线纹。１～８节背片鬃微小，腹片

后鬃较长。背片 ５～８节两侧无微弯梳，８节后缘梳完整，腹片无附属鬃，腹端鬃较暗。

卵肾形，乳白至乳黄色。成虫用锯齿状产卵器将卵产在玉米叶片叶肉内，并鼓出叶面。

２龄若虫体黄色中有灰色。头鬃很短，前胸鬃退化，后角鬃短。腹部有横排颗粒，无微毛。

鬃短，仅第 ８节鬃较长。第 ９节 ４根背鬃端部圆。

“前蛹”（第３龄若虫）体淡黄色，触角、翅芽及足淡白色，复眼红色。“蛹”（第 ４龄若虫）与

“前蛹”相似，但触角背于头上，向后伸至前胸，翅芽较长，近羽化时带褐色。

玉米蓟马成虫和若虫多集中在叶片反面为害，玉米受害后叶片背面出现断续的银白色条斑，

正面则呈现黄色条斑。受害严重时，叶片正反面均出现成片的银灰色斑并伴有微小黑斑（即虫

粪）。苗期受害叶片纵卷呈牛尾状，甚至尖端枯萎，尤其以麦套种玉米受害较重。受害严重的植

株，心叶卷曲或叶片端半部枯干。

（十一）截形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成螨：体长约 ０．３６～０．５２ｍｍ，雄螨的体长及体宽略比雌螨短小。体深红色，背体两侧有黑

斑；足为 ４对，足和虫体上有长毛。

卵：圆球形或椭圆形，有光泽，直径约 ０．１３ｍｍ。卵初为无色透明，后为黄绿色、红橙色，由浅

变深。

幼螨：体长约 ０．１５ｍｍ，近圆形，足 ３对，体色比成螨浅。

若螨：类似成螨，但虫体略小，体色也较成螨浅。

成螨、幼螨和若螨聚集于叶背主脉两侧，以刺吸式口器刺入玉米叶内组织，吸取汁液，并吐丝

结网，导致叶片积尘覆土。受害部位初期呈针尖大小的褪绿斑点，为害严重时叶片枯死。

（十二）红腹白灯蛾（Ｓｐｉｌａｒｃｔｉａｓｕｂｃａｒｎｅａ）

成虫：雌蛾体长 ２２～２６ｍｍ，雄蛾体长 ２０～２２ｍｍ。头、胸部黄白色。下唇须红色，顶端黑

色。触角及复眼黑色。胸部背面覆盖黄白色鳞片，腹部背面红色，中央及两侧各有 １条黑色纵

线，腹面白色。前翅黄白色，后缘中央斜向顶角有 １列黑点，两翅合拢时黑斑呈人字形。后翅粉

红色。雄蛾翅正面黑斑较雌蛾明显。

卵：圆球形，直径 ０．６ｍｍ左右。初产时乳白色或淡绿色，孵化前呈灰白色。

    
    

    
    

    
 



实验 ４７ 棉花害虫的识别 １５３

老熟幼虫：体长 ４０～５０ｍｍ。头部黑色，胸、腹部黄褐色，各体节上有毛瘤，其上有棕褐色长

毛。腹足黑色。

蛹：长约 １８ｍｍ，棕褐色，腹末臀棘上有短刺 １２根。

主要为害玉米、棉花。幼虫取食作物的叶、花、果实，可将叶片吃成孔洞或缺刻，严重时将叶

片吃光，也可为害玉米的雌穗，棉花的花、蕾等。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东方黏虫成虫前翅和亚洲玉米螟雌雄虫的前翅特征图。

２．根据主要形态特征制作亚洲玉米螟、高粱条螟、粟灰螟、粟穗螟、桃蛀螟和东方黏虫幼虫

的检索表。

３．东亚飞蝗的 ３龄幼虫有何特点？在防治上为什么要控制在 ３龄之前？

实验４７ 棉花害虫的识别

棉花害虫种类繁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３０种左右。从棉株受棉虫为害的不同时期来看，大

致分为苗期害虫和蕾铃期害虫。棉花苗期主要有棉蚜、棉蓟马、棉红蜘蛛、小地老虎等。棉花蕾

铃期主要有棉铃虫、棉蚜、盲蝽等。

一、目的要求

通过观察和比较，识别棉铃虫、棉蚜、棉红铃虫、棉盲蝽的形态特征和为害状。

二、仪器用品

体视显微镜，透视显微镜，培养皿，昆虫针，放大镜，镊子，塑料泡沫板；多媒体课件。

三、实验材料

棉铃虫、棉蚜、棉红铃虫、棉盲蝽成虫的盒装标本；幼虫、蛹的浸渍标本；为害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棉铃虫（Ｈｅｌｉｏｔｈｉｓ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成虫：体黄褐、灰黄、绿褐、赤褐色。前翅波浪型的亚外缘线与外横线之间色深，形成一深色

宽带，其内有 ５～７个小点（黑白色相间）；内横线、中横线肾形纹、环形纹均不甚明显，但翅反面

肾形纹、环形纹明显。后翅灰黄或灰白色，沿外缘有暗褐色宽带，前缘中部有一褐色月牙形斑纹。

蛹：赤褐色，第 ５至第 ７腹节前缘有环状刻点，背面较腹面刻点密度大；尾端有 １对细刺。气

门较大，围空片明显较高，空口处稍扩大。凡滞育蛹，化蛹后 ３～４ｄ后方左右出现 ４个黑点，排成

一斜行，非滞育蛹无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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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熟幼虫体长４０～５０ｍｍ，不同个体之间的体色和斑纹差别很大，大致划分为４个类型：（１）

体色淡红，背线、亚背线褐色，气门线白色，毛片黑色；（２）体色黄白，背线、亚背线绿色，气门线白

色，毛片与体色相同；（３）体色淡绿，背线、亚背线不明显，气门线白色，毛片与体色相同；（４）体深

绿色，背线、亚背线不太明显，气门线淡黄色。气门上方有一褐色纵带，系由体壁外突形成的微刺

排列成条组成，微刺比较尖锐。目前鉴别幼虫较为准确的特征是前胸气门前侧毛组两根侧毛

（Ｌ１ 与 Ｌ２）在一个毛片上，Ｌ１ 毛粗大，Ｌ２ 毛细小，且 Ｌ２ 毛位置较高，故 Ｌ１ 与 Ｌ２ 毛连成直线，通过

气门，至少与气门下缘相切。

棉铃虫是棉花的严重害虫，食性杂，以幼虫为害蕾铃，引起落蕾、落铃，影响棉花产量、质量。

（二）棉蚜（Ａｐｈｉｓｇｏｓｓｙｐｉｉ）

干母是从越冬孵化出的棉蚜，体长 １．６ｍｍ，茶褐色，触角 ５节，无翅，营孤雌生殖。

无翅胎生雌蚜是由干母胎生的蚜虫，能孤雌生殖，体长 １．５～１．９ｍｍ，体色夏季黄绿色或黄

色，春秋季酱黑深绿或棕色。触角 ６节，第 ３、４节无感觉孔，第 ５节末端有一个感觉圈。腹部末

端有一对较短的暗黑色腹管。尾片青绿色，乳头状，并具有刚毛 ３对。

有翅胎生雌蚜体长 １．２～１．９ｍｍ，体黄色浅绿或深绿色，前胸背板黑色，翅 ２对，腹部背面两

侧有 ３～４对黑斑。触角６节，比体短，第３节有感觉圈数个，排成一行，第 ４节无感觉圈或仅有 １

个，在第 ５节末端有 １个感觉圈。腹管暗黑色，表面有瓦砌纹。尾片与无翅胎生蚜相同。它也能

孤雌生殖。

有翅有性雄蚜体长 １．２８～１．９ｍｍ，体色变异很大，有绿灰色或赤褐色。触角 ６节，第 ３、４节

各有感觉圈 ２０余个，第 ５节 １０多个，第 ６节 ７～８个。腹管灰黑色，较有翅胎生雌蚜的腹管短

小。它与无翅产卵型雌蚜交尾产卵，越冬。

无翅产卵型雌蚜体长 １～１．５ｍｍ，体色为灰褐、墨绿、暗红或赤褐色。触角 ５节，第 ４节末端

有 １个感觉圈，第 ５节基部有 ２～８个感觉圈。后足胫节特别发达，并具有排列不规则的圈点几

十个。腹管较小，黑色。尾片同无翅胎生雌蚜。

卵：椭圆形，体长 ０．５ｍｍ左右，初产时橙黄色，后变为漆黑色，有光泽。

若蚜：体色夏季为黄色或黄绿色，春秋为蓝灰色。复眼红色，经 ４次蜕皮变为无翅胎生雌蚜，

或有翅胎生雌蚜（成蚜）。棉蚜除产卵越冬外，全年中都是孤雌胎生小蚜虫（若蚜）。

成、若蚜聚集在棉叶背面、花蕾及嫩茎上刺吸汁液，被害棉叶卷缩成团，棉株生长缓慢，严重

时植株矮小，甚至干枯死亡。由于蚜虫排泄物污染往往招致病菌发生，阻碍棉花的光合等生理功

能。

（三）棉红铃虫（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

卵：形状像大米粒，初产是白色，渐变红，卵粒表面有隆起纹，似花生壳。

幼虫：３龄前体白色，３龄后有红斑，前胸背板黑色，中央分开。

蛹：深褐色，腹部末端有细长的钩刺十几个，背面有一个角刺。

成虫：体小，前翅土褐色，近柳叶形，缘毛较长，表面有 ４块灰黑色不规则形斑纹。

该虫主要为害棉花，很少侵及其他植物。幼虫为害花蕾、花、棉铃及种子，使花不能开放，不

能结实，或者造成落花、落铃，并污染棉铃内部纤维，使棉籽连接，常造成双连籽。

（四）棉盲蝽类

棉盲蝽成虫和若虫刺吸棉株的嫩尖、嫩叶、花、蕾等幼嫩部分的汁液。嫩尖被害后，变黑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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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旁枝丛生。嫩叶被害后，被害部位出现黑点，随后黑点扩大穿孔，７～１０ｄ后破烂不堪，称为

“破叶疮”。幼蕾被害后 ２～３ｄ后变灰黑色，脱落。花受害后不能正常开放。嫩铃被害后，铃上

布满黑点不久就僵化脱落，严重时，全株没有铃，称为“虫棉花”。棉盲蝽类主要形态特征比较

（表 ２－１７）。

表２－１７ 三种盲蝽的主要形态特征比较表

虫态
绿盲蝽

（Ｌｙｇｏｃｏｒｉｓｌｕｃｏｒｕｍ）

苜蓿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ｌｉｎｅｏｌａｔｕｓ）

三点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ｉｃｏｌｌｉｓ）

成虫 体长５．２ｍｍ左右，绿色 体 ７．５ｍｍ，黄褐色。前胸背板后缘

有２个黑色圆点；小盾 片中央有

“Ⅱ”形黑纹

体 ７ｍｍ左右，黄褐色。

小盾片与翅楔形成明显

３个黄绿色斑

卵 长 １ｍｍ，长茄子形。卵盖

上无附属物

长 １．２ｍｍ，长茄子形。卵盖边上有

一指状突起

长 １．２ｍｍ，长 茄子形。

卵盖上有杆形丝状体

若虫 老龄若虫鲜绿色，复眼灰色 老 若虫黄绿色，复眼紫色
老 若虫黄绿色，身体上

密生黑色细毛

根据棉田盲蝽象重要种类检索表，识别绿盲蝽 、三点盲蝽、苜蓿盲蝽等的重要特征。

棉田盲蝽象主要种类检索表：

１．前胸背板没有点刻，触角第 ２节长不及 ３、４节之和 ２………………………………………

前胸背板有点刻，触角第 ２节与第 ３、４节之和一样长 ４………………………………………

２．小盾片全部是黑色，前翅近后缘处黑褐色，合拢时在身体背面形成一条黑色纵条

中黑盲蝽

………

…………………………………………………………………………………………

小盾片不全部黑色，身体背面没有上述黑色纵条 ３……………………………………………

３．前胸背板有 ３个黑色斑点，小盾片基角黑色，黄色部分呈菱形、前翅楔片黄色，故体上显

出 ３个明显的黄色斑纹 三点盲蝽………………………………………………………………

前胸背板通常有 ２个黑色斑点，小盾片有 ２条黑色纵线 苜蓿盲蝽……………………………

４．体全部绿色，前翅膜质区暗灰色 绿盲蝽……………………………………………………

前胸背板与小盾片有黑色斑纹，前翅膜质区透明，体枯黄色 牧草盲蝽………………………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棉蚜有翅胎生雌蚜的触角（感觉孔）、腹管、尾片。

２．绘棉三点盲蝽的前胸背板及前翅，苜蓿盲蝽的前胸背板。

３．说明棉蚜、棉盲蝽象的为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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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８ 大豆、烟草、花生害虫的识别

大豆的栽培以北方为主，害虫种类繁多。出苗前常受地下害虫（蛴螬、金针虫、蝼蛄）的为

害；生长期刺吸式害虫以大豆蚜最重要；为害大豆子粒的重要害虫有大豆食心虫、豆荚螟；食叶类

害虫有金龟子类、叶蛾类、尺蠖类等；蛀食茎秆的有豆秆黑潜蝇等。烟草自苗期开始，在整个生长

期，植株的每个部位都有害虫为害，如蝼蛄类、烟蚜、烟蓟马、烟青虫及斜纹夜蛾等。

一、目的要求

通过观察和比较，识别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常见的几种害虫形态特征及为害状。

二、仪器用品

体视显微镜，显微镜，培养皿，昆虫针，放大镜，镊子，塑料泡末板。

三、实验材料

银纹夜蛾，大豆小夜蛾，云纹夜蛾，豆卜馍夜蛾，豆长须夜蛾，大豆尺蠖，大豆蚜虫，大豆食心

虫，豆秆黑潜蝇，花生蚜虫，豆天蛾，烟青虫，烟蚜，大绿叶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大豆造桥虫

为害大豆的夜蛾类害虫有多种，常见的有：银纹夜蛾、大豆小夜蛾、云纹夜蛾、豆卜馍夜蛾、豆

长须夜蛾，它们常与其他食叶类叶蛾和尺蠖幼虫混合发生，统称为大豆造桥虫。大豆造桥虫幼虫

期吞食叶片，造成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将叶片食光或仅剩粗大叶脉。

１．银纹夜蛾（Ａｒｇｙ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ａｇｎａｔａ）

幼虫体长 ２５～３５ｍｍ，黄绿色、头端较细、尾端粗大，第 ８腹节背面隆起显著，体背有 ６条细

的白色体线，腹足式 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成虫体长 １５～１７ｍｍ，翅展 ３０～３５ｍｍ，体灰黑色，有光泽，胸部背面鳞毛立生，前翅灰褐色，

具有蓝紫色闪光，中央有一个银白色“秤钩”形斑纹和近三角形银点，两者靠近。

２．大豆小夜蛾（Ｉｌａｔｔｉａｏｃｔｏ）

幼虫体长 ２６～２８ｍｍ，细长毛片黑色，具 ２条不清晰的白色体线 ，有二型：一种类型头部黄

绿色，体背绿色，背线由黄白色斑纹组成，亚背线白色，气门线黄色，老熟前体消失为紫红色，老熟

后腹部变为青绿色，即双星明显型；一种类型头部具紫红色斑纹，体背紫红色，腹面绿色，背线、亚

背线呈绿、黑相混斑纹，气门浅黑色，即双星不明显型，腹足式 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１。

成虫体长 １０～１１ｍｍ，翅展 ２３～２６ｍｍ，灰褐色。有二型：一种类型体灰褐色，前翅灰棕色，

杂有暗白色鳞粉，中央有一个暗白色圆斑，在圆斑上方还有一个不明显的边缘白色中间褐色圆

斑，两斑相连呈“８”形；另一种类型前翅棕褐色，斑纹不明显。

３．云纹夜蛾（Ｍｏｃｉｓｕｎｄａｔａ）

幼虫体长 ５０～５５ｍｍ，头部黄褐色，有很多黄色纵条纹，体背青褐色，布满浅褐色小点，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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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纵条纹，第 １腹节背面两侧各有 １个黄白色黑边的眼纹，背线、气门线黄色，亚背线与气门线

由紫褐色细点组成，腹面紫褐色，腹足式 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成虫体长 ２０～２２ｍｍ，翅展 ４７～５０ｍｍ，黄褐色，前翅赭褐色，并有颜色较深的云状斑纹，翅

基部后缘处常有一个黑色近圆形斑点，有的个体此斑消失。

４．豆卜馍夜蛾（Ｂｏｍｏｌｏｃｈａｔｒｉｓｔａｌｉｓ）

幼虫体长 ２５～３０ｍｍ，细长，体末端比头端稍细。头绿色，具有不规则的黑褐色斑点。体灰

绿色，背线、亚背线呈半透明绿色，气门线白色，第 １腹节气门上毛在后上方，老熟后提中后部微

细。腹足式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成虫体长 １３～１４ｍｍ，翅展 ２８～３２ｍｍ，雌体暗灰色，雄体黑褐色，前翅内、中、外横线灰黑

色，自前缘基部至中横线有一个黑灰色倒三角形斑，顶角处还有一个灰黑色近半圆形斑纹，雌体

较雄体更为明显。

５．豆长须夜蛾（Ｈｙｐｅｎａｒｏｓｔｒａｌｉｓ）

幼虫体长 ２５～３０ｍｍ，较细长，头部黄绿色，具有黑色斑纹，体绿色、亚背线、气门线黄绿色，

第 １腹节气门上毛在气门正上方，腹足式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成虫体长 ９～１３ｍｍ，翅展 ２１～２２ｍｍ，紫褐色或棕褐色，下唇须特别发达，伸向头的前方，前

翅棕褐色，外横线灰褐色，向后倾斜至后缘中央，将翅面分为两半，翅基部黑褐色，端半部灰褐色。

６．小长须夜蛾（ｈｙｐｅｎａｔａｅｎｉａｌｏｉｄｅｓ）

幼虫体长 １８～２１ｍｍ。头部绿色，无斑纹，体淡绿色，背线、亚背线深绿色，呈半透明。腹足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成虫体长约 ７ｍｍ，翅展 １８ｍｍ，淡黄色。下唇须发达，长而前伸。前翅褐色，内、中、外横线

棕色波状，中央有 １个不明显的褐色圆斑。后翅淡褐色，有许多棕色散点。

７．大豆尺蠖（Ａｓｃｏｔｉｓｓｅｌｅｎａｒｉａ）

幼虫体长 ３７～４０ｍｍ，体背面白绿色，腹面浓绿色，气门周缘红褐色。以第 ２腹节最显著，此

节背中央近前缘处有 １对毛瘤，毛片红褐色，两毛片间尚有一黑色短纵纹，这一特征在近老熟时

全部消失，仅留黑色短纹。腹足式 ３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成虫体长 １５～１６ｍｍ，翅展 ３８～４５ｍｍ，暗灰色，前翅内横线、中横线、外横线及亚外缘线波

状，黑褐色，有一边缘黑褐色，内部白色肾形纹，沿翅外缘有半月形黑色斑纹相互连接，后翅与前

翅有相同的斑纹。

（二）其他大豆害虫

１．大豆食心虫（Ｌｅｇｕｍｉｎｉｖｏｒａｇｌｙｃｉｎｉｖｏｒｅｌｌａ）

成虫：体小形，体黄褐色至暗褐色，前翅暗褐色，沿前缘有十几条黑紫色短斜纹，其周围有明

显的黄色区。前翅外缘中部有 ３个黑斑。

幼虫：体较小，头部黄褐色，前胸硬皮板浅黄色，胴部鲜红色，体前后两端细，中间稍粗。

幼虫蛀入荚内为害，入荚幼虫先取食豆荚内的柔膜组织或进入种子食害，使豆粒形呈针眼似

的小孔；３龄以后，开始沿豆粒边缘取食，使豆粒呈兔嘴状缺刻。幼虫并不完全将豆粒食光，此种

习性可与豆荚螟区别。幼虫老熟时从豆荚脱出，豆粒外面留一圆形羽化孔。

２．豆秆黑潜蝇（Ｍｅｌａｎａｇｒｏｍｙｚａｓｏｊａｅ）

成虫：小型，体长约 ２．５ｍｍ。黑色，腹部有蓝绿色光泽。复眼暗红色。触角 ３节，末节钝圆，

    
    

    
    

    
 



１５８ 第二章 大田作物病虫害

中部背面有长芒 １根，长为触角的 ３倍。前翅淡紫色透明，具光泽，ｒ－ｍ横脉位于中室中部稍外

方，腋瓣具黄白色缘缨，平衡棒黑色。

卵：椭圆形，长 ０．３１～０．３５ｍｍ。乳白色透明。

幼虫：初孵幼虫乳白色，后变为淡黄色。３龄时体长 ３～４ｍｍ。口钩黑色，端齿尖锐。前胸

有前气门 １对，呈冠状突起，具有 ６～９个气门孔。第 ８腹节后气门 １对，淡灰棕色，中央呈柱状

突起，周围有 ５～９个开口。

蛹：蛹为伪蛹，长 ２～３ｍｍ。淡褐色，半透明。前气门呈黑三角状突起，黑色后气门中央突

起。

成虫多产卵于寄主的新梢嫩芽部位，孵化幼虫钻入组织内部蛀食，最后出现枯梢。幼虫期为

害则造成死苗，后期在豆秆上呈现许多红褐色的羽化小孔，致使植株生长势弱，进而折断。若剖

视被害寄主杆内，则见有红褐色粪便充满整个杆心。

３．豆天蛾（Ｃｌａｎｉｓｂｉｌｉｎｅａｔａ）

卵：球状，淡绿色，近孵化是变为黄白色，直径约 ２ｍｍ。

幼虫：头部形态常随龄期而不同，有三角形、圆形，最后一龄头型才固定，有尾角，老龄幼虫尾

角向后方伸，各体节有若干横皱纹，纹上有颗粒状突起，体的两侧自第 ３节起有自侧面向背后上

方斜伸的淡黄色突起小点组成的斜纹 ７对，末 １对的上端与尾角相连，腹足趾钩为二横带式。

蛹：深褐色，纺锤形，腹部末端有突出的臀刺。

成虫：体及前翅黄褐色，前翅较大，表面自前缘有 ５～６条波状横纹，在前缘中央处有近似三

角形的淡黄褐色斑，在顶角处有深褐色三角形斑 １个。后翅很小，有褐色带状纹。

以幼虫食害叶片，取食量较大，使叶片造成若干空洞。

４．大豆蚜虫（Ａｐｈｉｓｇｌｙｃｉｎｅｓ）

有翅胎生蚜：体长卵形，黄色或黄绿色。体侧有显著的乳状突起，额瘤不显。复眼暗红。触

角与体等长，第 ３节后半部及各节有瓦状纹，第 ３节有 ６～７个圆形感觉孔，排成一行。腹管黑

色，圆筒状，有瓦状纹。尾片与腹部白色，圆锥形，中部稍缢缩，有 ３～５对长毛。体长 ０．９５～

１．５２ｍｍ。

无翅胎生雌蚜：体长椭圆形，黄色或黄绿色。体侧有显著的乳状突起，额瘤不显。复眼暗红。

触角比身体短，第 ４、第 ５节末端及第 ６节黑色。尾片及腹管与有翅蚜相同。体长 ０．７５～

１．２９ｍｍ。

大豆蚜主要寄生在大豆的嫩茎及叶片上，吸收汁液。大豆受害后，叶片卷曲，植株矮小，影响

生育及产量。

（三）烟草害虫

１．烟青虫（Ｈｅｌｉｏｔｈｉｓａｓｓｕｌｔａ）

卵的纵纹不通到基部，长的与短的纵纹相间隔，均不分叉，２３～２６条，卵的高度小于直径。

幼虫体的大小、毛片、体色、体线及斑纹等与棉铃虫极为相似。目前用来区别此两种幼虫较

为可靠的特征是：前胸气门前侧毛组两根刚毛的位置不同，即 Ｌ２ 毛位较低，故 Ｌ１ 与 Ｌ２ 毛连成的

直线不接触气门，甚至离开很远。

成虫与棉铃虫也极为相似，但翅色斑纹等则有不同。前翅黄褐色，斑纹极明显，外横线和亚

外缘线间的褐带因亚外缘线参差不齐，所以宽度不等，色亦较深，褐带内的白点不清晰；后翅外缘

    
    

    
    

    
 



实验 ４８ 大豆、烟草、花生害虫的识别 １５９

黑色部分的内侧有 １条明显的细线。中横线、内横线、环形纹、肾形纹均较棉铃虫明显。

在烟株现蕾以前，以幼虫集中为害顶芽嫩叶，造成孔洞；留种地烟株现蕾后，蛀食花蕾及果

实。一般夏烟比春烟受害重，白肋烟较烤烟受害重。

２．烟蚜（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卵长 ０．４４ｍｍ，椭圆形，初产时淡黄色，后变黑色，有光泽。

干母体红色，淡红色、绿色等，触角 ５节，为体长之半。

无翅孤雌胎生蚜体淡黄红色、淡粉红色、青绿色、黄绿色，头部额瘤显著，触角第 ５节末端及

抵接膨大处有感觉孔 １个，腹管圆筒形，末端灰黑色，基部较粗，末端收缢，其近边缘处又稍膨大。

有翅孤雌胎生蚜头部及胸部背面黑色，头部额瘤显著，触角第 ３接最长，感觉孔 ９～１７个，第

５节末端及第 ６节膨大处各有一感觉孔。腹部背面中央有一黑褐色近方形斑纹，腹管与尾片同

无翅胎生雌蚜。

烟蚜的成、若虫群集烟株顶端嫩叶上为害，吸取叶片汁液，使植株生长迟缓、叶片薄而皱缩，

烤后呈黑色，降低烟叶品质和产量。同时，烟蚜是黄瓜花叶病、烟草花叶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烟蚜

的蜜露还常导致烟草煤污病的发生。

（四）花生害虫

１．花生蚜（Ａｐｈｉｓｍｅｄｉｃａｇｉｎｉｓ）

有翅胎生雌蚜体长 １．５～１．８ｍｍ，体黑绿色，有光泽。触角６节，第 ｌ、第 ２节黑褐色，第３、第

６节黄白色，节间带褐色，第 ３节较长，上有 ４～７个感觉圈，排列成行。翅基、翅痣、翅脉均为橙

黄色。各足腿节、胫节端部及跗节暗黑色，余黄白色。腹部各节背面具硬化的暗褐色条斑，第 ｌ

节、７节各具腹侧突 １对。腹管黑色，圆筒形，端部稍细，有覆瓦状花纹，长是尾片的 ２倍。尾片

乳突黑色上翘，两侧各生 ３根刚毛。

无翅胎生雌蚜体长 １．８～２．０ｍｍ，体较肥胖，黑色至紫黑色，具光泽。卵长椭圆形，初期为浅

黄色，后变草绿色至黑色。若蚜黄褐色，体上具薄蜡粉，腹管黑色细长，尾片黑色，很短。

花生蚜多群集中在心叶及幼嫩的叶背面、嫩茎和幼芽为害，开花后为害花萼管、果针，吸食汁

液。受害植株生长矮小，叶片卷缩，影响开花、结果。严重时茎叶变黑，蚜虫排出大量蜜露，而引

起霉菌寄生，重者可造成植株枯死。

２．大绿叶蝉（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

成虫：体长 ７～１０ｍｍ。体黄绿色，头橙黄色，复眼黑褐色，头顶有两个黑点，前翅蓝绿色，末

端灰白色半明。后翅及腹背黑色，足黄白至橙黄色。

卵：长圆形，微弯曲，一端稍尖，初乳白近孵化时黄白色。

若虫：与成虫相似，初孵化灰白色微带黄绿，胸腹背面无显著条纹，３龄后黄绿色，现翅芽，胸

腹背面显现 ４条褐至暗褐色纵纹，５龄时翅芽超过第 ２腹节，体长约 ７ｍｍ。

成虫：有较强的趋光性和趋绿性，常群集为害。成虫和若虫为害叶片，刺吸汁液，造成褪色、

畸形、卷缩，甚至全叶枯死。此外，还可传播病毒病。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１６０ 第二章 大田作物病虫害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银纹夜蛾前翅图，注明特征。

２．试制作大豆造桥虫幼虫特征检索表。

实验４９ 薯类害虫的识别

薯类作物主要指甘薯和马铃薯。薯类害虫主要有甘薯天蛾、麦蛾、小象甲等。甘薯是我国重

要粮食作物之一，栽培面积很大。甘薯小象甲是发生普遍、为害严重的大害虫，常年受害损失达

１０％ ～２０％，严重者损失达 ３０％以上。甘薯天蛾、麦蛾在某些年份发生亦颇严重。

一、目的要求

通过观察和比较，识别常见的几种薯类害虫形态特征及为害状。

二、仪器用品

体视显微镜，显微镜，培养皿，昆虫针，放大镜，镊子；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教学录像带。

三、实验材料

甘薯天蛾、甘薯卷叶蛾、甘薯小象甲的针插标本、盒装标本、为害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甘薯天蛾（Ｈｅｒｓｅ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ｉ）

卵球形，直径约 ２ｍｍ，淡绿色，表面光滑。

初孵幼虫淡黄色，以后体色加深并多变。中后胸及 １～８腹节有许多横皱折，形成若干小环，

中胸有 ６个小环，后胸及 １～７腹节有 ８个小环。第 ８腹节背面尾角光滑，末端下垂呈弧形。臀

板无瘤状突起，气孔杏黄色。体色为绿色，头黄绿色，两侧各有两条横纹，１～８腹节各节侧面有

深褐色斜纹；与前形近似，唯 １～８腹节斜纹为黄白色；体暗褐色，密布黑点，头黄褐色，两侧各有

两条黑纹，１～８腹节具斜纹，黑褐色。

蛹长约 ５６ｍｍ，红褐色，后胸背面两侧各有一深色斑纹，其上具有粗刻纹。１～８腹节背面前

缘密布刻纹，臀刺色较深，长三角形，表面有许多不规则突起，末端小叉。

成虫的头及胸部暗灰色，上有黑色细纵纹，腹部背面中央有暗灰色纵带，其两侧顺次有白色、

红色、黑色相间的横带，故似甲壳状。前翅灰褐色，具有很多细致方状斑，翅面有 ２条黑色细纵

纹，翅顶角有一曲折斜走黑色细纹，几乎伸达中室端部。后翅淡灰色，有黑色横带 ３条，近翅基有

一大形条状黑纹。

幼虫食害甘薯的叶和嫩茎，食量很大，严重时能把薯叶吃光，影响产量甚大。除甘薯外，也为

害其他旋花科植物。

（二）甘薯卷叶蛾（甘薯麦蛾，Ｂｒａｃｈｍｉａ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ａ）

卵椭圆形，长约 ０．６ｍｍ。初产乳白色，后变淡褐色，表面有细网纹。

    
    

    
    

    
 



实验 ４９ 薯类害虫的识别 １６１

幼虫头稍扁，黑褐色。前胸硬皮板褐色，中胸至第 ２腹节漆黑色，但中后胸前缘及 １～２腹节

前侧方均为灰白色。第 ３腹节以后为灰白色，亚背线黑色，３～６腹节两侧各有一黑色斜纹（白亚

背线想后下方倾斜）。腹足瘦长，淡灰色。

成虫为黑褐色小型蛾，体长 ６ｍｍ，翅展 １５ｍｍ。前翅狭长，中央有 ２个环形圈纹，外缘有 １

列黑点，后翅菜刀状，淡灰色，缘毛很长。

主要为害蕹菜和甘薯（红薯）等旋花科植物。幼虫卷叶，在其中取食叶肉，残留透明表皮，大

龄幼虫可将叶片食成孔洞。发生严重时，叶片大量卷缀，出现成片“火焚”现象。成虫有趋光性，

卵散产于叶背、叶脉间或新芽、嫩茎上。初龄幼虫只食叶肉，２龄后开始卷叶为害。幼虫除主食

叶片外，还能为害嫩茎和嫩梢。老熟幼虫在卷叶或土缝里化蛹。

（三）甘薯小象甲（Ｃｙｌａｓｆｏｒｍｉｃａｒｉｕｓ）

成虫体长 ４．８～７．９ｍｍ，体形似蚂蚁。虫体除触角末端、前胸及足为红褐色外，其余均为蓝

黑色而有金属光泽。头延长如象鼻，触角 １０节，末节特长，雌虫为长卵形，短于基部 ９节之和，雄

虫末节长圆筒形，长于基部 ９节之和。前胸近后部 １／３处收缩如颈状，翅鞘表面有不明显点刻，

足细长。

卵乳白色至黄白色，椭圆形，壳薄，表面具小凹点。末龄幼虫体长 ５～８．５ｍｍ，头部浅褐色，

近长筒状，两端略小，略弯向腹侧，胸部、腹部乳白色有稀疏白细毛，胸足退化，幼虫共 ５龄。蛹长

４．７～５．８ｍｍ，长卵形至近长卵形，乳白色，复眼红色。

成虫在田间或薯窖中嗜食薯块，在受害薯内潜道中残存成虫、幼虫和蛹及排泄物臭味，无法

食用，损失率 ３０％ ～７０％。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将 ３种薯类害虫列表，分别说明成虫的为害部位、为害状及形态上的主要特征。

    
    

    
    

    
 



第三章 果树病虫害

实验５０ 果树叶部主要病害的识别

目前，我国栽培的主要果树有：苹果、梨、葡萄、桃、山楂、柿、核桃、枣、杏、李、板栗、柑橘、荔

枝、香蕉和龙眼等。果树的叶部病害常常会引起果树早期落叶，不仅削弱树势，降低树体的抗病

能力，诱发枝干及根部病害的发生，而且直接降低果实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认识苹果、梨、桃、杏、葡萄等果树叶部主要病害的症状和病原特点，掌握各种叶部

病害的主要诊断特征。

二、仪器用品

投影仪，计算机；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挑针，擦镜纸，刀片，徒手切片夹持物，培养

皿；软化液，蒸馏水；挂图，照片，病菌玻片，教学录像带。

三、实验材料

果树叶部主要病害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及新鲜材料：苹果褐斑病，斑点落叶病，圆斑病，灰

斑病，轮斑病，白粉病，黑星病，锈病；梨黑星病，黑斑病，锈病，白粉病，黄叶病；桃缩叶病，细菌性

穿孔病，褐斑病；杏疔病及其他叶部病害标本。培养菌。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苹果褐斑病（Ｍａｒｓｓｏｎｉｎ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ａ）

１．症状 受病叶片，症状表现有 ３种类型：①同心轮纹型：病斑圆形或近圆形，中央呈暗褐

色，四周呈黄色，其周围有绿色晕圈，小黑点在病斑上排列呈同心轮纹状。小黑点即病原菌的分

生孢子盘。②针芒型：病斑较小似针芒状向外扩展，无一定边缘，后期病叶变黄，但病斑周围及背

面仍保持绿色。③混合型：病斑中部近圆形，上生小黑点，但无明显同心轮纹，外围呈针芒状放

射。仔细观察标本症状，注意症状特点及病征类型。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盘二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无色、单胞、圆柱形，呈栅状排列。

分生孢子无色、双胞、一大一小，下面细胞较小，分隔处稍缢缩，呈葫芦形。

取苹果褐斑病病叶，徒手切取病组织上的黑色小粒点，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盘、分生孢子

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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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苹果圆斑病（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ｉｃｔａｓｏｌｉｔａｒｉａ）

１．症状 该病主要为害叶片，也可为害枝及果实。叶片上病斑圆形，褐色，边缘清晰。病健

交界处为紫褐色。病斑中有一道紫褐色、圆圈状环纹。病斑中心有 １个小黑点。枝条常在叶节

或短果枝的基部发病，病斑大小差异很大。小斑深紫色，后期干枯凹陷；大斑中心为浅褐色，中生

少数黑色小点，病斑周围干裂。果实染病时，果面先出现暗褐色、突起的圆形小斑，扩大后直径可

达 ６ｍｍ以上，边缘不规则，病部散生黑色小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叶点霉属真菌。分生孢子器近球形，分生孢子单胞、无色、卵圆

形至椭圆形。

（三）苹果灰斑病（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ｉｃｔａｐｉｒｉｎ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也为害枝条、叶柄及果实。叶片上的病斑因叶片发育程度的不同

而有差异。嫩叶上，病斑初期为黄褐色小点，渐扩大为褐色斑，后期转为银灰色。病斑圆形或不

规则形，大小为 ３～５ｍｍ。边缘清晰，表面有光泽，散生稀疏的黑色小粒点。果实染病时，病斑近

圆形或不规则形，黄褐色，微下陷，有时病斑周围有深红色晕，病斑周围散生细小粒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叶点霉属真菌。分生孢子器近球形、褐色；分生孢子卵圆形或

圆筒形，无色，单胞，内有 １～２个油滴。

（四）苹果轮斑病与斑点落叶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ｆ．ｓｐ．ｍａｌｉ）

１．症状 ①轮斑病：多在老叶上发生，病斑较大，圆形或半圆形，边缘整齐，褐色，有明显轮

纹。潮湿条件下，病斑背面可产生黑色霉层，不易造成叶片脱落。②斑点落叶病：为害嫩叶，病斑

中等，圆形、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红褐色，经常有轮纹或环纹，可造成叶片扭曲畸形，严重时早期脱

落；潮湿条件下，病斑上也可产生黑色霉状物，但不明显或稀疏。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病菌形态相同，致病力不同。分生孢子梗自气

孔伸出，丛生，暗褐色，合轴状，弯曲多细胞。分生孢子顶生或侧生，短棍棒形，暗褐色，具纵横隔

膜。

观察病害标本，比较轮斑病与斑点落叶病症状的异同点。

从叶片表面刮取黑色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

（五）苹果白粉病（Ｐｏｄｏｓｐｈａｅｒａｌｅｕｃｏｔｒｉｃｈ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新梢、叶片和嫩枝，也可侵染幼果。症状特点是受害部位表面产生白色

粉状物或粉斑。新梢发病时，病梢瘦弱，节间缩短，叶片簇生、细长、扭曲，变硬变脆，表面布满白

色粉状物。后期，在叶背的主脉、支脉、叶柄及新梢上产生成堆的小黑点（闭囊壳）。严重时，整

个新梢枯死。叶片受害，先产生成块的绒状菌丝层，后逐渐扩大，其上生一层白粉。病叶狭长皱

缩，硬而脆，叶缘卷曲。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叉丝单囊壳属真菌，无性阶段属于半知菌亚门粉孢属。闭囊壳

球形、黑褐色，顶部产生多条长而坚硬的附属丝，附属丝顶端有时呈二叉状分枝。每个闭囊壳内

只产生椭圆形或球形的子囊，子囊内含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无色，单胞，椭圆形。

观察病害标本，注意受害部位的病状与病征特点。

挑取受害部位的小黑点制片，观察闭囊壳的形状、附属丝特点、闭囊壳内子囊及子囊孢子的

数目、形态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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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苹果锈病（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ｙａｍａｄａｉ）和梨锈病（Ｇ．ｈａｒａｅａｎｕｍ）

１．症状 两种锈病症状相同。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为害幼果、叶柄、果柄等。其主要特点均

为病部橙黄色，组织肥厚肿胀，病部初生黄色小点（性孢子器），后期变成黑色，晚期病斑上长出

黄白色毛状物（锈孢子器）。叶片受害，性孢子器产生在叶正面，锈孢子器产生于叶背面。其他

部位受害，性孢子器与锈孢子器均产生于病斑表面。观察病害标本，注意症状特点，性孢子器和

锈孢子器的着生位置等。该病具有转主寄生现象，转主寄主为桧柏。在桧柏上，病菌只侵染小

枝，在小枝的一侧形成球形瘿瘤。来年春季瘿瘤破裂，露出浅褐色舌状冬孢子角（冬孢子）。

２．病原 苹果、梨锈病的病原为担子菌亚门胶锈菌属真菌。冬孢子产生于转主寄主桧柏

上，双胞，黄褐色，梭形具有长柄，长柄遇水胶化。性孢子产生于性孢子器内，椭圆形。锈孢子产

生于锈孢子器内，球形，表面具细瘤。

取转主寄主桧柏，从冬孢子角上挑取冬孢子，制片镜检。观察冬孢子特点，注意冬孢子壁的

薄厚、柄的长短等。

（七）苹果花叶病（Ａｐｐｌｅ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ＡｐＭＶ）

１．症状 典型症状特点是在绿色的叶片上出现褪绿斑块，使叶片颜色浓淡不均，呈现“花

叶”状。叶片畸形，有时也出现叶脉变黄、叶肉仍保持绿色的“黄色网纹”类型。观察症状标本，

注意叶片褪绿特点与非侵染性病害有何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等轴不稳定环斑病毒属苹果花叶病毒。病毒粒体球形。

（八）苹果小叶病（生理性病害）

１．症状 主要发生于枝头上，枝头短截后，不能抽出正常的延长枝，而形成丛生的小枝，病

枝上的叶片狭小细长，呈柳叶状。病枝节间短缩，叶片簇生。观察病害症状，注意病叶、病枝的特

点以及与健康枝叶的区别。

２．病原 由缺锌引起。

（九）苹果黄叶病、梨黄叶病（生理性病害）

１．症状 从枝条顶端叶片开始发生，初期叶肉先变黄，但叶脉仍保持绿色，呈“绿色网纹”

状，随病情加重，叶片全部变黄，形成黄叶；最后全叶变白，甚至焦枯脱落。观察症状标本，注意叶

片失绿特点。

２．病原 由缺铁引起。

（十）梨黑斑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ｋｉｋｕｃｈｉａｎａ）

１．症状 初期形成圆形黑色小斑点，扩展后为圆形、近圆形或多角形，病斑中央灰白色，边

缘黑褐色，常有轮纹。潮湿条件下，病斑表面可产生许多墨绿色至黑褐色霉状物。观察症状标本

或照片，掌握其主要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暗褐色，直立，有分隔。分生孢子

短倒棍棒形，暗褐色，有纵横隔膜。刮取病斑表面的黑色霉状物制片，观察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

子的形态、颜色及着生状况。

（十一）梨黑星病（Ｖｅｎｔｕｒｉａｐｉｒｉｎａ）

１．症状 为害果实、嫩梢、叶片、芽等幼嫩绿色部分。叶片受害时，多在叶片背面的叶脉两

侧产生墨绿色至黑色霉状物，严重时霉状物布满整个叶背，叶片正面与霉状物相对应处出现褪绿

黄斑，有时叶片正面也可产生霉状物。重病叶片往往变黄而在早期脱落。芽受害时，鳞片上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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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霉状物，严重时芽变黑枯死，轻病芽翌年萌发形成病梢。梨黑星病诊断要点是观察发病部位

表面产生墨绿色至黑色的霉状物。观察病害症状，比较各受害部位的不同特点、霉状物颜色及着

生位置等。

２．病原 有性态为子囊菌亚门黑星菌属真菌。无性态（Ｆｕｓｉｃｌａｄｉｕｍｖｉｒｅｓｃｅｎｓ），为半知菌亚

门黑星孢属。假囊壳在枯枝落叶上产生，叶背较多，初埋生后外露，深褐色，近球形。子囊棍棒形

或圆筒形，内含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长卵圆形或椭圆形，偏下方有一横隔，黄褐色。病部表面

的霉状物即为病菌的分生孢子梗与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丛生，暗褐色，单胞；分生孢子顶生或

侧生，淡褐色，单胞（偶有双胞），瓜子形或纺锤形。

镜检病菌有性态切片，观察假囊壳、子囊与子囊孢子的形态特征及子囊孢子的数目，在子囊

内的排列方式等；从受害叶表面刮取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与分生孢子形态特征。

（十二）葡萄霜霉病（Ｐｌａｓｍｏｐａｒａｖｉｔ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叶片正面产生褪绿黄斑，背面产生白色霜霉状物。新梢、幼果发

病时，表面产生白色霜霉状物。观察病害标本，注意霜霉状物的产生位置及颜色。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单轴霉属真菌。白色霉状物为病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孢囊

梗从气孔中伸出，丛生，单轴直角分枝 ３～５次；孢子囊无色、卵形至椭圆形，顶端有乳突。卵孢子

产生于病组织内部，球形、褐色、表面光滑、略具波纹状起伏。

从病叶背面挑取少量白色霜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孢囊梗的分枝特点，顶端状况及孢子囊形

态等。

（十三）葡萄黑痘病（Ｓｐｈａｃｅｌｏｍａａｍｐｅｌｉｎｕｍ）

１．症状 主要为害绿色的幼嫩部分。受害组织上病斑长条形、梭形或不规则形，中部色浅

呈灰、灰褐或灰黑色，边缘色深呈深褐或黑色，且病斑中部常常凹陷、开裂。幼果发病时，病斑圆

形，中部凹陷呈灰白色，外部深褐色，边缘紫色，整个病斑似“鸟眼”状；潮湿时，病斑上可产生小

黑点并溢出灰白色黏液。叶片发病时，病斑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央灰白色，边缘暗褐色或紫褐色，

后期病斑中央常破碎穿孔。

观察症状标本，注意各受害部位的症状及病征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痂圆孢属真菌。分生孢子盘黑色，半埋生于寄主组织中，突破

表皮后长出产孢细胞及分生孢子。产孢细胞圆筒形，短小密集，无色单胞，顶端着生分生孢子。

分生孢子单胞，卵形或长圆形，稍弯，中部缢缩。观察病菌玻片，注意分生孢子盘和分生孢子的形

态特征。

（十四）葡萄褐斑病

１．症状 葡萄褐斑病分为大褐斑病和小褐斑病两种。大褐斑病：病斑近圆形或不规则形，

直径 ３～１０ｍｍ，中部黑褐色，边缘红褐色，外围黄褐色，病斑背面可长黑褐色霉层，有时病斑中部

有环纹；小褐斑病：病斑多角形或近圆形，直径 ２～３ｍｍ，深褐色，中部颜色稍浅，后期背面产生较

明显的黑色霉状物。观察两种褐斑病标本，比较其异同点。

２．病原 大褐斑病菌（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ｖｉｔｉｓ）属半知菌亚门假尾孢属真菌。小褐斑病菌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ｒｏｅｓｌｅｒｉ）属于半知菌亚门尾孢属真菌。大褐斑分生孢子梗细长、褐色、多胞，常 １０～３０

根集结成束状，孢梗束基部紧密结合在一起，顶部分开；分生孢子倒棍棒状、褐色、多胞、稍弯曲。

取病菌玻片观察大褐斑病菌的分生孢子梗与分生孢子形态特征，或刮取发病部的霉状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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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镜检观察。

（十五）桃缩叶病（Ｔａｐｈｒｉｎ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ｎｓ）

１．症状 叶片肥厚、皱缩、呈波纹状，渐变红褐色，后期于病叶表面产生一层灰白色粉状物。

严重时病叶变褐、焦枯、脱落。观察症状标本，掌握病害症状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外囊菌属真菌。病部灰白色粉状物即为病菌的子囊与子囊孢

子。子囊呈层状平行排列于寄主表面，裸露，圆筒形。子囊下有足胞，一般内含 ４～８个子囊孢

子。子囊孢子无色，单胞，近球形至卵圆形，在子囊内外可以芽殖。

镜检病菌切片，注意子囊在寄主表面的排列情况，子囊内子囊孢子的数目。

（十六）桃穿孔病

１．症状 桃穿孔病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细菌性穿孔病：穿孔边缘不整齐，多在叶片边缘发

生，病斑紫褐色至黑褐色，外围有黄晕；② 霉斑穿孔病：穿孔边缘整齐，无坏死残余组织；病斑褐

色，潮湿时叶背长污白色霉状物；③ 褐斑穿孔病：穿孔边缘整齐，有明显的坏死残余组织；病斑中

部淡褐色，边缘紫色或红褐色，斑上有一明显的环纹，潮湿时病斑上长出灰褐色霉状物。

观察 ３种穿孔病症状，比较其症状有何不同。

２．病原 ①细菌性穿孔病菌（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ｐｒｕｎｉ）是薄壁菌门黄单胞杆菌属细

菌；②霉斑穿孔病菌（Ｃｌａｓｔｅｒ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ｃａｒｐｏｐｈｉｌｕｍ）是半知菌亚门镰孢属真菌；③褐斑穿孔病菌

（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ｃｉｒｃｕｍｓｃｉｓｓａ）是半知菌亚门假尾孢属真菌。

（十七）柿圆斑病（Ｍｙｃｏｓｐｈａｅｒｅｌｌａｎａｗａｅ）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也可为害柿蒂。叶片病斑圆形，中间色浅、呈褐色，边缘色深，呈黑

色，外围有黄晕；后期病斑背面产生黑色小点。柿蒂受害，病斑圆形，褐色。观察病害症状标本，

注意病斑形状及颜色。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球腔菌属真菌。子囊壳球形或洋梨形，黑褐色，顶端有孔口。

子囊丛生于子囊壳底部，无色，圆筒形，内有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无色，纺锤形，双胞。

观察病菌玻片，注意子囊壳、子囊和子囊孢子形态。

（十八）柿角斑病（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ｋａｋｉ）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与柿蒂。叶片病斑多角形，叶正面病斑中部浅褐色，边缘及病斑中

的叶脉黑色，后期密生许多绒球状小黑点；背面病斑褐色至黑褐色，边缘不明显，亦可产生少量小

黑点。柿蒂发病时，多在 ４个角上，褐色，不规则形，后期正反两面均可产生小黑点，以背面较多。

观察症状标本，比较与柿圆斑病的异同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尾孢属真菌。绒球状小黑点即为病菌分生孢子的子座、分生孢

子梗与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淡褐色；分生孢子倒棍棒状，直或稍弯，多胞，无色至淡黄色。

（十九）枣锈病（Ｐｈａｋｏｐｓｏｒａｚｉｚｙｉｐｈｉ－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１．症状 只为害叶片。多在叶片背面基部两侧先出现症状，初期为淡绿色小点，逐渐形成

暗黄色突起（夏孢子堆），后期突起破裂，散出黄褐色粉状物（夏孢子）。严重时叶背面产生许多

夏孢子堆，并造成早期落叶。

观察症状标本，注意夏孢子堆着生特点及颜色。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层锈菌属真菌。夏孢子黄色，卵圆形至椭圆形，表面密生短刺。

从病叶上刮取少量黄褐色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夏孢子形态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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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枣疯病（Ｊｕｊｂｅｗｉｔｃｈｅｓｂｒｏｍｍ，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ａ）

１．症状 主要特点为枝叶丛生，叶片黄化，黄化叶片很小，病树结果常造成果实呈花脸状。

观察症状标本，注意症状特点：丛生枝是否开花，叶片大小、颜色等。

２．病原 病原是软壁菌门植原体属。菌体为不规则球形，无细胞壁，仅有原生质膜包被。

多堆积成团或连接成串。观察病原电镜照片，注意菌体形态和排列方式。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描述苹果和梨几种主要叶部病害的症状特点。

２．绘制苹果褐斑病、苹果斑点落叶病、梨黑星病（有性态和无性态）、梨白粉病（有性态）、苹

果或梨锈病（冬孢子）病原形态图。

３．列表比较葡萄几种果实和叶部病害的症状异同点。

４．绘葡萄霜霉病、葡萄褐斑病病菌形态图。

实验５１ 果树根部病害的识别

果树根部病害主要包括根朽病、紫纹羽病、白纹羽病、白绢病、毛根病等。虽然根部病害种类

不多，但防治困难，危害严重。根部病害发病后，地上部表现为树体生长势弱，枝条节间短，叶片

小而黄，发芽迟，落叶早等特点，严重时局部枝条或全树枯死。

一、目的要求

认识果树根部主要病害的症状和病原特点，掌握病害的诊断要点。

二、仪器用品

投影机，计算机；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拨针，培养皿，擦镜纸，徒手切片夹持物等；

蒸馏水，棉蓝；切片，挂图，多媒体课件等。

三、实验材料

仁果类果树根部主要病害（苹果：根癌病、毛根病、根朽病、紫纹羽病、白纹羽病、白绢病等）

的标本、新鲜材料。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果树根朽病（Ａｒｍｉｌｌａｒｉｅｌｌａｔａｂｅｓｃｅｎｓ）

１．症状 主要为害根茎与主根，并可沿根茎、主根、主干向上或向下扩展蔓延。该病的主要

特点是皮层与木质部之间及皮层内充满白色至淡黄色的扇状菌丝层，新鲜菌丝层在黑暗处有蓝

绿色荧光。病皮加厚并具弹性，病组织有浓厚的蘑菇气味。后期病部皮层腐烂，木质部腐朽。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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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条件下，病树基部及断根处可长出丛生的米黄色蘑菇状子实体。

观察病害症状，注意菌丝层及组织腐烂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假密环菌属真菌。菌丝体初白色，老熟后呈黄褐色至褐色。子

实体丛生，菌盖呈浅米黄色至黄褐色，其上长有毛状小鳞片。菌肉白色，菌褶延生，不等长，浅米

黄色，稍疏松，柄上有毛状鳞片。菌柄中部无菌环。担孢子椭圆形或近球形，单胞，无色，光滑。

观察病菌子实体，注意菌盖、菌褶、菌柄特征。

（二）果树紫纹羽病（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ｍｏｍｐａ）

１．症状 可为害多种果树。初发生于细根，后逐渐扩展到主根及根茎部。主要特点是病根

表面缠绕有紫红色菌索或丝网状菌丝，甚至形成厚绒布状的菌丝膜。后期菌丝膜表面产生半球

形紫红色菌核。病根皮层腐烂，木质部腐朽，但栓皮不腐烂，呈壳状套于根外，捏之易破碎。烂根

有浓烈的蘑菇味。

观察病害症状，注意菌丝、菌索及菌丝膜特点，并与根朽病的症状比较有何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卷担菌属真菌。菌丝体紫红色，在病根外表集结成菌丝膜和根

状菌索，紫色或紫红色。菌丝膜外表着生担子和担孢子。担子无色，圆筒形，由 ４个细胞组成，向

一方弯曲。每一细胞生出 １个小梗，小梗无色，圆锥形，顶端着生无色、单胞、卵圆形的担孢子。

担孢子无色，顶端圆，基部尖。菌核半球形，紫色，剖面外层紫色，稍内为黄褐色，内部为白色。

取病根上的紫褐色菌体制片，观察菌索形态与结构。

（三）果树白纹羽病（Ｒｏｓｅｌｌｉｎｉａｎｅｃａｔｒｉｘ）

１．症状 可为害多种果树。初发生于细枝根，扩展后可达主根基部，但很少扩展到根茎部

和地上部。主要特点是病根表面缠绕有白色至灰白色菌索或丝网状菌丝，有时可形成灰白色至

灰褐色绒布状菌丝膜。木质部表面有时可产生黑色圆形菌核。烂根无特殊气味或略有蘑菇味。

观察症状标本，注意菌丝、菌索及菌丝膜特点，并与根朽病、紫纹羽病的症状比较有何不同。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座坚壳属真菌。子囊壳黑色，球形，顶端有乳头状的突起，壳内

有许多子囊。子囊无色，圆筒形，有长柄，内生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单胞，暗褐色，纺锤形。

无性态的分生孢子梗丛生，淡褐色，有横膈膜，上部有分枝。分生孢子无色至淡褐色，单胞，卵圆

形。菌核在腐朽的木质部形成，黑色，近圆形，直径 １ｍｍ左右，大的可达 ５ｍｍ。老熟菌丝可形

成厚垣孢子。

观察病菌菌丝、菌索、子囊壳和子囊孢子，注意其特征。

（四）果树白绢病（Ｐｅ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ｒｏｌｆｓｉｉ）

１．症状 主要为害苹果等多种果树的根茎部。主要特点是根茎表面布满白色菌丝层，后期

在病部周围形成许多菜籽状黑色小菌核。病部初为褐色、水浸状，可溢出淡褐色汁液，后期病部

皮层腐烂，但木质部不腐烂。腐烂皮层有浓烈酒糟味。观察症状标本，注意区别与根朽病、紫纹

羽病、白纹羽病的症状异同点。

２．病原 有性态为担子菌亚门薄膜革菌属真菌。无性阶段为半知菌亚门小核菌属真菌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ｒｏｌｆｓｉｉ）。菌丝体初为白色，老熟后略带褐色，分枝角度较大。菌核圆形或椭圆形，黄

褐色，表面平滑，有光泽，易脱落，内部灰白色，结构致密。子实层平滑，白色，初疏松，后密集成

层。担孢子近圆形或梨形，单胞，无色，表面平滑。

观察病菌菌丝体和菌核形态，注意与其他根部病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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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果树根癌病（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１．症状 主要症状特点是在发病部位形成大小不等的癌肿。癌肿多发生在根茎部，也可发

生在主根与侧根上，甚至在地上主干、主枝基部也可形成肿瘤。根癌病可为害苹果、梨、桃和葡萄

等多种果树，肿瘤色深、较硬、木质。观察病害症状，注意肿瘤的大小、颜色、外部形态、着生部位

及是否木质化等。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土壤杆菌属。菌体短杆状，两端略圆，单生或链生，具有 １～４根

周生鞭毛，革兰氏染色阴性。

（六）果树毛根病（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

１．症状 为害苹果树主、侧、根，主要症状特点是在病根上形成丛生的毛发状根群。观察症

状标本，注意症状与根癌病有何不同。

２．病原 病原属于薄壁菌门野杆菌属。

（七）圆斑根腐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Ｆ．ｓｏｌａｎｉ；Ｆ．ｃａｍｐｔｏｃｅｒａｓ）

１．症状 先从须根（吸收根）开始变褐枯死，后延及上部的肉质根，围绕须根的基部形成一

个红褐色的圆斑。病斑进一步扩大，并且相互联合，深达木质部，致使整段根变黑死亡。病根可

以反复产生愈伤组织和再生新根，因此，病部最后凹凸不平，病健组织彼此交错。

观察症状标本，注意症状特点，并注意与其他根部病害的区别。

２．病原 由 ３种镰孢菌侵染所致：①尖镰孢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ｐｏｒｕｍ）；②腐皮镰孢菌（Ｆｕ-

ｓａｒｉｕｍｓｏｌａｎｉ）；③弯角镰孢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ｃａｍｐｔｏｃｅｒａｓ）。它们均属于半知菌亚门镰刀菌属。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列表比较果树几种主要根部病害的症状异同点。

２．绘圆斑根腐病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分生孢子形态图。

实验５２ 果树枝干病害的识别

果树枝干病害主要包括腐烂病、枝干轮纹病、干腐病、干枯病和木腐病等。苹果树腐烂病造

成死枝、死树，甚至导致毁园，是苹果上危害较为严重的毁灭性病害。轮纹病和干腐病虽不至于

造成死树，但为害枝干后严重削弱树势，而且病菌还为害果实，导致大量烂果。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认识果树枝干主要病害的症状和病原特点，掌握病害的诊断特征。

二、仪器用品

投影机，计算机；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解剖刀，拨针，培养皿，擦镜纸，小木板；蒸馏水，软

化液，棉蓝；切片，挂图，照片，幻灯片，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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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材料

果树枝干主要病害（苹果：苹果树腐烂病、轮纹病、干腐病，梨：轮纹病、腐烂病等）的症状标

本、新鲜材料。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苹果树腐烂病（Ｖａｌｓａｍａｌｉ）

１．症状 枝干上的症状有溃疡型和枝枯型两种类型。①溃疡型：主要发生于主干，初期病

斑红褐色、水浸状、稍隆起，病组织松软，用手指按压则下陷。病皮易剥离，皮层呈红褐腐烂，并有

浓烈的酒糟味。后期病斑干缩凹陷，硬化，表面产生许多小黑点即病菌分生孢子器或子囊壳。润

湿时，小黑点上可溢出黄色丝状物。② 枝枯型：主要发生于 ２～４年生小枝上，病斑形状不规则，

扩展迅速当病斑占围整个枝条导致枝条枯死；后期病部亦可产生小黑点，并溢出黄色丝状物。苹

果树腐烂病的症状特点可概括为“皮层烂，酒糟味，小黑点，冒黄丝”。

取盒装标本，观察比较两种症状类型的特点。注意病斑的颜色、形状、有无散生小黑点。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黑腐皮壳属真菌，无性态为（Ｃｙｔｏｓｐｏｒａｓｐ．），属半知菌亚门壳囊

孢属真菌。病斑上的小黑点即为病菌的子实体。子实体有两种：一种是形态较大的内子座，其内

生 ３～１４个子囊壳，每个子囊壳均有一个小孔。子囊壳球形成圆烧瓶状，底部近圆形，上有长颈，

内壁上产生子囊。子囊棍棒形，顶部钝圆，内生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无色，单胞，香蕉形。另

一种是形态较小的外子座，内生一个多腔室的分生孢子器，各腔室有一个共同的孔口。分生孢子

梗密生于各腔室的内壁上，无色、分枝或不分枝，上面不断产生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无色、单胞、

香蕉状，内有油滴。

取腐烂病新鲜标本，徒手切片，镜检分生孢子器和分生孢子形状。再取病菌有性态切片，观

察子囊壳、子囊、子囊孢子形态、颜色及着生情况。

（二）苹果干腐病（Ｂｏｔｒｙｏｓｈａｅｒｉａｄｏｔｈｉｄｅ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主枝和侧枝。幼树多在嫁接口附近发病，病斑暗褐色，围茎一周可致全

株死亡。主干上部发病时，常形成带状条斑，表面凹陷，边缘开裂。表面常有纵横裂纹，病斑一般

较浅，严重时也可烂至木质部。病斑围枝一周，可造成“枝枯”。病斑及枯枝上常有密而小的黑

点，润湿时黑点上冒出灰白色黏液。

观察病害症状标本，注意与苹果树腐烂病的区别。

２．病原 有性态为子囊菌亚门葡萄座腔菌属真菌。无性态可产生两种孢子：一种为大茎点

（ｍａｃｒｏｐｈｏｍａ）型，分生孢子器散生，分生孢子无色、单胞、长椭圆形；另一种为小穴壳（ｄｏｔｈｉｏｒｅｌｉａ）

型，分生孢子器与子囊壳混生于同一子座中，分生孢子无色、单胞、长椭圆形。镜检病菌切片，观

察分生孢子器和分生孢子特征。

（三）苹果轮纹病、梨轮纹病（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ａｅｒｉａｂｅｒｅｎｇｒｉａｎｆ．ｓｐ．ｐｉｒ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枝干与果实。在枝干上先以皮孔为中心形成瘤状突起，在突起周围形成

坏死斑。秋后病斑停止扩展，边缘开裂、翘起，形成一环形沟。第二年病斑继续扩展，在环形沟外

形成一环状坏死斑。秋后又开裂翘起，逐年扩展形成轮纹状病斑。病斑多时，树皮粗糙，故又称

“粗皮病”。在二年生的坏死斑上可产生小黑点，潮湿时，其上可溢出白色黏液。观察症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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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症状特点。

２．病原 有性态为子囊菌亚门葡萄座腔属真菌。子囊壳球形或扁球形，内生子囊及侧丝。

子囊长棍棒形，内生 ８个无色、单胞、椭圆形的子囊孢子。无性态为轮纹大茎点菌（Ｍａｃｒｏｐｈｏｍａ

ｋａｗａｔｓｕｋａｉ），属于半知菌亚门大茎点霉属。病斑上的小黑点多为病菌的分生孢子器，内生无色、

单胞、梭形至长椭圆形的分生孢子。

镜检病菌切片，观察子囊壳、子囊及子囊孢子，分生孢子器及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

（四）梨树腐烂病（Ｖａｌｓａａｍｂｉｅｎｓ）

１．症状 症状特点与苹果树腐烂病相似。观察症状标本或照片，与苹果树腐烂病进行比

较，注意区分其异同点。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黑腐皮壳属真菌。

（五）桃木腐病（Ｆｏｍｅｓｆｕｌｖｕｓ）

１．症状 主要为害枝干心材，渐向外扩展，心材腐朽，白色疏松，质软而脆，触之易碎。伤口

处生出病菌子实体，形状不整齐，马蹄形或中央高出呈圆头状，菌盖木质坚硬，浅褐色至深褐色。

以枝干基部受害最重，愈向上愈轻，新梢不受害。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暗黄层孔菌属真菌。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苹果枝干上常发生哪几种病害？怎样诊断？

２．绘苹果树腐烂病无性态及有性态的病原形态简图。

３．绘制苹果或梨轮纹病菌无性态的形态简图。

实验５３ 果树果实病害的识别

果实病害中，常见且危害严重的有苹果果实轮纹病、炭疽病、霉心病、褐腐病和锈果病等。苹

果果实轮纹病是近年来苹果生产上最重要的烂果病，经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炭疽病又称苦腐

病，在全国各苹果产区均有发生，尤以夏季高温、多雨、潮湿地区发病最为严重；褐腐病在全国分

布较广，在果实成熟前后，雨水较多的地区发生较普遍，近年来有加重的趋势；霉心病在全国各苹

果产区发生普遍，近几年来，霉心病在富士苹果上的为害也有逐年加重的趋势；苹果锈果病，又称

花脸病，在我国各苹果产区均有发生。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掌握常见果实病害的症状特点和果实主要病害的病原形态特征。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挂图，照片，幻灯片，多媒体课件等；显微镜，载玻片，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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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解剖刀，挑针，擦镜纸等；蒸馏水。

三、实验材料

果实主要病害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及新鲜材料（苹果：轮纹病、锈果病、炭疽病、霉心病；

梨：黑斑病、黑星病、轮纹病、褐腐病、青霉病；葡萄：炭疽病、黑痘病、白腐病；桃：褐腐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苹果、梨轮纹病（Ｂｏｔ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ｂｅｒｅｎｇｒｉａｎａｆ．ｓｐ．ｓｐｉｒ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苹果、梨果实轮纹病从近成熟期开始发生，采收期严重发生，贮藏期继续发生。病

斑圆形、褐色，呈颜色深浅交错的轮纹状。初期病斑表面不凹陷，腐烂果肉可深达果心。后期从

病斑中部开始逐渐产生小黑点，散生。严重时全果腐烂，有酸臭气味。最后烂果失水干缩，变成

黑色僵果。

观察果实症状标本，注意症状特点及与炭疽病的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葡萄座腔菌属真菌。无性态为轮纹大茎点菌（Ｍａｃｒｏｐｈｏｍａｋａ-

ｗａｔｓｕｋａｉ），属于半知菌亚门大茎点霉属真菌。

（二）苹果、梨、葡萄、桃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ｏｉｄｅｓ）

１．症状 主要为害果实，亦可侵害枝干。果实受害后，果面病斑圆形或近圆形，表面凹陷，

褐至红褐色，从内向外逐渐产生排成同心轮纹状的小黑点。潮湿时，小黑点上可溢出淡黄褐色至

粉红色黏液。在苹果、梨上，病斑纵切面均是漏斗形，并可直达果心；在葡萄某些品种上，病斑初

为淡褐色至褐色的放射状菌索型，表面不凹陷，后发展为圆形凹陷病斑；桃炭疽病果呈明显的同

心环纹状皱缩，后期全果软腐。

观察各类炭疽病病害标本，注意病果症状特点，注意病斑表面是否凹陷，小黑点是否呈轮纹

状排列，并与轮纹病进行比较。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病部着生的小黑点为该菌的分生孢子盘，粉红

色黏液为分生孢子和胶体物质的混合物。分生孢子盘枕状、无刚毛，盘内平行排列一层圆柱形的

分生孢子梗。分生孢子梗无色、单胞，顶生无色、单胞、椭圆形的分生孢子。

镜检病原玻片标本，观察分生孢子盘、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

（三）苹果、梨、桃、杏褐腐病（Ｍｏｎｉｌｉａｆｒｕｃｔｉｇｅｎａ；Ｍ．ｆｒｕｃｔｉｃｏｌａ；Ｍ．ｃｉｎｅｒｅ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果实，初期为褐色至黑褐色的圆形或近圆形病斑，后期病斑扩展成不规

则形，甚至全果变褐或黑褐色。果肉腐烂，有特殊香味。后期腐烂病斑表面产生呈轮纹状排列、

灰白色到灰褐色、豆粒大小的绒球状霉丛，有时霉丛密集成层。苹果褐腐病病果具韧性；梨褐腐

病病果初期无韧性，呈烂泥状，但后期略具韧性。观察症状标本或照片，注意腐烂病果颜色、霉丛

颜色及排列方式。

２．病原 苹果、梨褐腐病菌有性态为果生链核盘菌（Ｍｏｎｉｌｉｎｉａｆｒｕｃｔｉｇｅｎａ），病原是子囊菌亚

门链核盘菌属。其无性态（Ｍｏｎｉｌｉａｆｒｕｃｔｉｇｅｎａ）；桃、杏褐腐病菌为（Ｍ．ｆｕｃｔｉｃｏｌａ）和灰丛梗孢（Ｍ．ｃｉ-

ｎｅｒｅａ），均属于半知菌亚门丛梗孢属真菌。病果表面产生的绒球状霉丛即为病菌的分生孢子梗

与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短，有时有分枝，无色；分生孢子卵圆形至椭圆形，无色，单胞，串生，有

时孢子链可以分枝。

    
    

    
    

    
 



实验 ５３ 果树果实病害的识别 １７３

镜检病原切片，观察分生孢子梗与分生孢子的特点。

（四）梨黑星病（Ｖｅｎｔｕｒｉａｐｉｒｉｎａ）

１．症状 幼果受害，病斑黑色，表面生有浓密黑霉。果实膨大前期受害，病斑黑色凹陷，上

生黑霉，随果实生长而呈畸形果。果实膨大后期至成熟期受害，病斑为圆形褪绿黄斑，较硬，凹陷

或凹陷不明显。表面产生稀疏的黑色霉状物或没有霉状物，重病果畸形，味苦。在贮藏运输期

间，病斑表面有时可产生浓密的灰色霉层。观察症状标本或照片，注意病斑颜色，是否凹陷及霉

状物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黑星菌属真菌。病原特征参考叶部病害部分。挑取病斑表面

灰色霉层制片，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色泽及着生情况。

（五）梨黑斑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ｋｉｋｕｃｈｉａｎａ）

１．症状 病斑黑色，圆形或近圆形，凹陷，表面生稀疏的墨绿色至黑色霉状物。观察症状标

本，注意其症状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病斑上的黑霉是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

孢子。

（六）苹果、梨、柑橘青霉烂果病（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ｓｐｐ．）

１．症状 发生在贮藏运输期。病斑圆形或近圆形，呈局部性腐烂，表面淡绿色至淡褐色，常

有凹陷；病斑扩展后，从病斑表面中心开始逐渐产生霉丛或霉层，霉状物初为白色，渐变灰色、最

后成为青绿色，有时霉状物可排列成轮纹状。观察病害症状，注意病斑是否生有霉状物等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青霉属真菌。分生孢子梗无色，呈帚形分枝，分枝顶端着生无

色瓶状小梗，小梗上产生串状、球形、无色、单胞的分生孢子。

从病果表面或培养基上切取一小块带有霉状物的材料或培养基，置于载玻片上直接镜检，观

察分生孢子梗特点及分生孢子形态。

（七）苹果霉心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ｓｐ．；Ｔｒｉｃｈｏｔｈｅｃｉｕｍｒｏｓｅｕｍ；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ｍｅ；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ｓｐ．）

１．症状 只在贮运期发生，症状特点是果肉从内向外逐渐腐烂。初期病果表面无异常，切

开果实可见果心变褐坏死，并有白色或粉红色或青绿色黑褐色等颜色的霉状物；后期霉状物突破

心室向果肉扩张，导致果肉腐烂；严重时果肉大部腐烂。果皮外可见不规则的褐色斑块。

２．病原 由多种弱寄生真菌引起，分别属于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复端孢属、镰刀菌属和青

霉属真菌。

观察各种病菌玻片，注意其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形态。

（八）桃软腐病（Ｒｈｉｚｏｐｕｓ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

１．症状 采后病害。初期果实表面长生淡褐色圆形病斑，但病斑扩展迅速，很快使病果呈

浅褐色至灰褐色软腐，呈烂泥状。病斑表面产生浓密的初期呈白色、后呈灰白色的棉絮状菌丝团

及较稀疏的小黑点状孢子囊。

观察病害症状的新鲜标本，注意病征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接合菌亚门根霉属真菌。病菌菌丝体无隔，有假根与匍匐菌丝，在与假根

相对处丛生孢囊梗，孢囊梗顶生黑色孢子囊。孢子囊内产生大量孢囊孢子，孢囊孢子无色、单胞、

球形。

取培养的匍枝根霉菌，置低倍镜下直接制片，观察假根、匍匐菌丝及孢囊梗的形态特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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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挑取少许病菌制片镜检，观察病菌形态特征。

（九）苹果、梨、桃红粉病（Ｔｒｉｃｈｏｔｈｅｃｉｕｍｒｏｓｅｕｍ）

１．症状 在果实近成熟期及运输期发生。病斑圆形呈凹陷腐烂状，烂果肉粉红色，具苦味；

病斑表面常产生粉红色霉层，有时霉层略呈轮纹状，严重时全果腐烂。观察症状标本或照片，注

意病斑特点、霉层颜色及是否排列成轮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单端孢属真菌。病斑表面的粉红色霉层即为病菌的分生孢子

梗与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梗细长、简单、无色多孢，分生孢子卵圆形、无色、双胞、两细胞上大下小

不等。

从病斑表面或培养皿内培养的病原菌挑取少量病菌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

形态特点。

（十）苹果锈果病（Ａｐｐｌｅｓｃａｒｓｋｉｎｖｉｒｏｉｄ，ＡＳＳＶｄ）

１．症状 在果实上主要有 ３种症状类型：①锈果型：从萼洼处开始，向梗洼方向放射出多条

锈色斑纹，典型时斑纹为 ５条，并与心室相对应。斑纹由表皮细胞木栓化所致，形状不规则。严

重时果面龟裂，果实畸形，果肉僵硬。②花脸型：果实着色后果面散生许多不着色的黄绿色斑块，

使果实呈现黄绿相间的“花脸”状。③混合型：果面上既有锈色斑纹，又有着色不均的花脸型，此

外，在黄色品种上还产生许多深绿色凹陷斑色，苹果凹凸不平。

２．病原 由苹果锈果类病毒引起，属苹果锈果类病毒属。此类病原物在电镜下看不到病毒

那样的粒体结构，没有蛋白质衣壳，只有游离核酸。

（十一）苹果苦痘病

１．症状 在果树接近成熟和储藏运输期易发病。国光最易发病，元帅、红星、祝光和旭光等

发病也较多，金冠幼树有时会突然大发病。发病多从果实腰部和下部开始，初期皮下果肉出现病

变，逐渐在果面上出现圆形、稍凹陷的变色病斑（绿色或黄色果上的病斑呈浓绿色，红色果上的

病斑呈暗红色）。

２．病原 生理病害，缺钙所致。

（十二）苹果虎皮病

１．症状 发病初期，果皮呈淡黄色，表面平或略有起伏，或呈不规则块状，以后颜色变深，呈

褐色至暗褐色，稍凹陷。病部果皮可成片撕下，皮下数层细胞变褐色。病果肉绵，略带酒味。病

变多发生于果实阴面未着色的部分，严重时才扩及阳面着色的部分。

２．病原 生理病害。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苹果炭疽病、梨黑星病（无性态和有性态）、水果青霉病和红粉病的病原形态图。

２．列表比较苹果轮纹病和苹果炭疽病在果实上的症状异同点。

３．苹果锈果病在果实上的症状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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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５４ 果树螨类、蚜虫类害虫

叶螨俗称红蜘蛛，是果树上的重要害虫，多为害叶片，有的还为害蔓条、果实。寄主叶片受害

后，叶表面呈现密集苍白的小斑点，或继而焦枯脱落。为害落叶果树的害螨类主要有山楂叶螨、

榆全爪螨、二斑叶螨、果苔螨、葡萄短须螨和针叶小爪螨等。蚜虫是同翅目、蚜总科昆虫的统称，

俗称“蜜虫”，是北方落叶果树上常见的早期重要害虫。多种蚜虫为害寄主嫩梢，枝条和叶片；少

数为害寄主根部。北方主要种类有苹果黄蚜、苹果瘤蚜、梨二叉蚜、桃蚜、桃粉蚜、栗大蚜、苹果绵

蚜。苹果绵蚜一年中由地下向树上扩散为害，是我国二类检疫对象。

一、目的要求

学习掌握果树螨类、蚜虫类害虫的形态特征及为害症状。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解剖镜，镊子，昆虫针，培养皿，实验木盘，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吸水纸，擦镜纸；多

媒体教学设备；教学录像片等；若虫等的盒装标本、针插标本、浸渍标本及为害状标本。

三、实验材料

山楂叶螨、榆全爪螨、果苔螨、针叶小爪螨、苹果黄蚜、苹果瘤蚜、苹果绵蚜、梨二叉蚜、桃蚜、

桃粉蚜、栗大蚜成虫。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山楂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ｖｉｅｎｎｅｎｓｉｓ）

成螨：雌成螨体长 ０．５～０．６ｍｍ，长卵圆形，有冬、夏两型。夏型紫红色，体背面后半部两侧

各有大形由色素组成的黑色斑纹 ４块；冬型鲜红色，有金属光泽，体背面无斑纹。背毛长，刚毛

状，共 ６排 ２４条。雄成螨略小，腹末微尖，黄绿色至橙黄色。

卵：圆球形，橙色至黄色，后期产的卵颜色浅淡。

幼螨：３对足，体圆形，黄白色，取食后变为淡绿色。

若螨：４对足，体背出现刚毛，两侧有黑色斑纹。

（二）榆全爪螨（Ｐａｎｏｎｙｃｈｕｓｕｌｍｉ）

雌成螨：体近圆形，血色或暗红色。镜下观察，可见被刚毛粗长带有小刺着生在瘤状突起上，

共 ７排 ２６条，横向排列。

雄成螨：体近菱形，末端略尖细，其他形态同雌成螨。

幼螨：３对足，体淡红色，取食后暗红色，最后深绿色。

若螨：４对足，前期体色较深，此时可以辨别雌雄，雄性身体末端尖削。

（三）果苔螨（Ｂｙｒｏｂｉａｒａｂｒｉｏｃｕｌｕｓ）

成螨：雌成螨体稍大于山楂叶螨，椭圆形略扁平，褐红色，取食后变为深绿色。躯体背面前端

有 ４个明显的扇形突，其中外突顶端高于中突底部。每个突起上着生 １条刚毛，背面体壁有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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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状皱纹，中央有刚毛 ６条，呈两列，体缘有刚毛 ２０条，共计刚毛 ３０条，皆呈仙人掌状。足特别

长，长于虫体。

卵：圆球形，深红色，有亮光。越冬卵暗红色，夏卵颜色稍浅。

幼螨：３对足，初孵时橘红色，取食后为绿色。

若螨：４对足，前期体褐色，取食后变为绿色，体长约 ０．３ｍｍ，后期体稍大。

（四）针叶小爪螨 （Ｏｌｉｇｏｎｙｃｈｕｓｕｎｕｎｇｕｉｓ）

成螨：雌成螨长 ０．３８～０．４５ｍｍ，宽约 ０．３０～０．３２ｍｍ。椭圆形，深红色或暗红色。背表皮

纹前足体间的纵向，后半体第 １、２对背中毛之间的为横向，第 ３对背中毛之间的基本呈横向，但

不甚规则。须肢端感器顶端略呈方形，背感器小枝状，较细，气门均末端膨大。第 １对足跗节前

双毛的对面有刚毛一根。背毛共 ２６根，末端尖细，不着生在突起上，其长度超过横列间距。足 ４

对。雄成螨体长 ０．２７～０．３５ｍｍ，０．１８～０．２４ｍｍ，深红色，体两端尖细，似菱形，前后足显著地

长于第 ２、３对足，须肢端感器短锥状。

卵：有夏卵和冬卵两种，顶端均有一条细丝。夏卵较小，直径 ０．１５ｍｍ，初产时白色，半透明，

渐变成浅绿色，孵化前变为淡黄色。冬卵较夏卵大，直径 ０．１６ｍｍ，深红色，略扁平，中央部细丝

着生处略凹陷。

幼螨：体近圆形，初孵出时淡黄色，吸食后渐变为浅绿色。３对足。

若螨：体浅绿色至暗红色，逐渐变椭圆形。４对足。

各种果树害螨类均以幼螨、若螨和成螨刺吸为害寄主叶片及初萌发的嫩芽，有的种类还为害

蔓条、果实等。寄主叶片受害后，最初叶片表面呈现密集的失绿小斑点，随后斑点扩大连成片，终

至全叶变为焦黄而干枯脱落。受害严重的芽不能继续萌发而死亡。大发生年份，７—８月间可使

树叶大部分落光，甚至造成二次开花。

（五）苹果黄蚜（Ａｐｈｉｓｃｉｔｒｉｃｏｌａ）

无翅胎生翅蚜：体长 １．４～１．８ｍｍ，长卵圆形，黄色或黄绿色，头部黑灰色。额瘤不明显。触

角长及虫体一半，第 １、２节及末节灰黑色。腹管较长，末端略细，表面有瓦片状切纹，漆黑色。尾

片圆锥形，与腹管同色，共生有 １０条左右弯曲刚毛。

有翅胎生翅蚜：体长 ３．０ｍｍ，头、胸、口器、腹管及尾片均为黑色，腹部黄绿色。眼瘤明显。

触角 ６节，第 ３节有 ６～１０个，第 ４节有 ２～４个次生感觉圈，皆圆形。腹管略短于无翅蚜。

若蚜：鲜黄色，触角、足和腹管均为黑色。腹管很短，腹部较肥大。有翅蚜胸部具翅芽 １对。

（六）苹果瘤蚜（Ｍｙｚｕｓｍａｌｉｓｕｃｔｕｓ）

无翅胎生雌蚜：体长 １．４～１．６ｍｍ，近纺锤形。体暗绿色或褐绿色，头淡黑色，复眼暗红色。

具有明显的额瘤。口器末端黑色，伸达中足基部。触角比体短，除第 ３、４节的基半部淡绿或淡褐

色外，其余全为黑色。胸腹部背面均具黑色横带。腹管长筒圆形，末端稍细，腹管和尾片均为黑

褐色。

有翅胎生雌蚜：体长 １．５ｍｍ左右，卵圆形。头胸部暗褐色。具明显的额瘤，生有 ２～３根黑

毛。口器、复眼和触角均为黑色，口器末端可达中足基部。触角第 ３节有圆形次生感觉孔约 ２２

个，第 ４节有 ８个。胸足除腿节胫节基部淡褐色外，余皆黑色。腹部暗绿色，背面腹管以前各节

有黑色横纹。腹管长圆筒形，基半部黑色，端半部色稍淡。翅透明。

若蚜：体小，似无翅蚜。体淡绿色。其中有的个体胸背上具有 １对暗色的翅芽，此型称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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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以后即发育成有翅蚜。

卵：长椭圆形，黑绿色而有光泽，长径约 ０．５ｍｍ。

（七）苹果绵蚜（Ｅｒｉｏｓｏｍａｌａｎｉｇｅｒｕｍ）

有翅胎生雌蚜 体长 １．７～２．２ｍｍ，翅展约 ５．５ｍｍ，头胸部黑色，复眼暗红色。触角 ６节，黑

色，第 ３节最长。腹管退化。

无翅胎生雌蚜：体长 ２．２ｍｍ，椭圆形，暗红褐色。体背有 ４纵列泌蜡孔，白色蜡质绵毛覆盖

全身。

幼龄若蚜：略呈圆筒形，绵毛很少，触角 ５节，喙长超过腹部。

（八）梨二叉蚜（Ｓｃｈｉｚａｐｈｉｓｐｉｒｉｃｏｌａ）

无翅胎生雌蚜：体长 ２ｍｍ左右，绿、暗绿或黄绿色。常疏被白色蜡粉。头部额瘤不明显。

口器黑色，基半部色略淡，端部伸达中足基部。复眼红褐色。触色丝状，６节。各足腿节、胫节的

端部和跗节黑褐色。腹管长大，黑色，圆筒状，末端收缩。尾片圆锥形，侧毛 ３对。

有翅胎生雌蚜：体长 １．５ｍｍ左右，翅展 ５ｍｍ。头胸部黑色，额瘤微突出。口器黑色，端部

伸达后足基部。触角 ６节，淡黑色，第 ３节有 ０～２４个感觉孔，第 ４节有５～８个，第 ５节有 ４个。

复眼暗红色。前翅中脉分 ２叉，故称二叉蚜。腹管、尾片同无翅胎生雌蚜。

卵：椭圆形，长约 ０．７ｍｍ，黑色有光泽。

若蚜：体小、绿色，似无翅胎生雌蚜。

（九）桃蚜 （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无翅胎生雌蚜：体粉红色清绿等多种颜色，复眼红色或黑色，腹管末端灰黑色。触角基部内

侧额瘤明显，上有若干短刚毛。腹管末端略膨大，表面有瓦片状切纹。尾片腹部有几片缢凹．末

端有 ６条弯曲刚毛。

有翅胎生雌蚜：形态基本同无翅蚜，但具翅，体背中央和体两侧有灰黑色斑纹，仅触角第 ３节

有 １０～１９个圆形次生感觉圈。

（十）桃粉蚜（Ｈｙａｌｏｐｔｅｒｕｓａｒｕｎｄｉｎｉｓ）

无翅胎生雌蚜：体稍窄长，青绿色，分节明显，被一层白色蜡粉。腹管短小。主要特征是尾片

长大，中部略收，末端有 ６条直的刚毛。

有翅胎生雌蚜：头部黑绿色，中胸背板和腹板漆黑色。腹部淡绿色，体表被一层白色蜡粉。

触角第 ３节有 １８个左右圆形次生感觉圈，第 ４节有 ５～１１个。

（十一）栗大蚜（Ｐｔｅｒｏｃｈｌｏｒｕｓ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

无翅胎生雌蚜：体长约 ５ｍｍ，黑色并有光泽。足细长。腹部膨大，腹管短小。尾片短小至半

圆形，上生有短刚毛。

有翅胎生雌蚜：体长约 ４ｍｍ，翅展约１３ｍｍ。体黑色，腹部色淡，翅脉黑色。

卵：长椭圆形，长约 １．５ｍｍ，黑色有光泽，单层密集排列在主干背阴处和粗枝基部。

若蚜：体形同成蚜，但体色较淡，腹管痕迹明显。

各种蚜虫均以成虫和若虫群集为害寄主新梢、嫩芽、叶片或果实，可造成叶片皱缩、卷曲、组

织增厚、颜色变深，而后变为褐色而干枯。幼果受害后，果面呈现许多略凹陷的深色斑点。苹果

绵蚜可为害寄主枝干和根部，被害部分的组织因受刺激而渐呈虫瘿状，久则破裂，形成大小、深浅

不同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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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如何区别山楂叶螨与榆全爪螨？其为害症状有何不同？

２．用检索表列出各类蚜虫之间的不同之处。

实验５５ 果树蚧类、蝉类害虫

蚧类属同翅目、蚧总科。多数种类虫体较小，体背面覆盖有各种类型的蚧壳，群集固定或分

散活动为害。其若虫和雌成虫以解式刺吸式口器为害寄主植物。寄主生机衰弱，落叶甚至死亡，

且能大量排泄分泌物，引起“煤污病”严重发生。果树蚧类主要有草履蚧、康氏粉蚧、朝鲜球坚

蚧、日本球坚蚧、柿绒蚧、日本龟蜡蚧、梨圆蚧、桑白蚧等。此类害虫在核果类和干果类果树上为

害较重，防治较困难。叶蝉类均属同翅目叶蝉科，常见的主要有大绿叶蝉、桃一点斑叶蝉、葡萄二

黄斑叶蝉、柿血斑叶蝉等，一般年份不会造成严重危害。其若虫、成虫以刺吸式口器吸食寄主养

分，使受害叶干枯脱落，有的种类还造成产卵为害，往往造成严重危害。

一、目的要求

了解果树蚧类、蝉类害虫主要形态特征。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显微镜，镊子，昆虫针，培养皿，实验木盘，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吸水纸，擦镜纸；多

媒体教学设备；挂图，照片，教学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柿绒蚧、朝鲜球坚蚧、日本龟蜡蚧、梨圆蚧、大绿叶蝉、桃一点斑叶蝉等的针插标本、浸渍标本

和盒装为害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柿绒蚧（Ｅｒｉｏｃｏｃｃｕｓｋａｋｉ）

介壳：雌性的呈椭圆形，上下略扁，灰白色，由细长的蜡毛组成似绒质。雄性显著小而窄长，

色泽、质地同雌虫，其末端后缘有一横裂缝，将介壳分成上下两层（以利于雄成虫羽化后退出介

壳）。

雄成虫：椭圆形，上下略扁，胭脂红色，体壁厚，腹部边缘处有弯曲的白色细蜡丝。细微的形

态特征是：虫体背面有锥形体刺，腹部末端臀瓣明显而突出，上生有臀板毛 １条。

（二）朝鲜球坚蚧（Ｄｉｄｅｓｍｏｃｏｃｃｕｓｋｏｒｅａｎｕｓ）

雌成虫：体较小，体背、体壁硬化呈球形，黑褐色略有光泽，亚背缘有小型凹点，排列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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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末臀叶微微向体后方突出。

雄性介壳：即蛹外壳。蜡质，光滑，灰白色，体背呈现体节痕迹，近腹末 １／３处有弧形断缝，断

缝两段下缘各有一个椭圆形突起。

雄成虫：活虫体赤褐色，腹末性刺发达，性刺两端各有白色长蜡毛 １条。细微形态特征是：头

部单眼 ３对，触角 １０节，以第 ４节最长。腹部第 ８节两侧缘形成小型突角。性刺基部两侧各有

蜡腺 １个，每个蜡腺中生有刚毛 ２条。

（三）日本龟蜡蚧（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雌成虫：成长后近半圆形，体背被有厚的白色蜡层，蜡层表面有龟裂状纹，周缘有 ３个小形隆

起。细微特征是：气门洼附近有若干锥形刺，前后气门洼之间的体缘上有少数几条刚毛着生在锥

形缘刺之间。

雄性介壳：体背周缘共形成 １３～１４个大形角状突起，左右对称。

（四）梨圆蚧（Ｑｕａｄｒ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ｓｕｓ）

介壳：雌性的圆形，乳房状。活虫青色，死虫灰白色，是以二龄虫的介壳为基础，逐渐向四周

加大，固介壳表面有轮纹。第 １龄若虫脱皮在介壳里面，因此，介壳表面不见亮点。雄性的是在

灰黑色二龄介壳的基础上逐渐向腹部方向加大，加大的部分为污白蜡质壳。

雌成虫：桃仁形，上下扁，鲜黄色或黄白色。细微特征是：触角退化仅留痕迹。足全部退化

（２龄若虫尚有足）。臀板区黑褐色，有 ３对臀叶，中臀叶宽大，第 ２对小，第 ３对更小，呈小的三

角形突出物。

（五）大绿叶蝉（Ｃｉ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

成虫：体长 ７～１０ｍｍ，雄性略瘦小，前翅合拢后虫体背面青绿色，略带粉白。头顶部单眼之

间有两个多角形黑色斑点。小盾片橙黄色，中央有一横向凹陷；前翅革质仅外缘透明，后翅膜质

灰黑色。雌虫腹部末端腹面的腹沟内，藏有带锯齿的褐色产卵器。

卵：长卵形，稍弯曲，一端稍尖，长约 １．６ｍｍ，乳白色，近孵化时为黄白色，以 １０粒左右排列

成卵块。

若虫：第 １、２龄若虫体色灰白，第 ３龄呈黄绿色，体背有 ４条暗灰色纵体线，翅芽已出现。末

龄体长达 ６～７ｍｍ，体线、翅芽更明显。

（六）桃一点斑叶蝉（Ｅｒｙｔｈｒｏｎｅｕｒａｓｕｄｒａ）

成虫：体长 ３．１～３．３ｍｍ，全体黄绿色，初羽化时有光泽，数天后体外覆一层白色蜡粉。头顶

端有 １个大而圆的黑色斑点，其外围有一白色晕圈，中胸小盾片前缘共有 ４块灰黑色斑纹。翅绿

色半透明。

卵：长椭圆形，一端略尖，长 ０．７～０．８ｍｍ，乳白色，半透明。

若虫：共 ５龄。体瘦长，成长若虫长 ２．４～２．７ｍｍ，全体黄绿色。末龄若虫翅芽明显，中胸背

面有 ４个淡灰色斑纹，以中间的两个明显。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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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果树蚧虫为害方式有何特点？

２．比较日本龟蜡蚧、朝鲜球坚蚧及梨圆蚧介壳的异同。

３．说明大绿叶蝉为害果树的主要方式。

实验５６ 果树食心类、卷叶类、潜叶类害虫

食心虫指的是专门蛀害果树果实的一些小型鳞翅目害虫，种类较多，对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为害仁果类果实的食心虫有 １０多种，其中比较严重的有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梨大食心虫、

桃蛀螟等。此外，还有苹果小食心虫、白小食心虫、苹果蠹蛾、玉米螟、棉铃虫等。卷叶、潜叶蛾类

指的是幼虫吐丝缀叶或潜食叶肉的小型鳞翅目害虫。我国北方常见的卷叶、潜叶类害虫主要有

苹果小卷叶蛾、顶梢卷叶蛾、黄斑卷叶蛾、梨星毛虫、黑星麦蛾、金纹细蛾、旋纹潜叶蛾、桃潜叶蛾

等。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观察，了解主要果树食心虫类、卷叶、潜叶类害虫的主要形态特征及为害状。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显微镜，镊子，昆虫针，培养皿，实验木盘，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吸水纸，擦镜纸；多

媒体教学设备；挂图，照片，教学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白小食心虫、梨大食心虫、桃蛀螟、柿蒂虫、苹小卷叶蛾、顶梢卷叶

蛾、金纹细蛾、黄斑卷叶蛾、黑星麦蛾等的针插标本、浸渍标本和盒装为害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桃小食心虫（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ｎｉｐｏｎｅｎｓｉｓ）

成虫：体灰黑色。主要特征在前翅：前翅前缘色略深，自前缘至中室外方有一倒三角形灰黑

色的斑纹，此斑纹外方又有一条淡灰黑色的亚外缘线。

卵：竖椭圆形，血红色，镜下观察，可见卵顶环生 ２～３圈“Ｙ”形短刺。

幼虫：成长后体较粗短，体背体侧面橙红色。前胸硬皮板分左右两块，黄褐色或灰褐色，每节

体背中央有 ４条刚毛，毛突明显而无毛片，呈梯形排列，肛门上方无臀栉。

（二）梨小食心虫（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ｍｏｌｅｓｔａ）

成虫：体长 ４．６～６．０ｍｍ，翅展 １０．６～１５．０ｍｍ。雌雄极少差异。全体灰褐色，有紫色光泽。

前翅灰褐色，有紫色光泽。前翅前缘并列有 ９～１０对银白色斜纹，中室外方有一个白色小斑点。

翅上密布白色鳞片，除近顶角下外缘处的白点外，排列很不规则，外缘不很倾斜。静止时两翅合

拢，两外缘构成的角度较大，成为钝角。

    
    

    
    

    
 



实验５６ 果树食心类、卷叶类、潜叶类害虫 １８１

卵：淡黄白色，近乎白色，半透明，扁椭圆形，中央隆起，周缘扁平。

幼虫 老龄幼虫体长 １０～１３ｍｍ。低龄期时乳白色，龄期较大时身体非骨化部分呈橙红色，

头部黄褐色，前胸硬皮板淡黄白色，臀板铅褐色。肛门上方具 ４～７齿的臀栉，深褐色。

蛹：体长 ６～７ｍｍ，纺锤形，黄褐色，腹部第 ３～７节背面前后缘各有 １行小刺，８～１０节各具

稍大的刺一列，腹部末端有 ８根钩刺。茧白色，丝质，扁平椭圆形，长约 １０ｍｍ左右。

（三）白小食心虫（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ａｌｂｉｃａｎａ）

成虫：体长约 ６．５ｍｍ，翅展 １５ｍｍ。前翅灰白色，前缘有 ８对银白色斜纹，外缘附近及后角

灰褐色并略带蓝色光泽，翅基部有若干细的暗灰色横纹，组成 ２～３条带状纹，翅近外缘略偏顶角

处，有 ４～５条黑色横纹。

卵：扁椭圆形，中央隆起，周缘扁平。淡黄白色，孵化前变淡红色。表面有细微波纹。

幼虫 末龄体长 １０～１２ｍｍ。全体非骨化部分污白色，头部、前胸硬皮板、胸足、臀板皆黑褐

色。体节上的毛片极显著，浅褐色。肛门上方有臀栉，６～７齿，深褐色。

蛹：体长约 ７ｍｍ，黄褐色。腹部背面第３至 ７节的前半部各有两排短刺，腹部末端有 ８根钩

状毛。

（四）梨大食心虫（Ｍｙｅｌｏｉｓｐｉｒｉｖｏｒｅｌｌａ）

成虫：体较大，灰紫色。前翅灰黑色、略带紫色，有灰白色而镶边为暗灰色的内横线和外横

线，肾形纹黑色，位于中室外端，内横线外侧近翅后缘附近色较淡，似椭圆形灰白色纹。

幼虫 略粗大，头部和硬皮板黑褐色，胴部背面灰绿色，主要形态特征在腹部末端背面：臀板

前一节（胴部第 １２节）背面中央有一近方形的黑褐色骨化纹，最后 １对腹气门圆形，特别大，并

稍向虫体后方突出。

（五）桃蛀螟（Ｄｉｃｈｏｃｒｏｃｉｓ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成虫：体较大，鲜黄色，胸部、腹部、翅上都具有黑色斑点，前翅黑斑 ２５～２６个，后翅约 １０个。

腹部第 １、３至 ６节背面各有 ３个黑斑，第 ７节有时只有 １个黑斑，第 ２和 ８节无黑点。

卵：椭圆形，初产时乳白色，２～３ｄ后变为橘红色，孵化前变为红褐色。

幼虫：成长后体长 ２２ｍｍ，头部暗黑色，体深红色，前胸背板深褐色。中、后胸及第 １至 ８腹

节，各有褐色毛片 ８个，排列成 ２列；前列 ６个，后列 ２个；特别是腹部第 １至 ７节背面的 ４个毛

片，前 ２个宽短，后 ２个窄长。

蛹：褐色，体长为 １３ｍｍ左右，翅芽达第 ５腹节。第 ５至 ７腹节从背面前后缘各有深褐色的

突起线，沿突起线上着生 １列小齿。臀棘细长，末端有卷曲的刺 ６根。

（六）柿蒂虫（Ｋａｋｉｖｏｒｉａｆｌａｖｏ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成虫：体较窄小而长，翅并拢后体背面前胸黄白色，其他淡棕色，并具金属光泽，前翅狭长，离

翅端四分之一近缘外有一黄色斑纹，后足胫节外侧，密生 １排长的鳞毛丛。

幼虫：成长后幼虫头部黄褐色，胴部灰紫色，硬皮板和臀板灰褐色，中后胸背面有叉状皱褶，

是最主要的形态特征。

食心虫类害虫以幼虫蛀食果实，在皮下潜食果肉，可达果心，造成果实畸形。并且幼虫常排

粪于果实内或挂于蛀口处，使果实失去食用价值，造成严重的损失。梨小食心虫春季还蛀害桃树

新梢，造成新梢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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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苹小卷叶蛾（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ｏｒａｎａ）

成虫：体长 ６～８ｍｍ，翅展 １６～２０ｍｍ。体黄褐色，其前翅前缘基部附近向外方突出，表面有

２条近于平行的褐色带纹。内方一条自翅前端始，中部明显加宽后分二叉伸向后缘和臀角，似倾

斜的“ｈ”形；外方一条从前缘伸向后缘。

卵：扁平，椭圆形，浅黄色，数十粒排成鳞状卵块。

幼虫：体长约 １７ｍｍ，体色浅绿至翠绿色，头部、前胸硬皮板色甚淡。头部很扁，头壳两侧单

眼后方各有一黑色斑点。胸足淡黄色至黄褐色。雄性幼虫腹部第 ６、７节亚背部可见体内一对淡

黄色、椭圆形性腺，雌性无。肛门上方有臀栉，６～８齿，齿细长刺毛状，灰黑色。

蛹：体长 ９～１０ｍｍ，黄褐色，体较细长，腹部第 ２至 ７节各节背面有 ２横列刺突，后方一列较

小而密，尾端有 ８个钩状刺毛。

（八）顶梢卷叶蛾（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ｌｅｃｈｔｉａｓｐｉｓ）

成虫：体长 ６～８ｍｍ，翅展 １２～１４ｍｍ。全体银灰褐色。前翅基部 １／３处及翅中部各有一暗

褐色弓形横带，后缘近臀角处具有一近似三角形暗褐色的臀角斑，前缘至臀角间具有 ６～８条黑

褐色平行短纹。两前翅合拢后，后缘的三角形斑合为菱形。

卵：乳白色，扁椭圆形，卵壳上有明显的多角形横纹。

幼虫：体长 ８～１１ｍｍ，身体粗短，污白色。头部、前胸硬皮板及 ３对胸足皆漆黑色，臀板淡灰

色。各体节上毛片大而色淡。肛门上方无臀栉。

蛹：体长 ５ｍｍ，黄褐色，纺锤形。

（九）金纹细蛾（Ｌｉｔｈｏｅｏｌｌｅｔｉｓｒｉｎｇｏｎｉｅｌｌａ）

成虫：体长 ２～２．５ｍｍ，翅展约 ６．５ｍｍ。触角丝状，复眼黑色，头部银白色，头顶端有 ２丛金

色鳞毛。体与翅均为黄褐色，前翅狭长，在前翅基部至中部中央，有一银白色剑状纹；翅端前缘有

４条，后缘有 ３条银白色、呈放射状排列、纹间夹金色的黑色纹。后翅尖细，灰色，缘毛甚长。

卵：扁椭圆形，长 ０．３ｍｍ。乳白色，半透明，有光泽。

幼虫：完全成长后体长约 ６ｍｍ。体细长而上下扁平，淡黄白色，单眼 ３对，口器淡褐色，胸足

发达，缺第 ４对腹足。

（十）黄斑卷叶蛾（Ａｃｌｅｒｉ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ｎａ）

成虫：有夏型和越冬型，两者的形态完全不同。夏型：虫体较小，翅合拢后体表面橙黄色，前

翅表面密布着若干银白色立生的毛簇，呈白色斑点状；越冬型：虫体较大，翅合拢后雌虫体背面淡

橙褐色，雄虫体背面淡灰黑色，前翅表面无白色斑点，虫体腹面颜色更深，雄虫近乎黑色。

幼虫：体略粗长，黄绿色，前足黑色，中后足色淡，有臀栉多为四齿，齿短而宽，端部淡黑褐色，

行动缓慢。

（十一）黑星麦蛾（Ｔｅｌｐｈｕｓａｃｈｌｏｒｏｄｅｒｃｅｓ）

成虫：体型大小极似棉花红铃虫成虫，前翅淡灰黑色，近外缘处有一不甚明显的暗灰色弧线，

翅中部有 ３～４个黑色斑点，呈弧形排列。

幼虫：体细长，头部淡褐色，胴部暗红色。前胸硬皮板褐色，胸部背面有淡紫色的背线，亚背

线气门上线和气门线共 ７条，臀板后缘有“Ｕ”形褐色纹。

卷叶、潜叶蛾类指的是幼虫吐丝缀叶或潜食叶肉的小型鳞翅目害虫。各种卷叶虫幼虫常将

一张或几张叶片粘在一起，或将枝梢缀成虫包或将叶片与果实粘贴在一起，幼虫隐藏其中为害，

    
    

    
    

    
 



实验５７ 果树蛀木类害虫、金龟甲及毛虫类害虫 １８３

被幼虫舔食的果面呈一个个小坑洼，称“卷叶虫伤”。潜叶虫类幼虫潜入叶片表皮下潜食叶肉组

织，在叶片上出现不规则的蛀道，导致叶片皱缩，最后干枯脱落。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４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用检索表列出几种食心虫成虫的主要不同点。

２．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桃蛀螟、梨大食心虫为害梨果的症状有何不同？

３．从形态和为害症状比较苹小卷叶蛾与顶梢卷叶蛾的差异。

实验５７ 果树蛀木类害虫、金龟甲及毛虫类害虫

果树蛀木类害虫是指蛀食生长中的落叶果树树枝、干形成层或木质部的几类害虫，包括鞘翅

目的天牛类（桑天牛、红颈天牛、苹枝天牛等），吉丁虫类（苹果小吉丁虫、金缘吉丁虫等），鳞翅目

的透翅蛾、木蠹蛾等。这类害虫多在果树生长后期发生，加速果树的衰老，常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金龟甲属鞘翅目，其幼虫称为蛴螬。常见种类有黑绒金龟、苹毛金龟、铜绿金龟、白斑花金龟甲

等。食叶毛虫类是指生有长毛的一些鳞翅目幼虫，北方常见的有苹果舟形毛虫、舞毒蛾、天幕毛

虫、梨星毛虫、柿毛虫、黄刺蛾、大蓑蛾、枣尺蠖等。多数种类分散发生，一般年份不会造成大的危

害。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观察，了解果树蛀木类害虫、金龟甲及毛虫类害虫的形态特征及为害症状。

二、仪器用品

解剖镜，显微镜，镊子，昆虫针，培养皿，实验木盘，载玻片，盖玻片，纱布，吸水纸，擦镜纸；多

媒体教学设备；挂图，照片，教学录像片。

三、实验材料

桑天牛、苹枝天牛、星天牛、桃红颈天牛、葡萄虎天牛、苹小吉丁虫、金缘吉丁虫、苹果舟形毛

虫、梨星毛虫、柿毛虫、黄刺蛾、大蓑蛾、枣尺蠖、黑绒金龟、苹毛金龟、铜绿金龟等的针插标本、浸

渍标本、盒装为害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桑天牛（Ａｐｒｉｏｎａｇｅｒｍａｒｉ）

成虫：中型，体黑褐色，密黄褐色细茸毛。触角鞭状。头胸和前胸背板中央有纵沟，前胸背板

有横隆起纹，两侧中央各有一个刺状突起。鞘翅基部有许多黑色瘤状突起。

卵：椭圆形，稍扁平，弯曲。初产时黄褐色，近孵化时变淡褐色，体长 ６～７ｍｍ。

    
    

    
    

    
 



１８４ 第三章 果树病虫害

幼虫：老熟时体长约为 ７０ｍｍ，圆筒形，乳白色，头部黄褐色。第 １胸节特大，方形，背板上密

生黄褐色刚毛和赤褐色点粒，并有凹陷的“小”字形纹。

蛹：裸蛹，长约 ５０ｍｍ，淡黄色。

（二）苹枝天牛（Ｌｉｎｄａｆｒａｔｅｒｎａ）

成虫：雌虫体长 １８ｍｍ，雄虫体长 １５ｍｍ。体橙黄色，密生黄茸毛。鞘翅，触角，复眼，口器和

足均为黑色。

卵：椭圆形，黄白色。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２８～３０ｍｍ，头部褐色，全体橙黄色。前胸背板淡褐色，两侧各有一斜向

的沟纹，似一倒“八”字形。

蛹：体长与成虫近似。淡黄色，头顶有 １对突起。

（三）星天牛（Ａｎｏｐｌ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成虫：体长 １９～３９ｍｍ。漆黑色而有光泽，具小白斑，触角第 ３至 １１节基部有淡蓝色毛环。

雄虫触角超过体长 １倍，雌虫则稍长于体。前胸背板中瘤明显，侧刺突粗壮。小盾片及足的附节

披淡青色细毛。鞘翅基部密布颗粒，鞘翅表面散布有许多由白色茸毛组成的斑点，不规则排列。

卵：长 ５～６ｍｍ，长椭圆形，乳白色，孵化前黄褐色。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４５～６７ｍｍ，淡黄白色，前胸背板前方左右各有一黄褐色“凸”字形大斑

纹，略隆起。胸足退化消失。中胸腹面，后胸及腹部第 １至 ７节背，腹两面均具有移动器。背面

的移动器呈椭圆形，中有横沟，周围呈不规则隆起，密生极细的刺突。

蛹：长 ３０ｍｍ左右，乳白色，老熟时黑褐色。触角细长，卷曲。体形与成虫相似。

（四）桃红颈天牛 （Ａｒｏｉｍｉａｂｕｎｇｉｉ）

成虫：中型。黑色。前胸大部分棕红色或全部黑色，有光泽。前胸两侧各有一刺突，背面有

瘤状突起。

卵：长圆形，乳白色。

幼虫：黄白色，前胸背板扁平方形，前缘黄褐色，中间色淡。

蛹：淡黄白色。前胸两侧和前缘中央各有突起一个。

（五）葡萄虎天牛（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ｐｙｒｒｈｏｄｅｒｕｓ）

成虫：头部黑色，胸部暗赤色。鞘翅有“Ｘ”形黄色斑纹，近末端有一横纹。

卵：椭圆形，一端稍尖，乳白色。

幼虫：老熟时体长 １７ｍｍ。头小，黄白色．胸部淡黄色，前胸背板宽大，淡褐色。后缘有“山”

字形细凹深沟纹。中胸至第 ８腹节背腹面有肉状突起。

蛹：体长 １５ｍｍ，全体淡黄白色。

（六）苹小吉丁虫（Ａｇｒｉｌｕｓｍａｌｉ）

成虫：雌虫全体紫铜色，有金属光泽。各部密生小点刻。头部扁，额垂直，头顶部有明显的中

脊。复眼长椭圆形，内缘略凹，触角 １１节，第 ４节至 １１节呈锯齿状。前胸背板横长方形，周围镶

边。前胸背板中央微凸与中胸嵌合，翅鞘窄，基部明显凹陷，翅端尖削，近靠翅鞘缝 ２／３处各有以

黄色茸毛斑纹。后足胫节外缘有 １列刺。腹部背板亮蓝色，第 １、２节腹板愈合。

卵：初产时乳白色，逐渐变为橙黄色，椭圆形。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１６～２２ｍｍ，细长而扁，乳白色至淡黄白色。头小，褐色，大部分缩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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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前胸特别宽大，其背面和腹面的中央各有 １条下陷纵纹，中央密布粒点。中后胸特小，腹部

第 １节较窄，第 ２至 ６节长宽几乎相等，第 ７节近末端特别宽，第 １０节密部粒点，末端有 １对褐

色尾铗。

蛹：纺锤形，初期乳白色，渐变为黄白色，羽化前由黑褐色变为紫铜色。

（七）金缘吉丁虫（Ｌａｍｐｒａｌｉｍｂａｔａ）

成虫：中型，绿色有金属光泽。鞘翅上有几条蓝黑色断续的纵纹。前胸背板有 ５条蓝黑色纵

纹，中间一条明显。体缘各有 １条金色带状纹，故名。

卵：初产时黄白色，以后稍加深。

幼虫：全体扁平，乳白色。前胸显著宽大，背板褐色，中具“人”字形凹纹，腹部细长。

蛹：初为乳白色，后变深褐色。

蛀木类害虫均以幼虫在寄主枝干、枝条内蛀食，树干内常有虫道或皮层爆裂。果树受害后生

长不良，甚至使枝干枯死。

（八）苹果舟形毛虫（Ｐｈａｌｅｒ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成虫：体长约 ２５ｍｍ，翅展约 ５０ｍｍ。体黄白色，腹部前 ５节为黄褐色。前翅银白稍带黄色，

近基部中央有一铅色椭圆斑，斑的外侧有赤褐色线及黑色新月斑；近外缘有 ６个铅色椭圆形斑横

列，斑的内侧有赤褐色线及黑色新月斑；外侧有白线及较小的黑斑，翅面中央部位有 ４条不清晰

的黄褐色波状横纹。后翅淡黄色，外缘杂有黑褐色斑。

卵：球形，直径约 １ｍｍ。初产时淡绿色，近孵化时变为灰色。卵粒排列整齐而成块。

老熟幼虫：体长约 ５０ｍｍ。头黄色，有光泽，胴部背面紫褐色，腹面紫红色，体侧有稍带黄色

的纵线纹，体上生有黄白色长毛。幼龄幼虫紫红色。静止时头、尾两端翘起似舟形，故称“舟形

毛虫”。

蛹：体长约 ２３ｍｍ。暗红褐色。全体密布点刻，中胸背板后缘有 ９个点刻，末节前缘具 ７个

点刻。臀棘数目为 ４或 ６，中间 ２个较粗大，侧面 ２个不明显或基本消失。

（九）梨星毛虫（Ｉｌｌｉｂｅｒｉｓｐｒｕｎｉ）

成虫：体中型，全体淡墨黑色。翅上鳞粉很少，半透明状，翅脉明显，中室甚大。雄虫触角较

雌虫为发达，雄虫双栉齿状，雌虫双锯齿状。

卵：扁平，椭圆形，长径 ０．７ｍｍ。初产时白色，以后渐变黄白至淡紫色，至孵化前变为黑色。

卵密集排列成圆形卵块，常数十粒、多至一二百粒密集成块。

幼虫：老熟后体长 ２０ｍｍ左右，体色黄白。头小、黑色、缩于前胸内，身体近纺锤形，前胸背

板上有褐色斑点和横纹。背线黑褐色，两侧各有一列 １０个近圆形黑斑，分布在中胸及第 ８腹节

上，各节背面还有横列毛丛 ６簇。幼龄幼虫身体呈淡紫褐色。

蛹：体长１１～１４ｍｍ。刚化蛹时体色黄白，近羽化时为黑褐色。腹部背面第３～９节前缘有１

列短刺突。蛹被有两层丝茧。

（十）柿毛虫（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ｄｉｓｐａｒ）

成虫：雌雄异型。雄虫体小，全体茶褐色，触角双栉齿状，前翅表面有四五条波状条纹，中室

中央有一小圆形斑点，中室外端有一“＜”形斑纹。雌虫显著大，全体白色，触角黑色窄长，双栉

齿状，前翅表面的条纹和雄性的一样，但往往只中室附近的明显，其他的不显著，腹部膨大，末端

鳞毛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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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头部正面有“八”字形黑色条纹。胴部有明显的黄褐色背线，１～４节背线两侧各有半

球状毛簇 １个，１～５节蓝色，６～１１节橙黄色，其上部着生棕黑色短刚毛，呈放射状。各体节两侧

也生有两个较小的毛簇，上生黄褐色长毛。

（十一）黄刺蛾（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成虫：较绿刺蛾略小，全体鲜黄色，前翅自顶角斜向后缘有两条褐色纹，角形分布，内方纹以

内的翅面鲜黄色，此纹以外的翅面棕褐色，黄色区域内有两个淡棕褐色斑点，分别位于中室外缘

和下方。

卵：扁平，椭圆形，黄绿色。

幼虫：老熟时体长 ２５ｍｍ。头小，淡褐色。胸、腹部肥大，黄绿色。体背有 １大形前后宽、中

间细的紫褐色斑和许多突起枝刺。在亚背线上的突起枝刺，以腹部第 １节的最大，依次为腹部第

７节、胸部第 ３节、腹部第 ８节，腹部 ２至 ６节的突起枝刺小，特别是第 ２节的最小。

蛹：椭圆形，体长 １２ｍｍ，黄褐色。茧灰白色，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茧壳上有几道褐色长短不

一的纵纹，形似雀蛋。

（十二）大蓑蛾（Ｃｌａｎ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成虫：雌虫无翅，蛆形，体长 ２５ｍｍ左右。头部黄褐色、胸、腹部黄白色多茸毛，腹末节有一

褐色圈。雄虫有翅，体长 １５～１７ｍｍ，翅展 ２６～３３ｍｍ，体黑褐色，触角羽状，前、后翅均褐色，前

翅有 ４～５个透明斑。

卵：椭圆形，淡黄色。

幼虫：共 ５龄。成长时体长 ２５～４０ｍｍ。头部赤褐色（雌）或黄褐色，而中央有白色“人”字

纹（雄）。胸部各节背板黄褐色，上有黑褐色斑纹，侧面观大致排列成两行。

蛹：雌蛹体长约 ３０ｍｍ，赤褐色。雄蛹体长约 ３０ｍｍ，暗褐色，臀棘分叉，叉端各有钩刺１枚。

（十三）枣尺蠖（Ｃｈｉｈｕｏｚａｏ）

成虫：雄蛾体长约 １３ｍｍ，翅展约 ３５ｍｍ。体翅灰褐色，深浅有差异。触角双栉状，棕色。胸

部粗状，密生长毛及毛鳞，前胸领片后缘有黑边。前翅灰褐色，外横线和内横线黑色，中横线不明

显、中室端有黑纹，外横线在 Ｍ３ 处折成角状。后翅中部有一条明显的黑色波状横线，其内外横

线很不明显。雌蛾体长约 １５ｍｍ。

卵：椭圆形，有光泽，数十粒至数百粒产成 １块。初产时为淡绿色，逐渐变为淡黄褐色，接近

孵化时成暗黑色，并带有金属光泽。

幼虫：共 ５龄。可根据体色、体长及头壳宽度来区别龄期。

蛹：枣红色，体长约 １５ｍｍ，从蛹的触角纹痕可以区别雌雄。

各种食叶毛虫均以不同龄期的幼虫蚕食果树叶片，叶片常被吃成缺刻、空洞、甚至只剩下叶

脉，严重大发生年份可将树上叶片食光。

（十四）黑绒金龟（Ｍａｌａｄｅｒ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成虫：全体黑色，并有白绒光泽。前胸背板和鞘翅有细微的刻点，内生灰白色细茸毛，前足胫

节外缘有两个突起，翅鞘的表面有 ９条纵隆起线。

卵：卵圆形，表面光滑，乳白色，多 １２～２０粒在一起成堆。

幼虫：白色，体毛黄褐色。刚毛缝 ３裂呈倒“Ｙ”字形，腹毛区布满钩状毛，沟毛群前缘呈双峰

状，中止于肛腹后部的中部，中间留有笔尖状裸区，后缘有锥状刺毛列，作横弧形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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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黄褐色，复眼朱红色，腹部分布明显，各节背部明显突出，腹末生有臀刺两条。

（十五）苹毛金龟（Ｐｒｏａｇｏｐｅｒｔｈａｌｕｃｉｄｕｌａ）

成虫：扁圆形，除翅鞘外皆紫铜色。除翅鞘和小盾片外，遍身长有淡黄白色长毛。其突出的

特征是：翅鞘茶褐色半透明，可透视到其下方折叠成“Ｖ”字形的后翅。沿腹节两侧的毛形成成行

的毛丛 。

卵：卵圆形，乳白色，表面光滑。

幼虫：头部黄褐色，胴部淡黄褐色。肛门呈弧形，臀节腹面腹毛区钩毛区中央有两行纵列尖

刺。每列前端为短锥状毛，一般 ６～１３根；后端为针状毛，每列 ６～１２根。钩毛群上缘仅达尖刺

列的 １／３。

蛹：裸蛹，体长 １２～１６ｍｍ，黄褐色。

（十六）铜绿金龟（Ａｎｏｍａｌ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成虫：头部腹面黄褐色，背面绿色，前缘微微向上方卷翘略带红褐色，复眼黑色，触角棕黄色，

前胸背板铜绿色，左右边缘黄白色，小盾片倒三角形铜绿色，以上各表面均有微细的刻点。胸部

背面黄褐色，密生淡黄褐色毛。翅鞘铜绿色略带黄色，每翅鞘上有 ４～５条呈黄白色的纵隆脊和

稀疏的微细刻点。腹部淡黄白色，末端较尖。

幼虫：头部黄褐色，胴部乳白色，肛门缝“一”字形横列。覆毛区，自臀板前缘 １／３开始至肛

门缝止形成钩状刺的三角区；正中为 ２列黄褐色针状纵向横列的尖刺，每列 １２～１３条，相互交

错。钩状刺前方与侧面散生黄褐色细长刚毛。

蛹：裸蛹，黄褐色，包在蜕皮内。

为害果树的各种金龟甲均以成虫取食果树的叶片、花蕾和果实。受害叶片呈缺刻、空洞状，

花蕾多被吃得残缺不全，常造成落花、落果，对产量影响很大，果实常被吃成空洞，受害后容易腐

烂变质，不能食用。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比较桑天牛与红颈天牛的形态和为害状。

２．比较苹果小吉丁虫与金缘吉丁虫的形态和为害状。

    
    

    
    

    
 



第四章 蔬菜病虫害

实验５８ 十字花科病害的识别

十字花科蔬菜种类很多，包括白菜、油菜、甘蓝、花椰菜、芥菜、芜菁、萝卜、紫菜薹等。其中以

白菜的栽培面积和产量为最大，其病害的发生情况也较为严重。迄今已发现十字花科蔬菜病害

４０余种，其中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分布较广，危害较大，称为十字花科蔬菜的 ３大病害；黑斑

病、白斑病、细菌性黑腐病、炭疽病、根朽病、细菌性黑斑病等在各地常有发生，每年均有不同程度

的危害；菌核病在南方菜区为害严重；根肿病在 １０余省（市）时有发生。

一、目的要求

认识十字花科蔬菜上几种主要病害的症状，观察病原菌的形态，着重鉴别大白菜 ３大病害及

萝卜黑腐病、甘蓝黑腐病，为病害诊断、田间调查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镜头纸，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蒸

馏水滴瓶，刀片，徒手切片夹持物；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病害症状挂图，病原菌玻片，培

养菌，教学录像资料等。

三、实验材料

十字花科蔬菜主要病害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散装标本、新鲜材料：十字花科蔬菜霜

霉病、病毒病、软腐病、白斑病、细菌性黑腐病、炭疽病、根朽病、根肿病、细菌性黑斑病等；培

养菌。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十字花科蔬菜霜霉病（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

１．症状 十字花科蔬菜整个生育期都可受害。主要为害叶片，其次为害留种株茎、花梗和

果荚。叶片发病，多从下部叶片开始，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绿色小斑，扩大后病斑呈黄色，因

其扩展受叶脉限制而呈多角形。空气潮湿时，在叶背相应位置布满白色至灰白色稀疏霉层。病

斑变成褐色时，整张叶片变黄，随着叶片的衰老，病斑逐渐干枯。留种株受害后花轴呈肿胀弯曲

状畸形，故有“龙头病”之称。花器受害后经久不凋落，花瓣肥厚、绿色、叶状，不能结实。种荚受

害后瘦小，淡黄色，结实不良。空气潮湿时，花轴、花器、种荚表面可产生较茂密的白色至灰白色

霉层。

    
    

    
    

    
 



实验 ５８ 十字花科病害的识别 １８９

花椰菜花球受害后，其顶端变黑；芜菁、萝卜肉质根部的病斑为褐色不规则斑痕，易腐烂。

取新鲜的病害标本观察病害发生部位、形状、颜色，注意病斑背面的病征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霜霉属真菌。菌丝无隔膜。无性繁殖时，从气孔或表皮细胞间

隙抽生出孢囊梗，基部单一不分枝，顶端二叉状分枝 ４～８回，分枝处常有分隔，分枝顶端的小梗

细而尖锐，略弯曲，每小梗尖端着生一个孢子囊。孢子囊椭圆形，无色，单胞，萌发时直接产生芽

管。有性生殖产生卵孢子，多在发病后期的病组织内形成，留种株在畸形花轴皮层内形成最多；

卵孢子黄至黄褐色，球形，厚壁，外表光滑或略带皱纹，萌发时直接产生芽管。

用挑针从白菜病叶背面挑取少量霜霉状物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孢囊梗分枝的特点和孢子

囊的形态。

（二）十字花科蔬菜软腐病（Ｅｒｗｉｎｉａ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ｓｕｂｓｐ．ｃａｒｏｔｏｖｏｒａ）

１．症状 白菜、甘蓝多从包心期开始发病，起初植株外围叶片在烈日下表现萎垂，但早晚仍

能恢复。随着病情的发展，这些外叶不再恢复，露出叶球。发病严重时，植株结球小，叶柄基部和

根茎处心髓组织完全腐烂，并充满灰黄色黏稠物，臭气四溢，农事操作时易被碰落。菜株腐烂后，

组织黏滑软腐，可从根髓或叶柄基部向上发展蔓延，引起全株腐烂；也可从外叶边缘或心叶顶端

开始向下发展，或从叶片虫伤处向四周蔓延，最后造成整个菜头腐烂。腐烂的病叶在晴暖、干燥

的环境条件下，失水干枯变成薄纸状。萝卜受害后，呈水渍状褐色软腐，病部健部分界明显，并常

有汁液渗出。留种植株往往是老根外观完好，而心髓已完全腐烂，仅存空壳。甘蓝软腐病症状与

大白菜基本相同。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欧文氏杆菌细菌。菌体短杆状，有周生鞭毛 ２～８根，革兰氏染色

反应阴性。

用挑针从病健组织的交界处切取少量病组织制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病原细菌的喷菌现象。

（三）十字花科蔬菜病毒病（Ｔｕｒｎｉｐ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ＴｕＭＶ）

１．症状 幼苗期受害后，心叶叶脉呈半透明状，称明脉症。在老叶上产生淡绿与浓绿相间

的暗斑，称为斑驳。叶片主脉及侧脉上有时产生褐色坏死斑，椭圆形或形成条斑，叶片皱缩且凹

凸不平，叶片变硬而脆，颜色渐变黄，幼苗六叶期以前感染的植株，常皱缩矮化，生长停止，不能正

常包心。感病较晚的植株虽然仍能结球，但剥去外叶后，可以看见内部有些叶片上有许多灰黑色

的坏死圆斑，边缘常呈乌黑色。观察大白菜不同生长期所表现的各种症状。

２．病原 毒源主要为芜菁花叶病毒，属于马铃薯 Ｙ病毒属。

取新鲜病害叶片标本观察叶片花叶、畸形皱缩及叶柄上的椭圆形坏死斑；取浸渍标本观察萝

卜病花絮，花絮畸形，花瓣呈叶片状，不结荚的情况。

（四）十字花科蔬菜菌核病（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ａ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ｏｒｕｍ）

１．症状 甘蓝、大白菜等成株受害，一般在靠近地表的茎、叶柄或叶片边缘开始发病。最初

出现水渍状、淡褐色的病斑，逐渐导致茎基部或叶球软腐，发病部位产生白色或灰白色棉絮状的

霉层，以后散生黑色鼠粪状菌核。采种株发病时，一般先从植株基部近地面的衰老叶片边缘或叶

柄开始，并从叶柄蔓延到茎部。茎上病斑稍凹陷，水渍状，初成浅褐色，后变为灰白色，在适宜条

件下，病斑迅速蔓延，可蔓延至全茎，后期组织病朽呈纤维状，茎内中空，内有黑色鼠粪状菌核，重

者全株枯死，轻者果荚小，子粒不饱满。种荚受害，病斑白色，不规则形，内生黑色菌核。

取受害组织，注意茎基部、叶球上及茎秆内是否生有黑色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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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核盘菌属真菌。菌丝白色，有隔，由菌核或子囊孢子萌发产生。

菌核表面黑色内部颜色较浅，鼠粪状，大小差异较大。菌核萌发产生 １至多个子囊盘，直径

２～８ｍｍ，初淡黄色，后变为褐色，有柄与菌核相连。子囊盘表面有子囊和侧丝组成子实层，子囊

无色，棍棒状，有柄，内生 ８个子囊孢子。子囊孢子单细胞，无色，椭圆形。

挑取病原菌玻片，观察病菌子囊盘、子囊和子囊孢子的形态，从病部挑取菌丝制片，注意菌丝

颜色、形态和分隔等特点。

（五）十字花科蔬菜根肿病（Ｐｌａｓｍｏｄｉｏｐｈｏｒ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

１．症状 主要为害根部，地上部植株的症状不明显，病株表现生长缓慢、矮小、基部叶片常

变黄萎蔫，终至枯萎，严重时整株死亡。病株根部产生肿瘤是此病的主要特征。大白菜、油菜、甘

蓝等受侵染时，在主根和侧根上产生很多纺锤状、手指状或不规则形、大小不等的菌瘤状物；萝

卜、芜菁等根菜类蔬菜受害时，则多在侧根上产生瘤肿，主根上不变形或仅在根端生瘤。

取病害浸渍标本，观察病害症状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根肿菌属真菌。营养体为无细胞壁的原生质团，在主根内形成

休眠孢子囊。休眠孢子囊单细胞，球形、卵圆形或椭圆形，壁薄，表面较光滑，无色或浅灰色。休

眠孢子囊密生于寄主细胞内，呈鱼籽状排列。游动孢子梨形或球形。

取病组织制作徒手切片，观察寄主膨大细胞内休眠孢子囊形态；或取病原切片，观察休眠孢

子囊的形态和排列情况。

（六）十字花科蔬菜黑斑病（Ａｌｅｒｎａｒｉ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或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十字花科蔬菜植株的叶片、叶柄，有时候也为害花梗和种荚。叶片受害，

多从外叶开始发病，初为近圆形褪绿斑，以后逐渐扩大，发展成为灰褐色或暗褐色病斑，且有明显

的同心轮纹，有的周围有黄色的晕圈，边缘不明显。病斑上生有一层黑色煤烟状霉层，即病原菌

的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两者分生孢子形态相似，倒棍棒状，有纵横隔

膜。分生孢子 ３～１０个横隔，１～２５个纵隔，深褐色。前者的分生孢子梗单生或 ２～６根丛生；分

生孢子多单生，较大，淡橄榄色，喙长，顶端近无色，有 １５个隔膜。后者的分生孢子长串生，８～１０

个连成一串，较小，色较深，无喙或喙短。

取病害标本观察病斑形状和分布情况（注意叶片边缘病斑分布较多），挑取病原物制片，观

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注意喙的长短。

（七）十字花科蔬菜黑腐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１．症状 为害特点是维管束坏死变黑。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逐步向内扩展，形成“Ｖ”

字形黄褐色病斑，周围组织变黄，与健部界限不明显；有时候病菌沿叶脉向里扩展，形成网状黑脉

或黄褐色大斑块。叶柄发病时，病菌沿维管束向上扩展，使部分菜帮形成淡褐色干腐，叶片倾向

一侧，半边叶片或植株发黄，部分外叶干枯、脱落，甚至倒瘫。湿度大时，病部产生黄褐色菌溢或

油渍状湿腐。重者茎基部腐烂，植株萎蔫，纵剖茎部可见髓部中空、黑色干腐。

萝卜受害，主要是块根受害，外观症状不明显，但维管束变黑，内部组织黑色干腐状，严重者

空心。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黄单胞菌属细菌。菌体短杆状，极生单鞭毛，革兰氏染色反应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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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盒装标本，观察甘蓝、大白菜叶片上的病斑；取病害叶片切取病健交界处组织制片，观察病

组织内有无大量细菌溢出。

（八）十字花科蔬菜白锈病（Ａｌｂｕｇｏｃａｎｄｉｄａ）

１．症状 受害叶片叶面产生淡绿色至黄色圆形斑点，背面产生白色稍隆起的疱斑，很像一

滴白油漆，成熟后散出白色粉状物，即病菌的孢子囊及孢囊孢子。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白锈菌属真菌。孢囊梗丛生在寄主表皮下，无色单胞，棍棒状，

顶端着生孢子囊，孢子囊串生成链状无色单胞，近球形，卵孢子球形，黄褐色，外壁很厚，表面有不

规则的脊状突起。

取盒装标本观察白菜白锈病的症状。切取病原组织，观察孢囊梗形状及其排列情况。

（九）十字花科蔬菜白斑病（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ｅｌｌａａｌｂｏ－ｍａｃｕｌａｎ）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受害病叶的病斑圆形或近圆形，灰白色或黄褐色，稍透明。病斑外

围有绿褐色或黄绿色的晕圈，以后病斑干燥呈玻璃纸状，容易破碎，常呈穿孔状，病斑的背面有不

明显的丝状物。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假小尾孢属真菌。其分生孢子梗束生、短小、无色，直或弯；分

生孢子无色，细长，线状，直或弯，有 １～４隔膜。

挑取病原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大白菜霜霉病和病毒病在叶上引起的病斑有何特点？

２．大白菜软腐病和菌核性软腐病在症状上有何异同点？

３．绘大白菜霜霉病症状及病原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图。

４．绘大白菜黑斑病症状及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图。

５．绘萝卜黑腐病症状图。

实验５９ 茄科蔬菜病害的识别

茄科蔬菜种类很多，主要有番茄、马铃薯、辣椒和茄子等。国内已经发现的茄科蔬菜病害约

有 ７０多种。有些病害在茄科植物上普遍发生，如苗期猝倒病、立枯病、白绢病、青枯病等；有些病

害在生产上危害严重，如病毒病、茄子黄萎病、辣椒疫病和根腐病等，目前已经成为茄科蔬菜生产

上的严重问题：番茄的早疫病、晚疫病、叶霉病和灰霉病等为害逐年严重；番茄枯萎病在局部地区

发生严重；茄子褐纹病和绵疫病等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辣椒病毒病、炭疽病发生也很普遍。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认识茄子、辣椒、番茄和马铃薯上几种主要病害症状和病原菌形态，着重观察茄子

绵疫病、褐纹病、辣椒炭疽病、马铃薯环腐病和番茄叶斑类病害及病毒病害，并学习徒手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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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镜头纸，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刀

片，徒手切片夹持物；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无菌水，蒸馏水；病害症状挂图，病原菌玻片

及教学录像资料。

三、实验材料

茄科蔬菜主要病害的蜡叶和浸渍标本、散装标本、新鲜材料：猝倒病、立枯病、白绢病、青枯

病、病毒病、茄子黄萎病、辣椒疫病、根腐病，番茄的早疫病、晚疫病、叶霉病、灰霉病、番茄枯萎病、

茄子褐纹病、绵疫病，辣椒病毒病、炭疽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茄子病害

１．茄子褐纹病（Ｐｈｏｍｏｐｓｉｓｖｅｘａｎｓ）

（１）症状 茄子生长期内地上部各部位均可受害，以为害果实为主。果实病斑近圆形，褐

色，稍凹陷，可扩大至整个果实，导致果实软腐。病部出现同心轮纹，其上产生许多小黑点（分生

孢子器）。高湿时，病果常落地腐烂；气候干燥时，病果失水、表皮皱缩而成僵果挂于枝条上。成

株期茎部受害，茎上产生灰白色溃疡斑，后期皮层脱落，显露木质部，叶片病斑椭圆形，边缘灰褐

色、中间灰白色，病组织变薄变脆，易破裂和穿孔，各发病部位都可出现小黑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拟茎点霉属真菌。分生孢子器扁球形，壁厚，黑褐色，具孔口，

可产生两种不同形状的无色、单孢的分生孢子。一种为椭圆形或纺锤形；另一种为丝状且一端弯

曲为钩形。

观察病害的症状特点，将病果上的小黑颗粒制成徒手切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器及分生孢子

的形态。

２．茄子黄萎病（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ｄａｈｉｌａｅ）

（１）症状 茄黄萎病在现蕾期始见，一般在门茄坐果后普遍表现症状。发病初期在叶片的

叶脉间或叶缘出现失绿成黄色的不规则圆形斑块，病斑逐渐扩展成大块黄斑，可布满两支脉之间

或半张叶片，甚至整张叶片。始病时，病叶不凋萎或仅中午强光照时凋萎。随着病情的发展，病

株上病叶由黄变褐，并自下而上逐渐凋萎、脱落。重病株最终可形成光杆或仅剩几张心叶。植株

可全株发病，也可半边发病半边正常（俗称半边疯），还有的仅个别枝条发病。病株的果实小而

少，质地坚硬，果皮皱缩干瘪。病株根和主茎的维管束变成深褐色，重病株的分枝、叶柄和果柄的

维管束也变成深褐色。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轮枝菌属真菌。微菌核由菌丝细胞膨大、胞壁增厚的厚壁细

胞结合而成，近球形。分生孢子梗轮状分枝，每轮有 ３～４分枝；分生孢子无色，单胞，长卵圆形。

取培养菌的病原菌制片，观察在人工培养基上菌落生长情况：菌丝体初期无色，老熟时呈褐

色，常有褐色的厚垣孢子或瘤状的拟菌核。将培养病菌的平皿直接放到显微镜载物台上观察菌

落边缘的分生孢子梗的分枝情况；挑取病原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的形态、颜色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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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茄子绵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

（１）症状 主要危害果实，也可以侵染幼苗叶、花器等部位。幼苗发病，幼茎呈水渍状，幼苗

腐烂猝倒死亡。果实多从近地面的果实先发病，初期果实腰部或脐部出现水渍状圆形病斑，后扩

大为黄褐色或暗褐色，稍凹陷半软腐状 。田间湿度大时，病部表面产生一层白色棉絮状霉状物。

叶片发病，多从叶缘或叶尖开始，初期病斑呈水渍状、褐色、不规则形状，常有明显的轮纹。潮湿

的情况下病斑迅速扩展，形成无明显边缘的大片枯死斑，病部有白色霉层。干燥时边缘明显，叶

片干枯破裂。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寄生疫霉。菌丝白色，无隔膜，具分枝。孢囊梗从气孔

长出，细长、无隔膜、不分枝，顶生孢子囊，有时间生或侧生孢子囊。孢子囊球形或卵形，顶端有乳

头状突起。

观察病果上的症状，用挑针从病果上挑取少量的灰白色棉絮状物制片镜检，观察病原菌的菌

丝体、孢囊梗及孢子囊的形态。

（二）辣椒病害

１．辣椒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ａｐｓｉｃｉ）

（１）症状 可危害茎、果实等部位。茎基部受害，病斑初为水渍状、暗绿色小斑块，后向上下

发展并环绕茎部，形成褐色至黑褐色、明显缢缩的病斑。病株易折倒。高湿时，病部可见白色稀

疏霉层（孢囊梗和孢子囊）。

果实受害多从蒂部开始，病斑水渍状，青灰色，无光泽，后期常伴有细菌腐生，呈白色软腐。

高湿时，病部可见白色稀疏霉层；干燥条件下，易形成僵果。成株期根颈部发病形成褐色斑块，病

斑凹陷或稍有缢缩，导致全株叶片由下向上褪绿、发黄、凋萎、脱落，直至植株死亡。

辣椒疫病成株期症状容易和枯萎病混淆，但后者病株全株青枯凋萎，不落叶，维管束变深褐

色，根系发育不良；而前者病株仅部分叶片凋萎，相继脱落，维管束色泽正常，根系发育良好。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菌丝无隔膜，有分枝，分枝基部多有缢缩。孢囊

梗不分枝或单轴分枝，顶生孢子囊。孢子囊成熟后脱落，多带有长柄，微黄色，枣核形、长椭圆形

或瓜子形，顶端增厚形成乳突，少数双乳突。

观察盒装标本的病状特征；挑取培养的病原物制片，观察孢囊梗及孢子囊的形态。

２．辣椒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ｃａｐｓｉｃｉ）

（１）症状 主要危害果实。果实发病，初期病斑为水渍状，褐色，长圆形或不规则形，扩大后

病斑稍凹陷，病斑表面生有隆起的不规则形轮纹，轮纹上密生黑色小颗粒。叶片发病，初生褪绿

色水渍状斑点，扩大后变褐色、圆形、中间灰白，后期在病斑上产生轮纹状排列的小黑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分生孢子盘黑色，盘状或垫状，其上生有暗黑

色刚毛和分生孢子梗，刚毛具 ２～４个隔膜。分生孢子梗粗短，圆柱状，单细胞，无色，顶端产生分

生孢子。分生孢子新月形或镰刀形，端部尖，单细胞，无色，中间有一油球。

观察比较炭疽病和疮痂病叶部为害症状的区别。取辣椒炭疽病带小黑点的病果皮制作徒手

切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盘及分生孢子梗的形态，分生孢子的形状、大小、颜色；注意分生孢子盘

上是否生有暗黑色的刚毛？

３．辣椒疮痂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ｖｅｓｉｃａｔｏｒｉａ）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茎蔓、果实，尤其以叶片上发生普遍。叶片发病，初期形成水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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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黄绿色的小斑点，扩大后变成圆形或不规则形，暗褐色，边缘隆起，中央凹陷的病斑，粗糙呈疮

痂状。茎部和果梗发病，初期形成水渍状斑点，逐渐发展成褐色短条斑。发病果实形成圆形或长

圆形的黑色疮痂。

（２）病原 病原是细菌薄壁菌门黄单胞杆菌属细菌。菌体杆状，单极生鞭毛，革兰氏染色阴

性。

观察病害的症状；切取病叶的病健交界处组织制片，观察喷菌现象。

（三）番茄病害

１．番茄叶霉病（Ｆｕｌｖｉａｆｕｌｖａ）

（１）症状 叶、茎、花和果实均可受害，以叶片受害最为常见。被害叶片正面出现边缘不清

晰的椭圆形或不规则形、浅绿色或淡黄色褪绿斑，其相对的背面产生紫灰色致密绒状霉层，有时

叶面病斑上也长有同样霉层。发病严重时，叶片上布满病斑，叶片干枯卷曲。嫩茎及果柄上也产

生与上述相似的病斑，并延及花部，引起花器凋萎及幼果脱落。果实受害，蒂部产生近圆形、硬化

凹陷斑。观察病害标本，注意病果的受害特点，病叶上病斑是否产生褐色霉层。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褐孢霉属真菌。病菌分生孢子梗成束从气孔伸出，有分枝，初

无色，后呈褐色，有 １～１０个分隔；分生孢子串生，孢子链通常分枝，孢子多为长椭圆形，初无色，

单胞，后变褐色，中央产生一分隔（有时 ２～３个隔膜）。

从病部挑取褐色霉层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

２．番茄早疫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ｓｏｌａｎｉ）

（１）症状 可为害叶、茎和果实。受害叶片初呈深褐色或黑色、圆形至椭圆形小斑点，逐渐

扩大成边缘深褐色、中央灰褐色、有同心轮纹的圆形病斑。潮湿时，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分生

孢子梗及分生孢子）。茎部病斑多数发生在分枝处，灰褐色、椭圆形，稍凹陷，有同心轮纹。发病

严重时，造成断枝。果实上病斑多发生在蒂部附近和裂缝处，圆形或近圆形，黑褐色，稍凹陷，也

有同心轮纹，其上长有黑色霉层。

（２）病原 病原物为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茄链格孢。病菌分生孢子梗单生或簇生，圆筒形，

有 １～７个分隔，暗褐色；分生孢子长棍棒形，顶端有细长的吻胞，黄褐色，具纵横分隔，暗褐色。

从病部挑取霉层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颜色、孢子的大小，纵横分隔

是否明显？

３．番茄晚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ｉｎｆｅｓｔａｎｓ）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茎和果实，以叶片和青果受害最严重。叶片发病，多从叶尖或叶

缘开始，初为暗绿色或灰绿色水渍状不规则病斑，边缘不明显，扩大后病斑变为褐色。湿度大时，

叶背病健交界处长白霉，病斑扩展至全叶，使叶片腐烂。干燥时病部干枯，呈青白色，脆而易破。

茎和叶柄发病，初呈水渍状斑点，病斑暗褐色或黑褐色腐败状，很快绕茎及叶柄一周呈软腐状缢

缩或凹陷。果实发病后，主要为害青果，病斑呈不规则状的灰绿色水渍状硬斑块，后变为暗褐色

至棕褐色云纹状，边缘明显，病果一般不变软。

取病害标本观察叶片、茎秆和果实上的危害特点，叶片病健交界有无霜状霉轮，茎秆上病斑

是否为条形黑杆状，果实上的病斑特点。

（２）病原 病原属于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菌丝分枝，无色无隔膜，多核。菌丝在寄主间

隙生长。孢囊梗无色，单根或多根成熟后从气孔长出，具 ３～４个分枝，无限生长。孢囊梗膨大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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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状，顶端尖细。孢子囊单细胞，无色，卵圆形，顶端有乳状突起。

取病菌玻片，观察胞囊梗和孢子囊形状、颜色等特点。

４．番茄病毒病

（１）症状 常见的症状有花叶型、条斑型和蕨叶型３种。

花叶型 田间常见的症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轻型花叶，叶片平展，大小正常，植株不矮化，

只是在较嫩的叶片上出现深绿与浅绿相间的斑驳，使叶片成花叶状；另一种是重花叶型，叶片不

平展，凹凸不平，扭曲畸形，叶片变小，植株矮化，果小质劣。

条斑型 叶片发病，上部叶片呈现或不呈现深绿色和浅绿色相间的花叶症状；茎部发病，茎

杆上、中部初生暗褐色下陷的短条纹，后变为黑褐色下陷的油渍状坏死斑，逐渐蔓延扩大；果实发

病，果面散布不规则褐色下陷的油渍状坏死斑，病果畸形。

蕨叶型 多发生在植株上部，上部新叶细长呈线状，生长缓慢，叶肉组织严重退化，甚至完全

退化，仅剩下主脉；植株一般明显矮化，中下部叶片向上卷曲。

观察病害标本，区分 ３种病毒病类型各自为害的异同点；掌握 ３种类型区分和识别要点。

（２）病原 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包括烟草花叶病毒（ＴＭＶ）、黄瓜花叶病毒（ＣＭＶ）、马铃薯

Ｘ病毒（ＰＶＸ）、马铃薯 Ｙ病毒（ＰＶＹ）、烟草蚀纹病毒（ＴＥＶ）和苜蓿花叶病毒（ＡＭＶ）。

结合电镜照片和多媒体教学资料，观察病毒形态。

５．番茄灰霉病（Ｂｏｔｒｙｔｉｓｃｉｎｅｒｅａ）

（１）症状 植株叶、茎、花、果等所有地上部分均可感染。一般病部表面均可产生一层灰色

霉层。果实发病时青果受害重，残留的柱头或花瓣多先被侵染，后向果实或果柄扩展，致果实软

腐并于发病部位长出鼠灰色霉层；成株期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病斑初呈水渍状，褐色，迅速扩大

呈“Ｖ”字形，随后向叶内扩展成大型水渍状褐色病斑，病部初呈水渍状小点，后发展成近圆形或

不规则形的深浅褐色相间轮纹斑，边缘明显，有时病斑破裂，湿度大时长出灰色霉层。病菌可从

花瓣或柱头处感染花器，导致花腐，并引起落花。幼果发病，先从果实脐部或果顶萼片、果柄基部

发病。病部灰白色，水渍状，软化腐烂。

观察病害标本，注意病果水浸状、变软腐烂的特点，病叶上病斑是否暗绿色近圆形？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葡萄孢属真菌。病菌分生孢子梗丛生，不分枝或分枝，直立，

有分隔，分隔处缢缩，青灰色至灰色，顶端色渐淡，成堆时呈棕灰色，顶端簇生分生孢子；分生孢子

广，椭圆形或倒卵形至近圆形，表面光滑，无色，单胞，成堆时淡黄色。菌核黑色，扁平或不规则

形。

从病部或培养基上挑取病菌制片，镜检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形态、颜色及分枝特点等。

６．番茄斑枯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ｉ）

（１）症状 又称白星病，番茄的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危害茎和果实。

叶片发病，通常是近地面的老叶片先发病，以后逐渐向上蔓延。初期为叶片背面产生水渍状的小

圆斑，后在叶片正反两面出现边缘暗褐色，中央灰白色，圆形或近圆形，略凹陷的病斑，病斑上散

生少量的小黑点；严重时多个小斑汇合成大的枯斑，使叶片逐渐枯黄，植株早衰，造成早期落叶。

茎和果实发病时，病斑近圆形或椭圆形，稍凹陷，褐色，其上散生小黑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壳针孢属真菌。分生孢子器球形或扁球形，黑色，分生孢子多

细胞，无色，针状，直或略弯，数量大，成熟后于扁球形器孔口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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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病害标本识别症状；取病叶作徒手切片，镜检分生孢子器的颜色、形态，注意分生孢子形

态特征，是否能观察到隔膜。

７．番茄脐腐病（生理性病害）

（１）症状 多发生在前期幼果上。初期在果实脐部出现暗绿色、油浸状斑点，褐色至黑褐

色，果皮较硬，内部果肉干缩，病部向内凹陷病果易于提早着色变红。田间观察病害症状或浸渍

标本，注意病斑的颜色、大小、形状、脐部受害的特点，和其他侵染性病害比较有何区别；注意发病

部位是否有病原物。

（２）病因 果实缺钙或供水不足引起的生理病害。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如何诊断茄褐纹病和绵疫病？

２．在田间如何诊断茄子黄萎病？

３．番茄病毒病有几种类型？其病原是什么？

４．试比较番茄晚疫病和炭疽病的症状特点。

５．绘茄子褐纹病菌的分生孢子器和分生孢子图。

６．绘番茄早疫病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图。

实验６０ 葫芦科病害的识别

葫芦科蔬菜包括黄瓜、西葫芦、西瓜、南瓜、冬瓜等，种类繁多。黄瓜上的病害有 ２０多种，西

葫芦上的病害有 １０多种，南瓜病害有 １０多种，冬瓜病害有近 １０种。危害普遍严重的有：黄瓜霜

霉病 、瓜类枯萎病、瓜类白粉病、瓜类病毒病、瓜类炭疽病、瓜类疫病、瓜类灰霉病、瓜类细菌性角

斑病等，这些病害不仅影响产量，而且也影响了瓜类蔬菜的品质。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掌握生产上常见病害特点发生为害的，认识葫芦科蔬菜上几种主要病害的症状及

病原菌形态，为病害诊断、田间调查提供依据，及时指导病害防治。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镜头纸，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蒸

馏水滴瓶，刀片，徒手切片夹持物；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无菌水；病害症状挂图，病菌切

片或培养物，实验教学录像等。

三、实验材料

葫芦科蔬菜主要病害的盒装标本和浸渍标本、散装标本、新鲜材料（黄瓜霜霉病、瓜类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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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白粉病、病毒病、炭疽病、疫病、灰霉病、细菌性角斑病、根结线虫病、绵腐病、黑星病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黄瓜霜霉病（Ｐｓｅｕｄｏ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ｃｕｂｅｎｓｉｓ）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也可危害茎、卷须和花梗。子叶感病后正面出现不均匀的褪绿黄

化，以后变成不规则的枯黄斑。空气潮湿时，病斑背面产生一层稀疏的紫黑色霉层（孢囊梗和孢

子囊），叶片很快干枯，幼苗死亡。

多数植株进入开花结果期以后，从下部老叶片开始发病。发病初期，叶正面出现淡黄色病

斑，背面出现水渍状多角形病斑；或者叶片正反两面均出现多角形水渍状病斑，病斑发展后叶正

面为褐色多角形病斑，外圈仍为黄绿色，病健交界模糊。潮湿时叶背病斑处产生紫黑色霉层，后

期变成黑色霉层，即病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严重时一片叶上病斑可多达数十个，有时多个病斑

联合成大斑块，使整个叶片枯焦似火烧一样干枯卷缩。病斑在空气干燥时易碎裂，空气潮湿时则

易腐烂。田间调查取病叶标本，观察病斑形状、颜色，病斑背面是否产生灰黑色霉状物。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假霜霉属真菌。孢囊梗由叶面气孔伸出，单生或 １～３根丛生，

无色，基部稍膨大，３～４次假二叉锐角分枝，分枝不对称，分枝与主枝成锐角，分枝末端尖细，孢

子囊着生于分枝的顶端；孢子囊卵形或椭圆形，顶端有乳头状突起，单胞，淡褐色。

用挑针挑取病斑背面少量的霉状物制片，观察孢囊梗的分枝、孢子囊的形态特征、孢子囊有

无乳状突起。

（二）瓜类枯萎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

１．症状 在黄瓜和西瓜等瓜类作物上的瓜类作物枯萎病的症状相似。黄瓜自幼苗期到成

株期均可发病，以结瓜期为发病盛期。成株期枯萎病的典型症状是：初期基部叶片褪绿成黄色斑

块，逐渐全叶发黄，随之叶片由下向上凋萎，似缺水症状，中午凋萎，早晚恢复正常，３～５ｄ后，全

株凋萎不再恢复。病株茎基部常有纵裂和树脂状胶质溢出。病株根系初期发育不良，后期为褐

色腐烂，极易拔断。纵剖茎基部，维管束呈黄褐色至深褐色。在多雨或高湿环境下，病株基部茎

上常产生白色至粉红色的霉层（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在已枯死病株茎上则更为明显，且不

限于基部，可达中部。全株凋萎、根系腐烂、茎基部有霉层和维管束变褐色等是黄瓜枯萎病的田

间识别特征，据此可将该病和同样引起黄瓜死藤的菌核病和疫病区别开来。

观察病株，注意其全株性萎蔫、枯死和茎蔓病部外表皮组织撕裂的特点；剖视病部维管束，注

意内部是否变褐色。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镰孢属真菌，可产生两种类型分生孢子。小型分生孢子产生

快、数量多、无色，椭圆至长圆形，单胞或偶有一个隔膜；大型分生孢子产生慢、数量少，纺锤形或

镰刀型，１～５个分隔，多为 ３个，顶端细胞较长，渐尖，顶端细胞较长渐尖，单个孢子无色，大量孢

子聚集在寄主茎表时呈白色至粉红色，有时可产生厚垣孢子，一般在菌丝或大型分生孢子上产

生，顶生或间生，单生或串生，淡黄色，圆球形。

取病蔓标本，用挑针挑取少量的粉红色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两种分生孢子的形态。

（三）瓜疫病（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ｉ，Ｐｈｔｔｈｏｐｈｔｏｒａｍｅｌｏｎｉｓ）

１．症状 病害主要发生在成株期，茎叶与瓜果均可受害。受害茎蔓基部和茎节位处产生暗

绿色水渍状病斑，之后茎蔓缢缩，茎叶迅速失水凋萎，但茎叶仍保持绿色，呈青枯状。受害叶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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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缘或中部形成暗绿色、水渍状、无光泽的圆形病斑，病斑边缘模糊。湿度高时，全叶很快腐烂；

湿度较低时，病斑迅速转成青灰至黄白色，病部在阳光照射下易干枯、破裂。叶柄症状和茎蔓症

状相似，导致叶片凋萎、青枯。

幼瓜受害，病部缢缩或下陷，失去光泽，组织变软，生长受阻，常形成畸形瓜条，易脱落。挂在

蔓上或落在地上的病瓜，空气湿度高时，可见到稀疏霉层（孢囊梗和孢子囊），但茎基、茎节、叶片

和叶柄的发病部位，一般均见不到霉层。病株根系正常。

取受害病部组织，观察受害特点，注意是否幼嫩部位发病严重，病部是否为水浸状、暗绿色腐

烂时生出稀疏的白色霉层？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疫霉属真菌。菌丝无隔，多分枝，很多菌丝聚集成束或成葡萄

球状。孢囊梗无色透明，和菌丝体无明显区别，顶生孢子囊；孢子囊无色，圆形或广卵圆形，顶端

有乳突，较扁平。卵孢子球形，淡黄色，表面光滑。

取玻片标本观察菌丝体、孢囊梗和孢子囊的形态特征。

（四）瓜类白粉病（Ｓｐｈａｅｏｔｈｅｃａｆｕｌｉｇｉｎｅａ，Ｅｒｙｓｉｐｈｅｃｉｃｈｏｒａｃｅａｒｕｍ）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茎和叶柄亦可受害。发病初期，叶片正面或背面产生白色圆形的

粉霉斑，以后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斑（菌丝体、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随后许

多病斑连片，布满整个叶面，粉状物由白色渐变成灰白色或污褐色，叶片枯黄、卷缩、变脆，但一般

不脱落。后期病斑粉霉层中散生黑褐色小粒点（闭囊壳）。叶柄和茎蔓上症状与叶片相似。

观察病叶标本，注意病害症状主要发生在叶部的哪一面，病斑边缘是否明显，病部有无白粉

状物和间杂的小黑点，分别为何物。

２．病原 属于子囊菌亚门单丝壳属和白粉菌属真菌。两种菌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分布，以前

者较为普遍。两种菌无性态形态相似，分生孢子梗圆柱形，不分枝，无色；分生孢子椭圆形，无色，

成串产生于分生孢子梗顶端。闭囊壳扁球形，暗褐色，附属丝丝状；子囊椭圆形，或近球形；子囊

孢子单胞、无色至淡黄色、卵形或椭圆形。两种菌的主要区别在于单囊壳闭囊壳内只生 １个子

囊，内生 ８个子囊孢子；二孢白粉菌闭囊壳内产生多个（一般为 １０～１５个）子囊，每个子囊内产

生 ２个（少数 ３个）子囊孢子。

取病叶或病蔓标本，先用放大镜找到小黑粒体，然后用挑针挑取小黑粒体制片镜检。观察闭

囊壳的形态、闭囊壳外附属丝形态及闭囊壳内子囊数目。

（五）瓜类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ｅ）

１．症状 苗期受害后，子叶边缘出现褐色半圆形或圆形微凹陷病斑，潮湿时病斑上可产生

粉红色黏质物。近地面茎基部出现水渍状病斑，逐渐变褐、缢缩，幼苗易猝倒死亡。

成株期叶片受害后，不同瓜类植物的症状略有差异。开始时出现水渍状圆形小斑点，扩大后

病斑呈圆形、近圆形或纺缍形，淡红褐色或黑褐色；病斑边缘有黄色或紫色晕圈。病斑中央产生

许多黑色小粒点，有时小粒点排列成同心轮纹状，潮湿时小粒点上溢出粉红色黏质物，干燥时病

斑易开裂穿孔。茎蔓和叶柄上的病斑梭形或长圆形，黄褐色至黑色，稍凹陷或纵裂，病斑上散生

小黑点和粉红色黏质物，当病斑绕蔓或叶柄一周时，引起茎蔓和叶片枯死。成熟瓜果发病时，病

斑椭圆形或圆形，暗褐色至黑褐色，病斑凹陷且常开裂，后期病斑上产生许多排列呈同心轮纹状

的小黑点和粉红色的粘质物。黄瓜病果易弯曲、畸形，以留种瓜发病较重。

取病叶标本，注意比较幼茎、叶片、茎蔓和瓜条上为害的异同之处；观察病斑形态、颜色、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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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胶质物溢出等特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分生孢子盘上的暗褐色刚毛具 ２～３个横隔，

顶端色淡，较尖；分生孢子梗无色单胞，圆筒形；分生孢子单胞，长圆形或卵圆形，一端稍尖，无色，

聚集成堆后呈粉红色。

挑取病原物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的形态。

（六）黄瓜细菌性角斑病（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ｙｒｉｎｇａｅｐｖ．ｌａｃｈｒｙｍａｎｓ）

１．症状 幼苗和成株期均可受害，以成株期叶片受害为主。叶片发病，初为鲜绿色水渍状

斑，渐变淡褐色，病斑受叶脉限制呈多角形，灰褐或黄褐色，湿度大时叶背溢出乳白色混浊水珠状

菌脓，干后具白痕，后期干燥时病斑中央干枯脱落成孔，潮湿时产生乳白色菌脓，蒸发后形成一层

白色粉末状物质，或留下一层白膜。

取病叶标本，观察病斑形状、颜色等特点，病斑的菌脓有何特点，注意和霜霉病的区别特点有

哪些。

２．病原 属于薄壁菌门假单胞菌属。菌体短杆状，端生 １～５根鞭毛，革兰氏染色阴性。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在田间，如何诊断黄瓜的枯萎病？

２．如何诊断黄瓜的疫病，其与枯萎病有什么区别？

３．绘黄瓜霜霉病菌的孢囊梗及孢子囊图。

４．绘黄瓜白粉病菌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图。

５．绘黄瓜炭疽病菌的分生孢子图。

实验６１ 豆科病害的识别

豆类蔬菜种类多，包括菜豆、豇豆、豌豆、扁豆、芸豆和菜用大豆等。豆类蔬菜病害的种类也

很多，危害比较严重的有豆类枯萎病、豆类锈病、豆类病毒病、豆类细菌性疫病、豆类叶斑病和豆

类炭疽病等。这些病害对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影响很大。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认识豆类蔬菜上发生的几种重要病害的症状及其病原物的形态。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镜头纸，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刀

片，徒手切片夹持物；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无菌水；实验教学录像，挂图，病原菌玻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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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材料

豆科蔬菜主要病害（菜豆细菌性疫病、锈病、炭疽病、枯萎病等）的盒装标本和浸渍标本、散

装标本、新鲜材料。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菜豆细菌性疫病（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ｐｖ．ｐｈａｓｅｏｌｉ）

１．症状 叶片发病多从叶尖、叶缘开始，初呈暗绿色油渍状小斑点，后逐渐扩大呈不规则

形，病斑变黄褐色，病斑周围有 ２～３ｍｍ宽的鲜黄色晕环。最后病叶干枯，枯死组织变薄，半透

明。天气潮湿时，病斑上有淡黄色黏液（菌脓）溢出。发病严重时，数个病斑常相互联合，最后引

起全叶枯死。全田发生叶片枯死时，远看似火烧状，故名火疫病。枯死的叶片一般不脱落，经风

吹雨打后病叶碎裂。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有时部分病叶会很快变黑凋萎，嫩叶常扭曲畸形。

茎部病斑常发生在第 １节附近，多在豆荚半成熟时出现，表现为水渍状，有时凹陷，逐渐纵向

扩大并变褐色，表面常常开裂，渗出菌脓。病斑常环绕茎部，导致病株在此处折断，这种症状又称

环腐或节腐。

荚上病斑初呈暗绿色、油渍状小斑点，逐渐扩大后，病斑呈不规则形，红色至褐色，有时略带

紫色，最后病斑中央凹陷，病部常有胶状的黄色菌脓溢出。发病严重时，全荚皱缩，种子常皱缩，

种脐部也产生淡黄色菌脓。

观察病斑的形状、色泽等特点，是否有菌脓或菌膜。

２．病原 病原是薄壁菌门黄单胞杆菌属细菌。菌体短杆状，两端钝圆，极生单鞭毛，革兰氏

染色反应阴性。

取病叶切取病健交界处制片，观察细菌溢出。

（二）豆类锈病（Ｕｒｏｍｙｃｅｓ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１．症状 各种豆类作物的锈病症状特点大致相似，主要发生在叶片上。叶片发病，初期产生

黄白色至黄褐色小斑点，略凸起，后逐渐扩大，形成黄褐色的夏孢子堆，夏孢子堆很快突破叶片表

皮细胞和角质层并散出红褐色粉状物（夏孢子）。植株生长后期，叶片上的夏孢子堆逐渐形成深

褐色的冬孢子堆，或在叶斑周围长出黑褐色的冬孢子堆。冬孢子堆突破叶片表皮后散出黑褐色

的冬孢子。

观察病叶标本，注意夏孢子堆发生的部位、形状、色泽，夏孢子堆与冬孢子堆有何区别。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单胞锈菌属真菌。夏孢子单细胞，黄褐色，椭圆形或卵圆形，表

面生有细刺。冬孢子单细胞，栗褐色，近圆形，孢壁平滑，顶端有浅褐色的乳头状突起，基部有柄，

无色透明。

用挑针挑取锈粉状物制片镜检，观察病菌的形态，夏孢子和冬孢子。

（三）豆类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ｌｉｎｄｅｍｕｔｈｉａｎｕｍ）

１．症状 可危害叶片、茎、荚和种子。一般有明显的病斑，叶片被侵染后，叶面散生深红色

小斑点，后扩展为中间浅褐色，边缘红褐色的病斑，病斑圆形或不规则形，并融合成大型的病斑；

叶柄和茎部病斑凹陷龟裂，成褐锈色细条形病斑；豆荚初呈褐色的小点，扩大后为褐色至黑褐色

圆形或椭圆形斑，周围稍隆起，边缘红褐色或紫色，中间凹陷，内生大量砖红色分生孢子团。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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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炭疽病不产生明显的病斑，只是在植株衰老时，在植株组织的表面产生病菌的繁殖体。

注意观察病斑发生的部位、形状和色泽，是否有粉红色孢子团和小黑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分生孢子盘黑色，初埋生于表皮下，后突破表

皮外露，盘上有或无刚毛，刚毛散生，黑色刺状，有分隔。分生孢子梗短小，单细胞，无色，密生在

分生孢子盘上，分生孢子椭圆或卵圆形，单细胞，无色，内含 １～２个油球。

制片镜检，观察病原菌的分生孢子盘、刚毛、分生孢子梗及分生孢子的形状。

（四）豆类枯萎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ｆ．ｓｐ．ｐｈｏｓｅｏｌｉ）

１．症状 植株显症先从下部叶片开始，叶片逐渐变黄，似缺肥症状，继而叶片变黄枯死，并

逐渐向上部叶片扩展，导致整株萎蔫变黄枯死。受侵染的植株根部呈现深褐色腐烂，剖开茎部可

见维管束组织变为黄褐色。病株结荚明显减少，进入花期后病株大量死亡。

仔细观察病株发病部位，是否为系统侵染？病斑特点如何？有无霉层产生、有何特征？维管

束是否变褐？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镰孢菌属真菌。病原可产生两种类型分生孢子。大型分生孢

子镰刀形或略弯曲，顶端细胞略尖，多具隔膜；小型分生孢子无色，卵形或椭圆形，单胞或多胞。

病菌还可产生厚垣孢子，单生或串生，圆形或椭圆形。

挑取病原物制片镜检，观察两种类型的分生孢子。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在田间如何诊断菜豆细菌性疫病？

２．绘豆类枯萎病的两种分生孢子（大、小型分生孢子）。

３．绘豆类锈病的冬孢子和夏孢子。

实验６２ 其他蔬菜病害

除了十字花科、茄科、葫芦科和豆科蔬菜外，还有芹菜、大蒜、葱、姜、菠菜、莴苣等蔬菜，这些

蔬菜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病害，如：芹菜斑枯病和早疫病，葱紫斑病和霜霉病，姜瘟病，大蒜叶枯

病等都是生产上为害比较严重的病害，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另外蔬菜上普遍发生的根结线

虫病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害。及时有效地防治这些病害对于蔬菜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认识杂菜上发生的重要病害的症状及其病原物的形态。

二、仪器用品

幻灯机，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设备；显微镜，载玻片，镜头纸，盖玻片，解剖刀，挑针，纱布，蒸

馏水滴瓶，刀片，徒手切片夹持物；香柏油，二甲苯，０．１％升汞液，无菌水；实验教学录像挂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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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菌玻片等。

三、实验材料

杂菜主要病害（芹菜斑枯病和早疫病，葱紫斑病和霜霉病，姜瘟病，大蒜叶枯病等及各种蔬

菜根结线虫病）的盒装标本和浸渍标本、散装标本、新鲜材料。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蔬菜根结线虫病

１．症状 病害主要侵染根部，以侧根和须根最易受害，形成大量瘤状根结。其根结的大小

和在根上的分布因不同蔬菜寄主种类和不同根结线虫种类而异，葫芦科、豆科蔬菜染病则侧根和

须根形成大小不等成串的瘤状根结，根结初为白色，质地柔软，后变为浅黄褐色或深褐色，表面粗

糙，有时龟裂，剖视较大的根结内部，可见到白色梨形的粒状物即线虫的雌成虫，一个根节中可有

一至多个雌虫，小根上根节多为一个。茄科或十字花科蔬菜受害则侧根与须根细胞增生畸形，形

成瘤状结较肥大，有时根结上可生出细弱新根，染病后也生有根结。剖视根结或瘤状物，内有乳

白色粒状物，为雌成虫。重病株后期根部腐烂，轻病株地上部分没有明显的症状，病情较重的，地

上部分生长不良，植株矮小，叶色暗淡发黄，呈点片缺肥状，叶片变小，不结实或结实不良，但病株

很少提前死亡。在干旱或水分供应不足时，中午前后，地上部常呈现萎蔫现象，或提早枯死。

观察病株标本，注意根结形状和根部特征，剖开根结，内部有无白色小米粒状虫体？病株地

上部分生长有何变化？

２．病原 属于线形动物门侧尾腺口纲根结线虫属。主要种类有南方根结线虫（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ａ）、花生根结线虫（Ｍ．ａｒｅｎａｒｉａ）、北方根结线虫（Ｍ．ｈａｐｌａ）和爪哇根结线虫（Ｍ．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其中南方根结线虫为优势种群，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葫芦科根结线虫多为南方根结线虫 １号。

该种线虫属内寄生线虫，雌虫和雄虫的形态明显不同。雌虫成熟后膨大呈梨形，双卵巢，卵巢盘

卷于虫体内，阴门和肛门位于虫体后部末端，阴门周围的角质膜形成特征性的会阴花纹，是鉴定

“种”的重要依据，会阴花纹背弓稍高，顶或圆或平，侧区花纹由波浪形到锯齿形，侧区不清楚，侧

线上的纹常分叉。雄成虫细长，尾短，无交合伞，交合刺粗壮，成对，针状弓形，末端尖锐彼此相

连。

挑片或直接观察根结线虫玻片，注意卵、幼虫和成虫的形态、颜色以及成虫虫体结构等。

（二）葱紫斑病（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ｐｏｒｒｉ）

１．症状 葱紫斑病又称黑斑病，主要为害叶和花梗，收获后贮藏期也可侵染鳞茎。留种株

受害常使种子发育不良，雨季易流行，一般年份损失不大。病害可发生在大葱、洋葱、大蒜、韭菜

等蔬菜上。叶片和花梗上的病斑初呈水渍状白色小点，病斑多靠近叶尖或位于花梗中部，稍显凹

陷。病斑初期很小，后逐渐扩大，紫褐色，椭圆形，周围有黄色晕圈，有明显的同心轮纹，潮湿时病

斑上生有黑褐色霉层。病斑可相互愈合形成大斑，病部组织死亡失水而使机械强度降低，常使叶

或花梗从此处折断，如果是留种株，有时种子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时即花梗折断使留种失败，即

使花梗发病后不折断也常使种子皱瘪不能充分成熟。鳞茎发病多于切顶后的颈部或伤口感染

处，呈半湿性腐烂，整个鳞茎体积收缩，组织变红色或黄色，渐转变成暗褐色，并提前抽芽。

观察病叶标本，注意病斑颜色、形状等特点，有无霉层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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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链格孢属真菌。分生孢子单生或 ５～１０根簇生，淡褐色有隔膜

２～３个，不分枝或不规则稀疏分枝，其上着生 １个分生孢子。分生孢子褐色，常单生，直或略弯，

倒棍棒状，或孢子本体椭圆形，至喙部嘴胞渐细。分生孢子具横隔膜 ５～１５个，纵隔膜 １～６个。

喙部（嘴胞）直或弯曲，具隔膜 ０～７个。

观察叶片病害的特点，取病叶标本，用挑针在病斑上刮取或挑取少量的霉状物制片，在显微

镜下观察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的形态。

（三）葱类霜霉病（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ｓｃｈｌｅｉｄｅｎｉｉ）

１．症状 葱类霜霉病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是大葱和洋葱的重要病害。一般为害不严重，

但遇适宜天气条件，发病严重田块病株率达 ３０％ ～４０％。采种株发病，则直接影响种子质量和

产量。

（１）大葱霜霉病 主要为害叶片、花梗，也侵染鳞茎。叶上病斑椭圆形、淡黄绿或苍白绿色，

边缘不清晰，潮湿时生白色绒状霉，渐变为淡紫色，为病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干燥时病斑呈现白

色枯斑。叶片中下部被害则其上部叶片组织逐渐干枯死亡，植株可连续生出新叶。鳞茎感病表

现为病株矮化，叶片扭曲畸形，呈苍白绿色。潮湿时亦生白色绒霉。花梗受害，病部常易倒折，种

子不能成熟而皱瘪。

（２）洋葱霜霉病 主要浸染叶片，也侵染花梗。一般葱叶长到 １５～２０ｍｍ长才显现症状。

病叶出现椭圆形、淡黄绿色或苍白绿色病斑，边缘不清晰。潮湿时病斑表面生白色绒霉并很快转

变成淡紫色，即病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一般情况下，多从外叶向内叶发展，由下部叶片向上部

叶片蔓延。严重时全株叶片由外向里逐批死亡，仅留内部的嫩叶，嫩叶抽展后也会发病，病株表

现矮小，叶片扭曲。干旱时病叶枯萎，潮湿环境下病叶多腐烂，并生有腐生的黑霉。病叶和花梗

常从病部折断，影响种子成熟。

２．病原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霜霉属真菌。菌丝体无色透明，无分隔，分枝发达，菌丝在寄主

细胞间蔓延，产生吸器伸入寄主细胞内吸收营养。吸器多为细长卷须状，有分枝。孢子囊梗稀

疏，单根或 ２～３根成丛自毛孔中伸出，无色无隔，基部稍膨大，长短不一，顶端作 ３～６次二叉状

分枝，分枝末端尖锐稍弯曲，孢子囊着生其上。孢子囊单孢，卵圆形，顶端稍尖，略带褐色，半透

明，萌发时直接产生芽管而不产生游动孢子。卵孢子黄褐色，球形，具厚而皱的壁，埋生在寄主病

叶内。

观察叶片病害的特点，取病叶标本，用挑针在病斑上挑取少量的霉状物制片，在显微镜下观

察孢囊梗和孢子囊的形态特征。

（四）芹菜斑枯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ａｐｉｉｃｏｌａ）

１．症状 芹菜斑枯病又称晚疫病、叶枯病，俗称“火龙”。芹菜斑枯病主要危害叶片，其次危

害茎和叶柄。症状分大斑和小斑两种类型，大斑型多发生于南方地区，小斑型多发生于北方。叶

片受害，早期两种类型症状相似。病斑初为淡褐色油浸状小斑点，逐渐扩大后中心坏死。后期症

状两型有差异：大斑型病斑可扩大到 ３～１０ｍｍ，边缘清晰，散生，病斑边缘深红褐色，中间褐色并

散生少量小黑点；小斑型病斑多不超过 ３ｍｍ，一般约０．５～２ｍｍ，常数个联合，中间黄白色，边缘

清晰呈黄褐色，病斑外周常有黄色晕圈，病斑中央密生小黑点，即病原的分生孢子器。在叶柄和

茎上两型病斑相似，均为长圆形，稍凹陷，色稍深，散生黑色小点。

注意观察病斑的形状、色泽等特点及病斑中间的小黑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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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壳针孢属真菌。研究表明该菌分生孢子器的大小受环境条件

的影响很大，故分生孢器的大小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分类依据。分生孢子器球形。分生孢子无色

透明，丝状，直或稍弯曲，具有 ０～７个横隔膜（一般为 ３个）。

取病叶展开，用锋利的刀片切割叶片上病斑的病键交界处，尽量将病叶切得细而薄，制片观

察分生孢子器及分生孢子的形态，如果动作迅速可以观察到针状分生孢子从分生孢子器孔口喷

射出来的现象。注意分生孢子的隔膜在光镜下很难观察到，需染色后才能看清楚。

（五）芹菜早疫病（Ｃｅｒｔｏｓｐｏｒａａｐｉｉ）

１．症状 芹菜早疫病又称斑点病、叶斑病，各地发生普遍，为害严重。露地和保护地芹菜均

可发生，保护地重于露地。主要为害叶片，其次是茎和叶柄。叶片初生水浸状黄绿色斑点，以后

发展成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大小 ４～１０ｍｍ，黄褐色，边缘黄色或深褐色。病斑不受叶脉限制，

可扩展连片最后叶片干枯。叶柄和茎上病斑产生水浸状条斑或圆斑，后变褐色，稍凹陷，大小

３～７ｍｍ。田间湿度大时，病斑上生有稀疏灰白色霉状物，即病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是病

征表现。

观察病害标本，注意病斑大小、形状、颜色等特点，与斑枯病有何区别，病部有无病征，特征如

何。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尾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直立，直或弯曲，常成簇从寄主气孔

伸出，每簇 ２～１１根，不分枝或略有分枝，有或无屈膝状，顶端近截形，孢痕显著，０～２个隔膜，褐

色，顶端色较淡。分生孢子单生，倒棒状或鞭形，无色，具 ３～１９个分隔，表面光滑。

取病叶用挑针挑取病症观察病菌的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的形态，注意梗的屈膝状形态，孢

痕（显微镜下为亮点）以及分生孢子的倒棒状或鞭形的形状。

（六）姜腐烂病（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ｒｕｍ）

１．症状 姜腐烂病又称软腐病、细菌性青枯病、姜瘟病。

姜腐烂病主要为害生姜根茎，茎、叶也能受害。发病初期，植株地上部叶片萎垂，无光泽，整

株叶片自下而上枯黄，反卷，病害由茎部逐渐向上发展，靠近地表的茎基部和地下根茎的上半部

首先发病。病部初期呈水浸状，黄褐色，无光泽，稍变软，纵剖茎基部和根茎，可见维管束变褐色。

用手挤压有污白色菌脓从维管束溢出。最后根茎和茎基部变褐，腐烂，伴有污白发臭的汁液，最

后脱水干燥仅剩表皮。

２．病原 属于薄壁菌门假单胞杆菌属。菌体短杆状，革兰氏阴性。细菌具有 １～４根极生

鞭毛，不形成荚膜和芽孢，两端着色较深。在肉汁胨培养基上，菌落污白色，不规则形或近圆形，

湿润有光泽。在金氏 Ｂ培养基上不产生荧光色素。

取病姜块观察症状，注意病姜块中病汁液发出的特殊臭味。

（七）大蒜叶枯病（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ｈｅｒｂａｒｕｍ）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或花梗。叶片染病多始于叶间或叶的其他部位，初呈白色小圆点，扩

大后呈现为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灰白色或灰褐色病斑，其上生出黑色霉状物，严重时病叶枯死。

花梗染病易从病部折断，最后在病部散生许多黑色小粒点，严重危害时大蒜不抽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匍柄霉属真菌。分生孢子梗 ３～５根丛生，由气孔伸出，稍弯

曲，暗色，具 ４～７个隔膜。分生孢子灰色或暗黄褐色，单生，卵圆形或广椭圆形，具横隔膜 ３～８

个，葱隔膜 １～３个，隔膜处略缢缩，表面密布瘤状细点。

    
    

    
    

    
 



实验６３ 蔬菜根蛆和潜叶蝇的识别 ２０５

取病叶片用挑针挑取病叶片上的霉层制片观察，注意分生孢子纵横分隔情况及分隔处的缢

缩现象和表面的细点。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蔬菜根结线虫为害根部的症状特点。

２．葱霜霉病在叶片上的症状特征及其霉状物的颜色变化。

３．姜腐烂病发病后病姜有什么特征？

４．绘制芹菜斑枯病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器及其分生孢子的形态图。

５．绘制大蒜叶枯病菌的分生孢子形态图。

实验６３ 蔬菜根蛆和潜叶蝇的识别

根蛆和潜叶蝇类害虫是为害蔬菜的重要害虫。根蛆是以幼虫为害寄主地下部分的双翅目害

虫的统称，蛀食寄主的地下部分。北方蔬菜上发生的主要根蛆种类有：韭菜迟眼蕈蚊、葱蝇和种

蝇，以前两种发生普遍，为害严重。潜叶蝇以幼虫在寄主叶片的上下表皮之间潜食叶肉组织。在

蔬菜上发生的主要有美洲斑潜蝇、豌豆潜叶蝇、菠菜潜叶蝇和大葱潜叶蝇，其中，美洲斑潜蝇是近

几年从国外传入我国的检疫性害虫，并在国内迅速传播蔓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一、目的要求

掌握我国北方蔬菜上发生的重要根蛆和潜叶蝇的形态特征和为害症状。

二、仪器用品

幻灯片，投影仪，多媒体教学设备等；显微镜，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

纱布。

三、实验材料

葱蝇、种蝇、韭菜迟眼蕈蚊、美洲斑潜蝇、豌豆潜叶蝇、菠菜潜叶蝇、大葱潜叶蝇的成虫和为害

状的盒装标本；幼虫浸渍标本等。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葱蝇（蒜蛆，Ｄｅｌｉａａｎｔｉｑｕａ）

成虫：体长 ５～７ｍｍ，灰黄色，足黑色。雌虫复眼间距较宽，为头宽的 １／３，中足胫节外上方

有 ２根较粗长的刚毛。雄虫两复眼几乎相接，后足胫节中段内下方有一列几乎等长的短刚毛，占

据整个胫节长度的 １／３～１／２。腹背中央有不明显的褐色纵纹。

幼虫：体长 ６～８ｍｍ，乳白色，蛆状。口钩下缘光滑无齿，前气门有 ９～１２个长而明显的掌状

    
    

    
    

    
 



２０６ 第四章 蔬菜病虫害

分枝，腹末周缘有 ５对三角形的片状突起，第 ５对明显大于第 ４对。腹末腹面，肛门后方另有三

对较小的突起。

幼虫土中生活，群体蛀食寄主地下鳞茎和嫩茎，致使寄主植株叶片变黄，以至枯死。寡食性，

为害百合科蔬菜，最喜食圆葱和大蒜。

（二）种蝇（瓜种蝇，Ｄｅｌｉａｐｌａｔｕｒａ）

成虫：体长 ４～６ｍｍ，淡灰黑色。雌虫中足胫节外上方有 １根较粗长的刚毛，腹部背中央有

１条不明显的纵横纹。雄虫，后足胫节内下方密生一列末端下弯，大致等长的短刚毛，几乎占据

整个胫节长度。腹部背中有灰黑色纵纹。

幼虫：与种蝇相近，较蒜蛆略小。区别为：口钩下缘有一些小齿，前气门有 ５～８长而明显的

掌状分枝。

幼虫土中生活，几头或数十头群体蛀食发芽中的种子，使其不能正常发芽生长，或蛀食菜苗

幼嫩根茎，使其凋萎死亡，形成缺苗断垄。多食性，但不为害百合科蔬菜。

（三）韭菜迟眼蕈蚊（韭蛆，Ｂｒａｄｙｓｉａｏｄｏｒｉｐｈａｇａ）

成虫：体小，黑灰色。胸部隆起，两复眼在触角上方处左右几乎相接。触角细长状。足细长，

胫节末端有距。前翅 Ｒ脉单一，不分叉，Ｍ脉主干消失，端部分二叉。雌虫腹部末端尖细，具有 ２

节呈仙人掌状的尾须。雄性腹部末端呈钳状内弯。

幼虫：乳白色，细长，无足。头部黑色明显，咀嚼式口器，上颚具 ３个大齿和 １个小齿，下颚外

缘有一些细齿。有 ９对黑色气门。

幼虫群集蛀食寄主的地下嫩茎部分。受害部位呈纤维状腐烂，地上部分叶片发黄，变小，用

手一提即断，以至整株枯死。多食性，山东发生普遍，以韭菜受害最严重，在韭菜、葱上常和葱蝇

混合发生，还为害芹菜、莴苣和豆科等蔬菜的幼苗。

（四）美洲斑潜蝇（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ｅ）

成虫：体小，长 １．３～２．０ｍｍ，浅灰黑色。触角第 ３节黄色。中胸背板亮黑色，中胸小盾片及

体腹面和侧板黄色、足基节、腿节鲜黄色；胫、跗节色深。Ｍ３＋４脉末段长是次末段长的约 ３～４倍。

幼虫：蛆状，老熟幼虫体长 ２～２．５ｍｍ。初孵化时半透明，后变为橙黄色。后气门呈圆锥状

突起，末端具 ３孔。

蛹：椭圆形，长 １．３～２．３ｍｍ。初孵化时橙黄色，渐变为黄褐色。

卵：０．２ｍｍ左右，白色，半透明，椭圆形。

幼虫在叶片表皮下蛀食绿色叶肉组织，造成不规则、灰白色的线状隧道，蛀道内的黑色虫粪

多排成虚线状，仅叶正面有蛀道，老熟幼虫在脱叶化蛹。多食性，喜为害豆科、葫芦科、茄科、菊科

等植物。

（五）菠菜潜叶蝇（甜菜潜叶蝇，Ｐｅｇｏｍｙａｅｘｉｌｉｓ）

成虫：大小似葱蝇，体灰黄色，复眼珠红色。足大部分淡黄褐色，但跗节黑色，爪垫大，灰白色

明显。雌虫，腹部第 １节两前缘角向前突出呈乳头状。雄虫，腹部 １～３节较其他略窄扁，腹末尾

叶显著。

幼虫：体大而肥胖，乳白色。口钩下缘有 ３～４个大齿。前气门掌状突起短小，具 ７～１０个短

分枝。腹末周缘有 ６对丘状突起。

幼虫潜食叶肉，常群体为害。受害叶片上形成灰白色、泡状的大斑块，里面有黑绿色虫粪，仅

    
    

    
    

    
 



实验６４ 十字花科蔬菜害虫和蔬菜蚜虫 ２０７

为害菠菜等黎科植物。

（六）豌豆潜叶蝇（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ｍｙｉａｈｏｒｔｉｃｏｌａ）

成虫：体较小，暗灰色。翅长于身体很多，全身密被长鬃毛，背中鬃 ４对，粗大。足大部分黑

色，但腿节端部和胫节基部黄白色，前翅前缘脉有一处折断。

幼虫：体很小，淡黄色，全体透明。头咽骨分为上、下壁，各 １对，上臂长而弯曲分 ２叉，下臂

短，而左右愈合。前气门 １对，相互靠近，呈叉状突起，１对后气门略突起。

幼虫在叶片表皮下取食绿色叶肉组织，造成不规则，灰白色的线状隧道，蛀道内有细小的黑

色虫粪。叶正面、反面均有蛀道，老熟幼虫在蛀道端部化蛹，多在叶片背面。寄主多，主要为害十

字花科蔬菜留种株。

（七）大葱潜叶蝇（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成虫：体小型，长 ２ｍｍ左右。头部黄色，头顶有黑纹，胸部黑色上被淡灰色粉状物其两侧淡

黄色。平衡棍淡黄色，腹部黑色，节间淡黄色。足黄色，节间褐色，翅脉淡褐色。

幼虫：体长 ４ｍｍ左右，白色微带黄色。活虫体壁半透明，透过体壁能见消化道前后气门各

有 １对淡褐色。

幼虫在大葱、圆葱等寄主的表皮下蛀食叶肉，蛀道多纵向伸展，呈灰白色线状蛀道，蛀虫道内

虫粪不明显。气温高时幼虫多死亡，呈黑色留在蛀虫道内。老熟幼虫脱叶化蛹。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从寄主和为害症状上如何区别美洲斑潜叶蝇与豌豆潜叶蝇？

２．从形态特征上如何区别韭菜迟眼蕈蚊和葱蝇的幼虫？

实验６４ 十字花科蔬菜害虫和蔬菜蚜虫

十字花科蔬菜害虫种类多，危害严重。北方发生的主要种类有：菜粉蝶、菜蚜小菜蛾、菜螟、

大猿叶虫、黄曲条跳甲、黄宽条跳甲、甜菜夜蛾和甘蓝夜蛾。山东蔬菜上发生蚜虫主要有：桃蚜、

萝卜蚜、菜豆蚜、瓜蚜和芹菜蚜。

一、目的要求

掌握十字花科蔬菜主要害虫的形态特征和为害症状。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双目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纱布等。

三、实验材料

菜粉蝶、小菜蛾、菜螟、大猿叶虫、黄曲条跳甲、黄宽条跳甲的成虫和为害状的盒装标本；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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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渍标本；萝卜蚜、桃蚜、芹菜蚜的玻片标本和活体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菜粉蝶（Ｐｉｅｒｉｓｒａｐａｅ）

成虫：前、后翅均粉白色，前翅基部灰黑色，顶角有一黑色、三角形斑纹，此纹内缘平直；前翅中

部偏外方有２个黑色圆斑，呈上下排列。后翅也有１个黑色圆斑，和前翅的黑色圆斑在一条直线上。

幼虫：圆筒形，青绿色。每体节具 ４～５条横皱纹，体表密生黑色小毛瘤和短毛。每体节沿气

门线位置有 ２个黄色圆斑，前后排列，各形成黄色的气门线。

幼虫为害寄主叶片，咬成孔洞或缺刻，严重时叶片仅剩叶柄和叶脉，呈“扫帚把状”，造成的

伤口和排泄粪便，易引起软腐病。喜食十字花科厚叶类。

（二）小菜蛾（Ｐｌｕｔｅｌｌａ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成虫：小形，体和翅灰褐色。停息时，两触角伸向前方。前后翅狭长，有缘毛，前翅近后缘有

１条呈三度曲折的黄白带状纹，两前翅合垄后，体背呈现 ３个斜方形斑纹。

幼虫：体细小，淡青绿色，头部黄褐色。前胸背板有褐色小点组成的 ２个“Ｕ”字形纹。体表

有较长的黑色、稀疏的毛。臀足细长，伸向后方。

幼虫咬食寄主叶片，１龄幼虫钻入寄主叶肉内取食，呈小的袋状蛀道，２龄后退出，食害叶片

呈孔洞和缺刻。还可啃食留种株嫩茎、幼荚。

（三）菜螟（Ｈｅｌｌｕｌａｕｎｄａｌｉｓ）

成虫：体灰褐或黄褐色。前翅具灰白色双重波状的内、外横线，肾形纹明显，黑色或灰褐色，

四周灰白色。后翅灰白色，外缘稍带褐色。

幼虫：头胸黑褐色，第一单眼显著大。胴部淡黄或暗白色。有 ５条较细的淡紫色体线，分别

是背线、亚背线和气门上线。腹部 ３～６节气门后上方各有一和气门同样大小的黑色斑点。

以幼虫蛀食寄主幼苗和生长期的心叶、叶柄、取食叶片。幼虫除蛀食呈隧道外，并有吐丝结

网的习性，可吐丝将隧道口封住或缠绕菜心，幼虫便在其中为害，给防治带来困难。幼苗生长点

被破坏，停止生长或萎蔫死亡，造成缺苗缺垄。稍长大的寄主心叶被啃掉后，常形成小叶丛生，或

多头生长，或仅留下 ３～４片较大的外围叶片，致使菜株停止生长或根菜类根部不能加粗生长，无

食用价值。以薄叶类蔬菜苗期受害重。

（四）大猿叶虫（Ｃｏｌａｐｈｅｌｌｕｓｂｏｗｒｉｎｇｉ）

成虫：蓝黑色或青铜色，有强的金属光泽。头、前胸背面和翅鞘上密布许多刻点，中胸小盾片

光滑，无刻点。

幼虫：头部黑色有光泽，胴部灰褐色。体中部粗，两端略细。各体节上生有大小不等的黑褐

色肉瘤，其数目和排列较规则。

以幼虫、成虫咬食寄主叶片。受害叶片呈椭圆形孔洞，严重时整张叶片成筛网状。喜食薄叶

片种类，春秋发生重。

（五）黄曲条跳甲（Ｐｈｙｌｌｏｔｒｅｔａｓｔｒｉｏｌａｔａ）

成虫：体小形，黑色有光泽。每翅鞘中部有一黄色，中等宽度的纵条纹，此纹外侧中部凹曲

深，内侧中部平直，两端向内方弯曲。

幼虫：体细长圆筒形。头部和前胸硬皮板及臀板淡褐色，胴部乳白色。各体节都有不很突出

    
    

    
    

    
 



实验６４ 十字花科蔬菜害虫和蔬菜蚜虫 ２０９

的肉瘤。

成虫咬食叶片，呈若干圆形或椭圆形和虫体大小相仿的小孔洞。幼虫地下生活，啃食寄主根

部皮层，被害后形成不规则的条状疤痕。

（六）黄宽条跳甲（Ｐｈｙｌｌｏｔｒｅｔａｈｕｍｉｌｉｓ）

成虫：黑色，有光泽较前种略小。前翅中央的黄色纵条纹平直宽大，外侧近翅鞘边缘。

幼虫：与黄曲条跳甲相似。

（七）萝卜蚜（Ｌｉｐａｐｈｉｓｅｒｙｓｉｍｉ）

无翅胎生雌蚜：体较肥大，淡黄绿色，体背一层很薄的蜡粉。体背面有淡灰色，椭圆形肉瘤，

前数节，每体节 ４块排成一横列，腹管所在节以后，每体节肉瘤连成一条。腹管较短，灰黑色，端

部收缢。

有翅胎生雌蚜：头、胸部黑色，腹部淡黄绿色。腹部第 ２、３节和腹管以后的第 ２、３节背面各

有 １条黑色带纹，体侧各有黑色圆斑 ３～４个。腹管同无翅蚜。

主要为害十字花科蔬菜。秋季发生多，群集寄生外层叶片背面，受害严重的叶片变黄甚至枯

萎塌地。传播十字花科蔬菜病毒病。

（八）桃蚜（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无翅胎生雌蚜：体色变化较大，有绿色、黄色、红色等，体背无蜡粉。额瘤显著，向内倾斜。腹

管细长，中后部稍膨大，末端收缢灰黑色，上有瓦切状纹；尾片两侧各有刚毛 ２条。

有翅胎生雌蚜：头、胸部黑色，腹部黄绿至绿色。头部额瘤显著。腹部背中央有 １个灰黑色

的大斑块。腹管尾片同无翅蚜。

常和萝卜蚜混合发生，春秋重，传播大白菜病毒病。

（九）芹菜蚜（Ｓｅｍｉａｐｈｉｓｈｅｒａｃｌｅｉ）

无翅胎生雌蚜：虫体灰绿色，表面被白色蜡粉。额瘤不明显。腹管短小，远未达到尾片基部，

长仅为宽的 ２倍。腹管背面有暗褐色斑纹。

有翅胎生雌蚜：虫体头胸部黑色，腹部绿色，被有白色蜡粉。腹部背面无斑纹。腹管同无翅蚜。

为害芹菜为主，其次为香菜。聚集在寄主的顶端及上部嫩叶背面为害，被害后叶片皱缩成

团，植株矮小，节间短，叶片簇生，现蕾开花期则花穗抽不出，不能正常开花结实。

（十）瓜蚜（棉蚜）（Ａｐｈｉｓｇｏｓｓｙｐｉｉ）

参考大田作物害虫。

（十一）菜豆蚜（苜蓿蚜、花生蚜）（Ａｐｈｉｓ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参考大田作物害虫。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菜粉蝶前翅特征图。

２．利用形态特征区别桃蚜和萝卜蚜有翅蚜和无翅蚜。

３．简述蔬菜蚜虫的为害症状。

    
    

    
    

    
 



２１０ 第四章 蔬菜病虫害

实验６５ 茄科、葫芦科、豆科和保护地蔬菜害虫

茄科蔬菜上发生的主要害虫有：棉铃虫、烟青虫、棉叶螨、茶黄螨、桃蚜、茄二十八星瓢虫等。

豆类蔬菜主要害虫有：豆蛀螟、豆荚螟，菜豆蚜，棉红叶螨、等。葫芦科蔬菜主要害虫有：瓜蚜，美

洲斑潜蝇，黄守瓜虫，瓜绢螟。保护地蔬菜发生的害虫种类以小型害虫为主，主要有：温室白粉

虱、蚜虫、茶黄螨和蓟马。

一、目的要求

了解茄科、葫芦科、豆科蔬菜，保护地蔬菜主要害虫及其他蔬菜害虫的形态及为害状。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双目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纱布等。

三、实验材料

茶黄螨和葱蓟马的玻片和为害状标本；黄足黄守瓜虫、茄 ２８星瓢虫、豆荚螟、豆蛀螟的成虫

和为害状的盒装标本，幼虫浸泡标本；温室白粉虱和烟粉虱的成虫、若虫的盒装和危害壮状标本；

野蛞蝓成虫浸泡标本和危害状标本：葱蓟马玻片标本及为害症状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茄 ２８星瓢虫（Ｈｅｎｏｓｅｐｉｌａｃｈｎａｖｉｇｉｎｔｉｏｃｔ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成虫：体长约 ７ｍｍ，半球形。翅鞘暗橘红色，体背密背短毛，并且有暗白色反光。２翅鞘共

有 ２８个对称的黑斑蚊。前胸背板有 ７个黑色斑纹，中央有几个变化较大，有时 ３个合并呈 １个。

幼虫：成长后体长７ｍｍ，全体鲜黄色。体背共有６排树枝状分叉的突起，中央４排各１１个，

两侧每排 ８个，分叉末端黑色。体末臀节腹面有吸盘构造，协助虫体粘于植株上。

成、幼虫剥食寄主叶片、果实的皮层和部分组织。受害叶片残留一层整齐、似图案状的透明

表皮和组织或呈现点点的孔洞。幼虫较成虫为害严重。

（二）黄守瓜虫（黄足亚种）（Ａｕ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成虫：体长 ８～９ｍｍ，虫体除复眼、胸部和腹部腹面为黑色外，其余部分皆为橙黄色。体形前

窄后宽，腹末较尖，露出前翅之外，雌虫腹部末端露出翅鞘较大，雄虫露出翅鞘较小。前胸背板有

一条波浪形的横向凹陷。翅鞘上密布刻点。

幼虫：成长后体长 １４ｍｍ，细长，淡黄色，头部灰褐色，前胸硬皮板色泽稍深。胸足 ３对，腹部

无足。臀板明显，扁平，表面密生刻点并生有刚毛。肛门在臀板下方，向外方突出成瘤状。

成、幼虫均可为害。成虫多食害瓜叶，为害时以身体为半径旋转咬食一圈，然后在圈内取食

组织，使叶片上残留若干环形食痕或圆形孔洞而干枯。成虫为害时常数十成群为害一株瓜的叶

片或固定几张叶片，直至受害叶片干枯方转移。为害瓜果的表皮常形成环状的圈印，但远不及叶

片受害严重。幼虫半土生，多群居在瓜的根内及甜瓜的贴地面部分蛀食为害，初龄多蛀食瓜根表

层，随虫体的长大而蛀入组织内，遭受此虫为害后，轻者生长不良，重者植株枯死，根部腐烂。

    
    

    
    

    
 



实验６５ 茄科、葫芦科、豆科和保护地蔬菜害虫 ２１１

（三）豆荚螟（Ｅｔｉｅｌｌａｚｉｎｃｋｅｎｅｌｌａ）

成虫：中小型、灰褐色。前翅狭长，沿前缘有一条明显的白色纵带，近翅基部处有一黄色宽横

带。后翅淡褐色，外缘色深，缘毛灰白色。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 １４～１８ｍｍ。体背紫红色，腹面及胸部背面两侧呈绿色。前胸背板近前

缘有“∧”形斑纹，其两侧各有一黑斑，后缘中央有一对较小的黑色形斑。低龄幼虫体绿色，前胸

背板中央有“山”字形纹。

幼虫蛀食豆荚，被蛀食的荚果和种子残缺不全，荚内充满虫粪，常引起荚果腐烂。豆科植物

皆受其害。

（四）豆蛀螟（豇豆荚螟、豆野螟）（Ｍａｒｕｃａｔｅｓｔｕｌａｌｉｓ）

成虫：体中至小形，灰褐色，前翅黄褐色。在中室端有一白色透明的带状斑，中室中间近前缘

有一肾形白斑，其后方有一白色透明小斑。后翅白色透明，有暗褐色缘线。

幼虫：成长后幼虫体长 １８～２３ｍｍ，黄绿色。中、后胸背板上各有黑褐色毛片 ６个，排成两

列，前列 ４个后列 ２个，腹部各节毛片同胸部。

豆类蔬菜主要害虫以幼虫蛀食荚果和种子，早期造成荚果脱落；后期则食害种子。蛀孔堆有

绿色虫粪；同时还可吐丝卷叶，往往将数片叶子卷缀在一起，隐居其内残食；还能蛀害花和嫩茎造

成落花和枯梢。

（五）温室白粉虱（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

成虫：体长 １～１．５ｍｍ，淡黄色，复眼淡红色。体被白色蜡粉。翅脉简单，前翅仅有 ２条纵

脉，后翅 １条纵脉。两翅合拢时平覆在腹部上。雌虫腹末钝圆，雄虫腹末较尖，中央黑褐色的阳

具明显。

卵：长椭圆形，顶部尖，端部有一短小卵柄，插在寄主组织中。随着发育时期的不同卵色由白

到黄，近孵化时变黑紫色，卵上蜡粉较明显。

若虫：椭圆形，扁平。１龄若虫触角和足发达；２、３龄触角和足退化，固定不活动。

拟蛹（也称为 ４龄若虫）：白色至淡绿色，半透明。体缘有缘蜡丝，体背有许多长蜡毛，后期

虫体加厚呈蛋糕状，似立体的椭圆形。皿状孔长呈心脏形，舌状突短，上有小瘤状突起多个，轮廓

似三叶草状。体前部有倒“Ｔ”形纹。

（六）烟粉虱（Ｂｅｍｉｓｉａｔａｂａｃｉ）

成虫：体较温室白粉虱小，两翅合拢时呈屋脊状。常在两翅中间可见到黄色的腹部。雌雄成

虫常排列在一起。

卵；形态与温室白粉虱相近。卵颜色的变化为由白到黄或琥珀色，近孵化时黑色。

若虫：各龄若虫均较温室白粉虱小。

拟蛹：椭圆形，边缘自然倾斜，通常背部无长蜡毛（多毛叶片上可具刺毛）。皿状孔长三角

形，舌状突长，顶端有 １对刚毛。体前部也有倒“Ｔ”形纹。

温室白粉虱与烟粉虱成虫聚集在寄主上部嫩叶背面吸食和产卵，若虫固定在寄主叶背为害，

发生严重时各虫态可把整个叶片覆盖，被害叶片变黄，直至干枯。成若虫分泌蜜露于叶片正面，

导致煤污病的发生。烟粉虱危害较温室白粉虱更为严重，被害处可形成黄斑。

（七）茶黄螨（Ｐｌｙｐｈａｇｏｔａｒｓｏｎｅｍｕｓｔａｔｕｓ）

雌成螨：体长约 ０．２１ｍｍ。身体椭圆形，较宽阔，分节不明显，体淡黄色至橙黄色，半透明有

    
    

    
    

    
 



２１２ 第四章 蔬菜病虫害

光泽。沿背中线有 １白色条纹。足 ４对，第 ４对足纤细，其跗节末端有比足长的端毛和刺状亚端

毛。尾部具毛 １对。

雄成螨：体长约 ０．１９ｍｍ。体近似六角形，腹末圆锥形，有锥台形尾吸盘。淡黄色至橙黄色，

半透明。前足体背面有 ３～４对刚毛，后足体背毛 ３对，末体背毛 ２对。足较长而粗壮，第 ３和第

４对足的基节相接。第 ４对足的胫节和跗节融合形成胫跗节，弯曲，触毛与体等长，爪退化成纽

扣状。

卵：椭圆形，无色透明。背面纵向排列着 ５～６行白色的小瘤，底面光滑。幼螨椭圆形，乳白

色。躯体明显分为 ３节，近若螨时，分节逐渐消失。足 ３对。腹部末端渐尖，具一对刚毛。变为

若螨前体趋透明，移至叶脉附近。

若螨：静止阶段，被幼螨的表皮所包围。半透明，菱形。雄若螨细瘦尖长，雌若螨较为丰满。

成、幼、若螨在寄主幼嫩部分刺吸汁液。为害嫩叶片时，多在叶片背面，叶背呈灰褐色或黄褐

色，油浸状，叶缘向下弯曲，上部叶片僵直。受害的嫩茎变黄褐色、粗糙。茄果受害初期为黄褐

色，后逐渐变为深黄褐色，最终龟裂，成开花馒头状。蕾、花期受害，重者不能开花坐果。

（八）葱蓟马（Ｔｈｒｉｐｓｔａｂａｃｉ）

成虫：体长 １～３ｍｍ，黄褐色，翅淡灰白色。单眼 ３个，在两复眼之间成三角形排列。触角 ７

节，在第 ３、４节端部各有一角状感觉器。腹部 ２～７节背板前缘各有一条黑色横纹。产卵器锯齿

状，下弯。

若虫：体黄色、复眼暗红色。触角 ６节，第 ３节上有皱纹。前胸背板淡褐色，足淡灰色。胸部

各节有淡褐色微小的毛片。

成、若虫锉吸为害寄主叶片、花萼片。绿色组织受害后，表面呈现密密麻麻长形的细小的灰

白色斑点，花萼受害后则提早凋谢。受害后的寄主生长发育缓慢，叶片卷缩或皱缩，甚至干枯。

该虫还可传播茄科植物病毒病。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茄 ２８星瓢虫和黄守瓜虫成虫的为害症状图。

２．简述茶黄螨的为害症状。

３．利用形态特征区别温室白粉虱与烟粉虱的成虫和若虫。

４．区别豆蛀螟和豆荚螟幼虫的形态特征和为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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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６６ 园林植物叶花果类病害的识别

园林植物叶、花、果病害种类繁多，其种类超过茎干及根部病害的总和。尽管叶部病害很少

引起植物的死亡，但对园林植物的观赏效果影响较大，尤其是观叶植物。叶部病害通常引起叶片

早落，削弱了花木的生长势。

一、目的要求

通过实验，认识园林植物叶花果类主要病害的症状和病原菌的形态特征，重点识别白粉病、

锈病、叶斑病、炭疽病、灰霉病、叶畸形和病毒病等，掌握病害诊断技术。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纱布，酒精灯，解剖针，解剖刀，剪刀，接种针，记号笔，标签，移菌环，刀片，滤纸条，载

玻片，盖玻片；无菌水，蒸馏水；实验教学录像带。

三、实验材料

各种白粉病、锈病、叶斑病、炭疽病、灰霉病、叶畸形和病毒病等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和玻片

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白粉病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叶柄、嫩茎、芽及花瓣等幼嫰部位。病部产生近圆形或不规则形粉

斑，可相互愈合，成为边缘不明显的大片，其上布满白粉状物，即病菌的菌丝体、分生孢子梗和分

生孢子，叶片褪绿、枯黄。后期，白粉变为灰白色，其上着生黑色小点粒，即病菌的闭囊壳。如黄

栌白粉病、槐树白粉病、丁香白粉病、杨树白粉病、臭椿白粉病等。

２．病原 引起白粉病的常见病原菌有白粉菌属（Ｅｒｙｓｉｐｈｅ）、单丝壳属（Ｓｐｈａｅｒｏｔｈｅｃａ）、叉丝壳

属（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ａｅｒａ）、叉丝单囊壳属（Ｐｏｄｏｓｐｈａｅｒａ）、球针壳属（Ｐｈｙｌｌａｃｔｉｎｉａ）和钩丝壳属（Ｕｎｃｉｎｕｌａ）

等。均属子囊菌亚门白粉菌目真菌。闭囊壳外附属丝的形态和闭囊壳内子囊的数目是白粉菌分

属的重要依据。

取提供的各类白粉病病害标本，注意观察白粉病的症状，病征特点；挑取感病组织上的粉状

物和小黑点制作玻片，镜检观察闭囊壳外附属丝的形态、闭囊壳内子囊的数目、子囊、子囊孢子的

形态特征，并利用下列检索表进行属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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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菌科常见属检索表：

Ａ．闭囊壳内单个子囊

Ｂ．附属丝菌丝状 单囊壳属…………………………………………………………

Ｂ．附属丝顶端二叉分枝 叉丝单囊壳属……………………………………………

Ａ．闭囊壳内多个子囊

Ｂ．附属丝菌丝状 白粉菌属…………………………………………………………

Ｂ．附属丝非菌丝状

Ｃ．附属丝刚直、基部膨大，球针状 球针壳属……………………………………

Ｃ．附属丝顶端卷曲

Ｄ．附属丝顶端钩状卷曲 钩丝壳属……………………………………………

Ｄ．附属丝顶端二叉分枝 叉丝壳属……………………………………………

（二）锈病

１．症状

锈病是园林植物的一类重要植物病害，因病部产生大量锈状物而得名。叶锈病常使叶枯早

落、果实畸形，削减生长势，降低产量及观赏性。常见的叶锈病有：

（１）草坪草锈病（Ｐｕｃｃｉｎｉａｚｏｙｓｉａｅ） 主要发生在结缕草叶片上，草茎上也可发病。病初叶片

上下表皮均可出现疱状小点，逐渐扩展成圆形或长条形黄褐色病斑，即病原菌的夏孢子堆。孢子

堆稍隆起，成熟后突破表皮呈粉堆状。冬孢子堆生于叶背，黑褐色、线条状，病斑周围叶肉组织失

绿变为浅黄色。转主寄主为鸡矢藤等。

（２）玫瑰锈病（Ｐｈｒａｇｍｉｄｉｕｍ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ｕｍ） 可侵染植株地上部分的各个器官，主要为害叶

片和芽。发病初期在叶背产生黄色小斑，外围有褪色环。在黄斑上产生隆起的锈孢子堆，后突破

表皮露出橘红色粉末，即锈孢子。在叶片正面产生小黄点即性孢子器。以后在叶背又产生近多

角形病斑，上生夏孢子堆。夏末秋初在病斑上又产生棕黑色粉状物，即冬孢子堆。

（３）海棠锈病（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ｙａｍａｄａｉ或 Ｇ．ｈａｒａｅａｎｕｍ） 主要危害叶片，也危害叶柄、嫩

枝和果实。初在叶片正面产生黄色小点，后扩大成圆形斑，并在病斑中央产生针头大小的黑色颗

粒，即性孢子器。叶片正面下陷，叶背隆起增厚，并产生黄白色毛状物，即锈孢子器。

在桧柏、龙柏等转主寄主的针叶和小枝上，着生大大小小的瘤状物，即冬孢子角或称菌瘿，吸

水胀发呈橘黄色胶状物，犹如针叶树开“花”。

２．病原

（１）草坪草锈病病菌 属于担子菌亚门柄锈菌属真菌。夏孢子堆椭圆形，夏孢子单胞，黄

色。冬孢子具柄双胞，黄褐色。

（２）玫瑰锈病病菌 属于担子菌亚门多胞锈菌属真菌。冬孢子具柄多胞，３～７个横隔，顶

端有乳头状突起。孢子柄上部有色，下部无色，膨大。

（３）海棠锈病病菌 属于担子菌亚门胶锈菌属真菌。性孢子器生于叶片的上表皮下，球形。

锈孢子器毛发状，多生于叶背肥厚的红褐色病斑上。冬孢子双胞，柄细长，无色。缺夏孢子阶段。

观察以上 ３种锈病的盒装标本，注意其症状特点，受害部位产生病征，各属锈菌的何阶段。

挑取玫瑰锈病菌制片，镜检观察冬孢子的形态特征、细胞数目、柄的有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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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ｏｉｄｅｓ）

１．症状 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也危害嫩枝，引起叶斑、落叶、果实腐烂和枝梢枯死。典型

症状是病部产生黑色小粒点（分生孢子盘），常呈同心轮纹状排列，潮湿条件下溢出粉红色黏孢

子团。如兰花炭疽病、米兰炭疽病、梅花炭疽病。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炭疽菌属真菌，有性态属子囊菌亚门围小丛壳（Ｇｌｏｍｅｒｅｌｌａｃｉｎ-

ｇｕｌａｔａ），自然情况下少见。病菌分生孢子盘常有刚毛，分生孢子单胞，无色，长，内含数个油球。

子囊壳埋生于子座内，子囊孢子单胞，无色，椭圆形。

（四）灰霉病（Ｂｏｔｒｙｔｉｓｃｉｎｅｒｅａ）

１．症状 草本观赏植物上最常见的真菌病害，对温室植物为害最大。灰霉病的症状较复

杂，可表现叶斑，溃疡，球茎、鳞茎及种子腐烂等病状。病征很明显，在潮湿条件下灰色霉层显著

（即病菌的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如仙客来灰霉病。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葡萄孢属真菌。分生孢子梗丛生，顶端枝状分枝，分枝末端膨

大３分生孢子葡萄状，聚生，卵形或椭圆形，单细胞，淡色。有性态为富氏葡萄孢盘菌（Ｂｏｔｒｙｏｔｉｎｉａ

ｆｕｃｋｅｌｉａｎａ），属子囊菌亚门。菌核黑色，形状不规则。

（五）叶斑病

１．症状

叶斑病种类很多，可因病斑的色泽、形状等分为黑斑病、褐斑病、圆斑病、角斑病、轮斑病等。

叶斑上往往着生有各种点粒或霉层。叶斑病普遍降低植物的观赏性。

（１）鸡冠花褐斑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ｐｐ．） 主要侵染叶片，出现褐色病斑。老病斑中央组织变为

灰褐色，轮纹明显。后期病斑背面着生粉红色霉层，即病菌的分生孢子和分生孢子梗。

（２）菊花褐斑病（斑枯病）（Ｓｅｐｔｏｒ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ｅｌｌａ） 俗称“泥裤子”。主要为害叶片，产生

圆形或不规则形病斑，褐色或黑褐色，中央组织灰白色。病斑上散生黑色小点粒，即病菌的分生

孢子器。

（３）菊花线虫叶枯病（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ｏｉｄｅｓｒｉｔｚｅｍａｂｏｓｉ） 主要为害叶片、叶芽、花芽、花蕾、生长点

等部位。病斑首先从叶背下缘出现，受叶脉的限制，典型的枯斑呈三角形。枯死的叶片一般不脱

落，倒挂在茎秆上。

２．病原

（１）鸡冠花褐斑病病菌 属于半知菌亚门镰孢霉属真菌。此类镰刀菌只产生大型分生孢

子，镰刀形。厚垣孢子顶生或间生。

（２）菊花褐斑病病菌 属于半知菌亚门壳针孢属真菌。分生孢子器球形，分生孢子线状，无

色，有 ４～９个分隔。

（３）菊花线虫叶枯病病菌 属于线虫纲滑刃线虫属。虫体细长，尾端尖，末端常 ２～４个微

小的针状突起，口针基部球明显。雄虫比雌虫稍细小，稍加热时，尾部向腹面弯曲。

（六）桃缩叶病（Ｔａｐｈｒｉｎ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ｎｓ）

１．症状 主要为害叶片、嫩梢，花、果也可受害。病叶呈波纹状皱缩卷曲，叶片由绿变黄至

紫红色，叶片加厚，质地变脆。后期，病部出现灰白色粉层，即病菌的子实层。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外囊菌属真菌。子囊直接从菌丝体上生出，裸生于寄主表皮

外。子囊圆筒形，基部有无色的脚细胞。子囊孢子卵形，单胞、无色，在子囊内外均能芽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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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子。

（七）病毒病

１．症状 病毒病在花木中大量存在，且危害严重。病毒病发生后，使寄主叶色、花色异常，

器官畸形，植株矮化。重则不开花，甚至毁种。常见的病毒病有唐菖蒲花叶病（Ｂｅａｎｙｅｌｌｏｗｍｏｓａ-

ｉｃｖｉｒｕｓ＆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ｍｏｓａｉｃｖｉｒｕｓ），郁金香碎锦病（Ｔｕｌｉｐ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ｖｉｒｕｓ），美人蕉花叶病（ＣＭＶ），仙

客来病毒病（ＣＭＶ）和香石竹病毒病（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ｖｅｉｎｍｏｔｔｌｅｖｉｒｕｓ，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ｔｖｉｒｕｓ，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ｃｒｏｔｉｃｆｌａｃｋｖｉｒｕｓ，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ｈｒｉｎｇｖｉｒｕｓ）等。

２．病原 侵害花木的病毒种类繁多，如黄瓜花叶病毒等。菊花矮化病由菊花矮化类病毒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ｓｔｕｎｔｖｉｒｏｉｄ，ＣＳＶ）引起。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白粉菌分属依据是什么？根据检索表对所提供的白粉病材料进行属的鉴定。

２．典型的锈菌生活史中可产生几种类型的孢子？举例说明锈菌分属的主要依据。

３．绘图：①海棠锈病病菌的性孢子器和锈孢子器和冬孢子的形态图；②灰霉病菌形态图；③

炭疽病菌形态图；④鸡冠花和菊花褐斑病菌形态图；⑤桃缩叶病菌形态。

实验６７ 园林植物茎干病害的识别

园林植物茎干病害的种类虽不及叶部病害多，但危害性很大。不论是草木花卉的茎，还是木

本花卉的枝条或主干，受病后往往直接引起枝枯或全株枯死，不仅降低花木的观赏价值、影响景

观，对某些名贵花卉和古树名木，有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香石竹枯萎病，鳞茎和球根花卉

的茎线虫病，都是花卉植物的重要病害。而杨树腐烂病、溃疡病、泡桐丛枝病、松材线虫枯萎病

等，是我国目前育苗、造林及城市绿化面临的严重问题。引起茎干病害的病原几乎包括了生物性

和非生物性病原等各种因素，但以真菌病害为主。

一、目的要求

认识园林植物主要茎干病害的症状特点和病原菌的形态特征，掌握诊断技术。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纱布，酒精灯，解剖针，解剖刀，剪刀，接种针，记号笔，标签，移菌环，双面刀片，滤纸

条，载玻片，盖玻片；无菌水，蒸馏水；教学录像带，实验教学录像等。

三、实验材料

香石竹枯萎病、水仙茎线虫病、银杏茎腐病、杨树烂皮病、杨树溃疡病、泡桐丛枝病、竹秆锈

病、松树烂皮病、松 －芍药锈病、松材线虫枯萎病的盒装标本和玻片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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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香石竹枯萎病（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ｆ．ｓｐ．ｄｉａｎｔｈｉ）

１．症状 可在任一发育阶段表现症状。首先是植株下部叶片及枝条变色、萎蔫，并迅速向

上蔓延，常是一侧枯萎明显，嫩枝生长扭曲、畸形，生长停止。叶片由正常的深绿色变为淡绿色，

最终呈苍白的稻草色。纵切病茎，维管束中有暗褐色条纹，从横切面可见明显的暗褐色环纹。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镰孢霉属真菌。病菌一般产生分生孢子座，分生孢子无色，有

两种类型：大型分生孢子镰刀形，粗壮，２～４个分隔３小型分生孢子卵形，１～２个细胞。

（二）水仙茎线虫病（Ｄｉｔｙｌｅｎｃｈｕｓｄｉｐｓａｃｉ）

１．症状 病原线虫可寄生于鳞茎、根、叶上。被害鳞茎常为红褐色腐烂，根呈水渍状变褐，

有臭味。病株生长势衰弱，地上部分叶尖干枯，开花少或不开花。严重发病的，全株腐烂死亡。

将鳞茎横向切开，通常可见一至数个褐色环。

２．病原 属于侧尾线虫纲茎线虫属。雌虫和雄虫均为蠕虫形，细长。食道为垫刃型，后食

道球膨大呈棍棒状。雄虫交合刺基部宽，并有突起，交合伞不包在尾尖，仅达尾长的 １／４～３／４。

（三）银杏茎腐病（Ｍａｃｒｏｐｈｏｍｉｎａｐｈａｓｅｏｌｉ）

１．症状 幼苗患病初期，茎基部接近地面处皮层组织变褐，叶片失绿，稍向下垂，很快向上

扩展导致全株枯死。此时叶片黄萎下垂，但不脱落。苗木茎基皮层肥肿皱缩，剥开病皮，内部已

腐烂呈海绵状或粉末状，灰白色，其间充满黑色细小的菌核。病菌侵入木质部和髓部时，在变褐

中空的髓部，也充满小菌核。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壳球孢属真菌。病菌在银杏等树苗上只产生菌核，一般不产生

分生孢子器。菌核产生在病部皮层下和髓部，黑色、细小而多如粉末状，表面光滑，近圆形或扁球

形。分生孢子器生于病茎表皮的角质层下，暗褐色，近球形。分生孢子长椭圆形，微弯，无色，单

细胞。

（四）杨树烂皮病（Ｖａｌｓａｓｏｒｄｉｄａ）

１．症状 主要发生在主干和枝条上，表现为干腐和枯梢两种症状。

干腐型主要发生在主干和侧枝上，病初出现暗褐色水渍斑，病部皮层腐烂变软，随后失水下

陷，有时发生龟裂。后期病斑上产生许多针头状小突起，即病菌的分生孢子器，雨后或潮湿天气，

挤出橘黄色分生孢子角。病部皮层腐烂，纤维组织分离如麻状，易与木质部剥离。有时腐烂深达

木质部，使边材变色。秋冬，在死亡组织上可长出黑色小点粒，即病菌的子囊壳。

枯梢型主要发生在小枝上，小枝感病后迅速枯死，但无明显的溃疡症状，直至枝条皮层裂缝

中长出橘黄色卷须状分子孢子角时，方能发现已感病。后期死亡枝上也可形成黑色小点粒———

子囊壳。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黑腐皮壳属真菌。其无性态（Ｃｙｔｏｓｐｏｒ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ａ），属半知

菌亚门、壳囊孢属。子囊壳多个聚生于子座内，烧瓶状，具长颈；子囊棍棒状，子囊孢子单胞、无

色，香蕉形，双行排列。分生孢子器不规则形，多室，埋生于子座内，有一共同孔口伸出子座外，并

突出寄主表皮外露。分生孢子香蕉形，单胞、无色，较小。

观察病害症状，切取小块受病组织制作徒手切片，镜检观察子囊壳、子囊、子囊孢子的形态。

观察分生孢子器、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或取病菌玻片观察病原菌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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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杨树溃疡病（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ｒｉｂｉｓ）

１．症状 主要发生在树干和主枝上，多在皮孔边缘形成近圆形水泡状溃疡斑，泡内充满褐

色液体。此后水泡破裂，病斑干缩下陷，中央有一纵裂小缝。后期病斑上长出针头状黑点，即病

菌的分生孢子器。秋后在老病斑处出现较大的黑点，即病菌的子囊座。通常光皮树种水泡型症

状明显，粗皮树种不形成水泡，仅树皮下变褐腐烂，并流出红褐色液体。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葡萄座腔菌属真菌。无性态（Ｄｏｔｈｉｏｒｅｌｌａｇｒｅｇａｒｉａ），属半知菌亚

门、小穴壳属真菌。子囊腔单生或集生于子座内，子囊棍棒状，具双层壁。子囊孢子无色、单胞，

椭圆形，双行排列，子囊间有拟侧丝。分生孢子器生于寄主表皮下，单生或集生于子座内；分生孢

子无色、单胞，梭形。

（六）泡桐丛枝病（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ａ）

１．症状 典型症状为丛枝型，即病枝上的芽大量萌发，抽出许多纤细柔弱的小枝，其上叶片

小而黄，有时皱缩，还有不明显的花叶症状。远观病枝形似鸟巢，落叶后呈扫帚状。

２．病原 属于原核生物柔壁菌门植原体属。菌体主要形态为圆形，无细胞壁，但有 ３层的

单位膜。多分布在韧皮部，借烟草盲蝽、茶翅蝽传播，对四环素敏感。

（七）竹秆锈病（Ｓｔｅｒｅｏｓｔｒａｔｕｍｃｏｒｔｉｃｉｏｉｄｅｓ）

１．症状 多发生于竹秆下部或基部，在发病部位产生明显的椭圆形、长条形或不规则形的

橙黄色垫状物，既病菌的冬孢子堆，不易分离，多发生于近竹节处。冬孢子堆遇雨吸水向外卷曲

并脱落，在其下面便形成黄褐色粉质层状的夏孢子堆。当夏孢子堆脱落后，发病部位形成黑色

枯斑。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硬层锈菌（毡锈菌）属真菌。夏孢子堆生于茎秆角质层下，圆形

或长圆形，褐色，呈粉状。夏孢子卵形，单胞，表面有刺。堆圆形或椭圆形，多群生，紧密连接成

片，似毡状，黄褐色。冬孢子双胞，无色或淡黄色，具细长的柄。

（八）松树烂皮病（Ｃｅｎａｎｇｉｕｍ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ｓｕｍ）

１．症状 发生于 ２～１０年枝干上，主要危害皮层。发病枝干针叶变为红褐色，被害枝干因

失水而皱缩。主干皮部发病，有流脂现象，病皮干缩下陷，易与木质部分离。病皮下生出褐色子

囊盘，杯状或盘状。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薄盘菌属真菌。子囊盘杯状无柄，雨后张开变大，干后收缩皱

曲。子囊孢子单胞无色，椭圆形。

（九）松 －芍药锈病（Ｃｒｏｎａｒｔｉｕｍ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ｍ）

１．症状 主要为害松树枝条和主干的皮部，但以侧枝发病为多。病枝略显肿胀，呈纺锤形，

病部皮层变色，粗糙而开裂，严重时木质部外露，并流脂。病皮开裂处可见橘黄色疱状物，即病菌

的锈孢子器。

在芍药等转主寄主上危害叶片，于叶背先产生橘黄色夏孢子堆，后产生褐色毛状物，即冬孢

子柱。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柱锈属真菌。性孢子器生于纺锤形肿瘤的皮层下，黄色，不规

则形。锈孢子器疱囊状，包被白色。夏孢子堆生于芍药叶背，黄褐色。冬孢子柱褐色，圆柱形，稍

弯曲，由冬孢子堆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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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梅花膏药病（Ｓｅｐｔ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ｂｏｇｏｒｉｅｎｓｅ，Ｓ．ｔａｎａｋａｅ）

１．症状 在枝干被害处，产生一层圆形或不规则形的厚膜，宛如膏药，紧贴在枝干上，平铺

或略厚。其外观色泽有两种：一种初期灰白色，后变暗灰色或暗褐色，表面光滑３另一种为栗褐

色，表面呈天鹅绒状。子实体衰老时，菌膜中央常龟裂，易剥落。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隔担子菌属真菌。

（十一）松材线虫枯萎病（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１．症状 感病松树针叶失绿，并逐渐黄萎枯死变红褐色，最终全株迅速枯萎死亡，但针叶长

时间内不脱落，有时直至翌年夏季才脱落。传播媒介主要是松褐天牛（Ｍｏｎｏｃｈａｍｕ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ｕｓ）。

２．病原 属于侧尾线虫纲伞滑刃线虫属。雌雄同形，虫体细长。雄虫交合刺大，弓状，成

对，喙突显著，交合刺远端膨大如盘。尾部向腹面弯曲，尾端为小的卵形交合伞包围。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比较松 －芍药锈病和竹秆锈病症状及冬孢子的形态特征及侵染循环的特点。

２．比较杨树烂皮病和杨树溃疡的症状特点及病原菌的形态特征。

３．简述泡桐丛枝病的症状特点、病原及其诊断技术。

４．简述松材线虫枯萎病的症状特点及媒介昆虫。

５．绘图：①香石竹枯萎病菌形态图；②杨树烂皮病和杨树溃疡的有性和无性态的病原图；③

松树烂皮病菌子囊盘形态图；④银杏茎腐病菌形态图。

实验６８ 园林植物根部病害的识别

园林植物根部病害的种类虽不如叶部、茎（枝）部病害的种类多，但所造成的危害常是毁灭

性的，如苗木猝倒病和白绢病、花木根癌病、根朽病等。根病的病原物大多属土壤习居菌，寄主范

围广，腐生能力强，一旦在土壤中定殖，就难以根除。根病发生的初期不易发现，待植物地上部分

出现明显症状，如叶色发黄、放叶迟缓、叶形变小、提早落叶、植株矮化等时，病害已进入晚期，所

以给根部病害的诊断和防治增加了难度。

一、目的要求

认识园林植物主要根部病害的症状和病原菌的形态特征，掌握诊断要点。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纱布，酒精灯，解剖针，解剖刀，剪刀，接种针，记号笔，标签，移菌环，双面刀片，滤纸

条，载玻片，盖玻片；无菌水，蒸馏水；实验教学录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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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材料

幼苗猝倒和立枯、樱花根癌病、仙客来根结线虫病、花木根朽病、兰花白绢病、苗木紫纹羽病、

花木白纹羽病的盒装标本、浸渍标本和玻片标本。立枯丝核菌、齐整小核菌、腐霉菌、镰刀菌等的

纯培养物。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幼苗猝倒和立枯（Ｐｙｔｈｉｕｍｓｐｐ．，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ｐｐ．等）

１．症状 常见症状主要有以下 ３种类型：

（１）土中腐烂型 种子或尚未出土的幼芽，被病菌侵染所致。

（２）猝倒型 出土幼苗尚未木质化前，在幼茎基部呈水渍状病斑，病斑缢缩变褐腐烂，幼苗

倒伏。

（３）立枯型 幼茎木质化后，造成根部或根颈部位的皮层腐烂，幼苗逐渐枯死，但不倒伏。

２．病原 该类病害可分为非侵染性和侵染性病害两类。非侵染性病原包括圃地积水，造成

根系窒息；土壤干旱，表土板结；地表温度过高，根颈灼伤；还有农药污染等原因。侵染性病害的

病原，主要是真菌中的腐霉菌（Ｐｙｔｈｉｕｍ ｓｐｐ．）、丝核菌（Ｒｈｉｚｏｃｔ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和镰刀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ｐ．）等。

（１）腐霉菌 病原是鞭毛菌亚门腐霉菌属真菌。病部白色棉絮状丝状体，菌丝无色，无隔

膜，纤细。游动孢子囊着生在菌丝体顶端或中间，不规则圆筒形或指状分枝，萌发时产生泡囊，原

生质转入泡囊内形成游动孢子。有性生殖在藏卵器内形成一个卵孢子。危害幼苗的主要是德巴

利腐霉（Ｐｙｔｈｉｕｍｄｅｂａｒｙａｎｕｍ）和瓜果腐霉（Ｐｙｔｈｉｕｍａｐｈａｎｉｄｅｒｍａｔｕｍ）。

自病部挑取白色棉絮状丝状体制片镜检，观察菌丝体和孢子囊的形态特征。

（２）镰刀菌 为半知菌亚门镰孢霉属真菌。分生孢子梗集生于垫状分生孢子座上。分生孢

子无色分为两型：一种是多隔镰刀形的分生孢子，另一种是小型单细胞的分生孢子。主要是腐皮

镰孢（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ｓｏｌａｎｉ）和尖镰孢（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

自病部挑取粉红色丝状体制片镜检，观察分生孢子座和两型分生孢子的形态特征。

（３）丝核菌 为半知菌亚门丝核菌属真菌。菌丝近直角分枝，分隔处缢缩。初期无色，老熟

时变褐。不产生孢子，只产生黑褐色菌核，质地疏松。

观察培养的立枯丝核菌的菌落，挑取菌丝制片镜检观察菌丝的形态特征、色泽、是否产生菌

核。

（二）樱花根癌病（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１．症状 主要在根颈处，也可于主根、侧根甚至地上部的主干和侧枝上产生瘤状物，初期幼

瘤白色，质地柔软，表面光滑；以后逐渐增大，质地变硬，褐色，表面粗糙、龟裂。肿瘤的大小形状

各异。

２．病原 属于薄壁菌门土壤杆菌属。菌体短杆状，具 １～３根鞭毛。在固体培养基上菌落

圆而小，稍突起，半透明。

（三）仙客来根结线虫病（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ｓｐｐ．）

１．症状 侵害仙客来的球茎及侧根和支根，在球茎上形成大的瘤状物，侧根和支根上的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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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物较小。切开根瘤，可见有发亮的白色点粒，即梨形的雌虫体。地上部分植株矮小，叶色发黄，

严重时叶片枯死。

２．病原 属于线虫纲根结线虫属，雄虫蠕虫形，细长，尾短而钝圆，有两根弯刺状的交合刺。

雌虫鸭梨形。幼虫蠕虫形。卵长椭圆形，无色透明。

挑取受害根部的根瘤中的线虫，观察雌虫体的形态特征。

（四）花木根朽病（Ａｒｍｉｌｌａｒｉｅｌｌａｍｅｌｌｅａ）

１．症状 根朽病发生在根部和根颈部，引起皮层和木质部腐朽。针叶树被害后，在根颈处

发生大量流脂现象，皮层和木质部间具有白色扇形的菌膜。在病根皮层内、病根表面及附近土壤

内，可见黑褐色根状菌索。秋季，病株干茎和周围地面，常出现成丛的蜜环菌子实体。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小蜜环菌属真菌。子实体伞状，多丛生。菌盖淡蜜黄色，上表

面有淡褐色鳞片；菌柄中生，实心，上部有菌环；菌褶直生或延生。

（五）兰花白绢病（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ｒｏｌｆｓｉｉ）

１．症状 主要危害根及根颈部，在茎基出现水渍状褐色病斑，并有白色羽毛状物，呈辐射状

蔓延。病部逐渐变褐腐烂，后期在皮层腐烂处可见油菜籽大小的菌核，初白色，后变褐色，光滑。

２．病原 病原是半知菌亚门小核菌属真菌。菌丝体白色、疏松。菌核表生，如油菜籽。初

白色，后变褐色。有性态属担子菌，很少见。

（六）苗木紫纹羽病（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

１．症状 病根表面缠绕紫红色的丝网状物即病菌的根状菌索，还有紫红色的菌丝膜。在菌

丝体上还可产生细小紫红色的菌核。病根皮层腐烂，极易剥落。木质部湿腐，淡紫色。病株地上

部分表现为顶稍不抽芽、叶小而黄、皱缩卷曲，枝条干枯，最终枯死。

２．病原 病原是担子菌亚门卷担子菌属真菌。子实体膜质，紫红色。子实层向上、光滑。

担子卷曲，担孢子单细胞、肾脏形、无色。在病根表面形成紫色菌丝体和菌核。

观察病害症状，挑取病根表面形成的紫色菌丝体和菌核，观察根状菌索和菌核的形态特征。

（七）花木白纹羽病（Ｒｏｓｅｌｌｉｎｉａｎｅｃａｔｒｉｘ）

１．症状 发生于根部，最初须根腐烂，以后扩展到侧根和主根。病部表皮缠绕有白色丝网

状物，即根状菌索。在近土表根际处可见白色蛛网状菌丝膜，有时形成小黑点，即病菌的子囊壳。

病株地上部分，叶片逐渐变黄、凋萎，直至全株枯死。

２．病原 病原是子囊菌亚门座坚壳属真菌。无性态形成孢梗束，上部分枝，顶生或侧生

１～３个分生孢子，分生孢子无色、单胞、卵圆形。菌核黑色。有性态形成黑色子囊壳，但不常见。

子囊孢子单胞、暗褐色、纺锤形。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２～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苗木立枯病的症状类型及其主要病原菌的形态特征。

２．花木紫纹羽病和白纹羽病的症状及病原菌的特点。

３．什么是菌核和菌索？有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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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简述根结线虫病、花木根癌病和根朽病的症状特点。

５．绘图：①立枯病病原丝核菌、镰刀菌或腐霉菌的形态图；②白纹羽病病菌的子囊壳、子囊

和子囊孢子的形态图；③根结线虫雌性成虫的形态图。

实验６９ 园林植物食叶性害虫的识别

园林植物食叶性害虫很多，其中大部分属鳞翅目，少数属鞘翅目、膜翅目、直翅目。各类害虫

主要取食叶片，造成缺刻。有的种类取食叶肉，留下网状叶脉，为害严重时可将整株的叶片吃光。

被害植物根部周围的地面上往往满布残叶、虫粪，枝叶上还常挂有虫茧、丝幕等，不仅影响园林植

物的生长和观赏价值，而且还污染环境。

一、目的要求

掌握园林植物食叶害虫的形态特征。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纱布等。

三、实验材料

刺蛾类、蒲瑞大袋蛾、舞毒蛾、夜蛾类、螟蛾类、卷叶蛾类、黄褐天幕毛虫、尺蛾类、天蛾类、美

国白蛾、柑橘凤蝶、蔷薇叶蜂、金龟子类、潜叶蛾类、潜叶蝇类等的生活史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刺蛾类

１．黄刺蛾（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参考实验 ５７。

２．黄褐绿刺蛾（Ｐａｒａｓａｃｏｎｓｏｃｉａ）

成虫：雌虫体长１５～１７ｍｍ，翅展３６～４０ｍｍ；雄虫１２～１５ｍｍ，翅展２８～３６ｍｍ。头粉绿色，

雄虫触角近基部 １０余节为单栉齿状。胸部背面粉绿色，足褐色。前翅粉绿色，肩角处有略带放

射状的褐色斑，外缘浅褐色带上布满棕色斑点，有弧形浅褐色浅纹。后翅及腹部浅褐色，缘毛褐

色。

卵：扁椭圆形，浅黄绿色。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２４～２７ｍｍ。头红褐色，前胸背板黑色。虫体翠绿，背线黄绿至浅蓝色。

中胸及第 ８腹节各有 １对蓝褐色斑，后胸至第 ７腹节各有 ２对蓝黑色斑。体侧翠绿色，间有深绿

色波状条纹。中胸至体末每节有刺毛瘤４个，上着生一丛刚毛。第４节背面的１对毛瘤各有３～

６根红色刺。腹部第 ８、９节各有黑色绒球状毛瘤 １对。

蛹：卵圆形，棕褐色。茧近椭圆形，棕褐色，长 １４．５～１６．５ｍｍ，宽 ７．５～９．５ｍｍ。

３．褐刺蛾（Ｓｅｔｏｒａｐｏｓｔｏｒｎａｔａ）

成虫：雌虫体长 １７．５～１９．５ｍｍ，翅展 ３３～４１ｍｍ；雄虫体长 １７～１８ｍｍ，翅展 ３０～３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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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褐色至深褐色。前翅灰褐色而略带紫色，散布雾状黑点。前翅前缘向后缘近臀角及肩角处各

伸出 １条深褐色斜纹，靠翅基的 １条内侧较暗、似影状，外衬白边；另一条内衬影状带，外侧较暗。

近臀角处有一近紫铜色三角形斑。

卵：扁长椭圆形。卵壳极薄。黄色。

蛹：长圆形。褐色。茧呈阔椭圆形，灰白色或灰褐色，表面有褐色点纹。

４．扁刺蛾（Ｔｈｏｓ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成虫：雌虫体长 １６．５～１７．５ｍｍ，翅展 ３０～３８ｍｍ；雄虫体长１４～１６ｍｍ。翅展 ２６～３４ｍｍ。

体、翅均灰褐色。前翅自前缘外方 １／３处有 １条向内侧斜伸至后缘的深褐色纹；斜纹至翅基部翅

面色深；斜纹内侧略靠上方有 １条褐色线。前足各关节处有 １个白点。

卵：扁长椭圆形。黄白色。

幼虫：老熟幼虫长扁圆形，体长 ２２～２６ｍｍ，宽 １２～１３ｍｍ。体翠绿色，纵贯背面有 １条白

线，扁圆蓝绿色；背侧各节枝刺不发达，腹部第 １～９节的枝刺发达，每节共 ４枚；腹部各节背侧和

腹侧间有 １条白色斜线，基部各有红色斑 １对。

蛹：近似纺锤形，长 １１．５～１５ｍｍ。茧近圆球形，长 １１．５～１４ｍｍ，宽 ９～１１ｍｍ，黑褐色。

黄刺蛾幼龄幼虫取食叶片下表皮和叶肉，剩下上表皮，形成圆形透明小斑；其他刺蛾初龄幼

虫取食叶片叶肉成网状。大龄幼虫取食叶片形成孔洞或缺刻，老龄幼虫能将全叶吃光，仅留

叶脉。

（二）蒲瑞大袋蛾（Ｅｕｍｅｔａｐｒｙｅｒｉ）

成虫：雄成虫体长 １５～２０ｍｍ，翅展３５～４４ｍｍ。体黑褐色。前翅２Ａ和１Ａ脉在端部１／３处

合并，２Ａ在后缘有数条分支；Ｍ２、Ｍ１ 之间，Ｒ４、Ｒ５ 基部之间各有 １个透明斑。后翅 Ｓｃ＋Ｒ１ 在前

缘有几条分支，这些分支与 ２Ａ的分支一样，在个体间有差异；后翅 Ｓｃ＋Ｒ１ 与 Ｒｓ间有 １条横脉。

雌虫足、翅均退化，仅在胸部下方着生棕色毛丛。体软，乳白色。体壁透明，体外可见所怀卵粒。

腹部第 ７节有褐色丛毛环。体长 ２２～３０ｍｍ。

幼虫：３龄后能区别雌雄。雌性幼虫老熟时体长 ３２～３７ｍｍ。头赤褐色，头顶有环状斑。胸

部背板骨化强，亚背线、气门上线附近具大的赤褐色斑，深褐色和淡黄色相间。腹背黑褐色，各节

表面有皱纹。趾钩缺环。雄幼虫体较小，黄褐色，头部蜕裂线及额缝白色。

蛹：雌蛹头、胸的附属器均消失。枣红色。雄蛹与一般鳞翅目蛹相似，赤褐色。第３～８腹节

背板前缘各具 １横列刺突；有臀棘 １对，小而弯曲。

护囊：呈纺锤形。雌虫的大，长 ６２ｍｍ左右，雄的约 ５２ｍｍ。上面常缀附叶片（或较大的碎

叶片）和小枝。

刚做完护囊的 １龄幼虫取食叶片表皮、叶肉，留下另一层表皮，形成透明枯斑。２龄后取食

造成叶片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将叶片吃光，继而剥食枝干皮层和芽梢、花果，影响生长和结实。

（三）舞毒蛾（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ｄｉｓｐａｒ）

成虫：雌雄异型。雌虫体长 ２８ｍｍ，翅展 ７５ｍｍ左右。体、翅黄白色。前翅有 ４条明显的波

状纹，中室有黑斑 １个，端部具“＜”形黑褐色纹；前后翅外缘脉间各有 １个褐色斑，腹部肥大，腹

末有黄褐色毛丛。雄虫体长约 １８ｍｍ，翅展 ４７ｍｍ。黑褐色，翅花纹与雌虫近似，前后翅背面黄

褐色。

卵：圆形，两侧稍扁，初产时杏黄色后转为褐色。数百粒至千余粒成块，上厚覆雌虫腹末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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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茸毛。

幼虫：１龄幼虫头宽 ０．５ｍｍ。体黑色。着生长的刚毛，毛的近基部呈泡状扩大，称为“风

帆”，是幼虫借以随风远距离扩散的构造。老熟后体长 ５０～７０ｍｍ，头黄褐色，有明显的“八”字

形灰黑色斑纹。虫体有 １２对毛瘤，背上 ２列毛瘤色鲜艳，前 ５对及第 １２对为蓝色，第 ６对至第

１１对为红色。

蛹：体长 １９～３４ｍｍ，红褐色或黑褐色，被锈黄色毛丛。

１龄幼虫群集叶背面，白天静止不动，夜间取食叶片成孔洞；２龄后蚕食叶片，重时将叶片吃

光。

（四）夜蛾类

斜纹夜蛾（Ｐｒｏｄｅｎｄｉａｌｉｔｕｒａ）、黏虫（Ｍｙｔｈｉｍｕ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ａ）、甜菜夜蛾（Ｌａｐｈｙｇｍａｅｘｇｕａ）、银纹夜

蛾（Ａｒｇｙ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ａｇｎａｔａ）、甘蓝夜蛾（Ｂａｒａｔｈｒ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和淡剑袭夜蛾（Ｓｉｄｅｍｉａｄｅｐｒａｖａｔａ）等。

害虫形态特征及为害症状详见农作物害虫和蔬菜害虫的介绍。

（五）草地螟（Ｌｏｘｏｔｅｇｅｓｔｉｃｔｉｃｃａｌｉｓ）

成虫：头部灰褐色，触角近黑色，胸部背面深褐色，腹部背面前 ３节灰褐色，以后近黑色，但每

节后端白色。前翅暗褐色，外横线到外缘间颜色稍淡，外缘线黄白色，外横线隐约不明，中室端近

前缘中央有 １个方形浅褐色斑，近顶角有 １长形小白斑，缘毛褐色。后翅灰褐色，外缘线淡黄色，

外横线为 １条淡灰色带。缘毛灰色，越往后越白。

卵：扁圆形，灰白色，表面平滑有光泽。

幼虫：头黑色，体黑绿或黄绿色，体背及两侧有明显的条纹，气门线两侧各有 １条白线。前胸

背板黑色，上有 ３条横向白线。腹部各节背面各有 ６个暗色肉瘤，呈三角形排列，肉瘤中央生刚

毛 １根，周围有同心白环，有明显的白斑。

蛹：黄色，藏于袋状土茧内。茧为丝土粘结而成，长袋状，垂直藏于土壤表层。

初龄幼虫多群集于叶背，吐丝缠叶或结薄网为害，只吃叶肉，留下表皮。壮龄幼虫单独结网，

蚕食叶片，仅留下粗大叶脉。幼虫有时也将叶片卷成饺子形，于其中取食。

（六）卷叶蛾类

包括褐带卷叶蛾（Ｈｏｍｏｎａｃｏｆｆｅａｒｉａ）和苹褐卷叶蛾（Ｐａｎｄｅｍｉｓｈｅｐｉａｎａ），请参考实验 ５５。

（七）黄褐天幕毛虫（Ｍａｌａｃｏｓｏｍａｎｅｕｓｔｒｉａ）

成虫：雄虫翅展 ２４～３２ｍｍ，雌虫翅展 ２９～２９ｍｍ。雌虫体黄褐色，前翅中央有 ２条深褐色

横纹，其间颜色较深形成褐色宽带，带两侧有淡色斑纹；后翅中间呈不明显的褐色横线；翅缘毛

均，褐色和灰白色相间。雌虫体翅呈褐色，前翅褐色宽带纹的内、外侧呈淡黄褐色纹；后翅斑纹不

明显、淡褐色。

卵：椭圆形。灰白色。顶部中间凹下，排列成环状，产于小枝上。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５５ｍｍ。头部蓝灰色，有深色斑点。体背中央有明显的白色带，两侧有

橙黄色的横线；体侧有鲜艳的蓝灰色、黄色或黑色带。体背各节具黑色长毛。

蛹：体长 １３～２０ｍｍ。黑褐色，有金黄色毛。外被丝质茧，茧色灰白而显黄色、双层。

幼虫在树干分叉处吐丝筑巢，群集蚕食嫩叶和新芽。

（八）国槐尺蛾（Ｓｅｍｉｏｔｈｉｓａｃｉｎｅｒｅａｒｉａ）

成虫：雌虫体长 １２～１５ｍｍ，翅展 ３０～４５ｍｍ；雄虫体长 １４～１７ｍｍ，翅展 ３０～４３ｍｍ。体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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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有褐色污点。外横线以外色较深；前翅外横线上有 １块三角形深色斑；中横线和内横线有

时不明显。后翅外缘突出，外横线以外色较深。

卵：钝椭圆形，长 ０．５８～０．６７ｍｍ，宽 ０．４２～０．４８ｍｍ。卵壳密布蜂窝状小凹陷。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２０～４０ｍｍ。由绿色变为紫红色。部分个体的体背、侧面有条状或圆形

斑块。

蛹：紫色。体长 １６．５ｍｍ左右。臀棘具钩刺 ２枚。

幼虫取食叶片成缺刻或孔洞。

（九）天蛾类

１．蓝目天蛾（Ｓｍｅｉｎｒｉｎｔｈｕｓｐｌａｎｕｓ）

成虫：翅展 ８０～９０ｍｍ。体、翅灰褐色。触角淡黄色。胸部中央褐色。前翅基部灰黄色。中

横线、外横线间前、后有 ２块深色斑，中室端有 １个“丁”字形浅纹，外横线成 ２条深褐色波状纹，

外缘自顶角以下色较深。后翅淡黄褐色，中央有一大蓝“目”状斑，周围黑色，蓝“目”上方粉红

色；后翅背面蓝“目”不明显。

卵：长 １．５～１．７ｍｍ。椭圆形。绿色，有光泽。

幼虫：末龄体长 ８０～９０ｍｍ。黄绿色。头小，三角形，淡绿色，两侧各有黄白色纹 １条。胸节

和腹部 １～８节两侧各有一由白色细小颗粒组成的向背后斜伸的条纹，臀角上生小刺。

蛹：长约 ３７ｍｍ，深赤褐色。头部圆钝，尾端稍尖。

１～２龄幼虫分散取食较嫩的叶片，将叶片吃成缺刻；５龄后常将叶片吃尽。

２．霜天蛾（Ｐｓｉｌｏｇｒａｍｍａｍｅｎｅｐｈｉｏｎ）

成虫：头灰褐色，下唇须末端与头顶平，基节白色。胸部背面灰褐色，肩板两侧有黑纵带，后

缘有黑斑 １对，组成一个黑框。从前胸至腹部背线呈棕黑色，腹部背线两侧有棕色纵带。前翅内

线呈不显著的波状纹，中线呈双行波状，棕黑色，中室下方有 ２条外斜黑纵条，下面一条较短，顶

角有一黑色线条向前缘弯曲。后翅棕色，后角有灰白色斑，缘毛白色，有棕褐色斑列。腹部腹面

灰白色。

卵：球形。初产时绿色，渐变黄色。

幼虫：绿色。头部淡绿，胸部绿色，背有横列的白色颗粒 ８～９排；腹部黄绿色，体侧有白色斜

带 ７条。尾角褐绿，长 １２～１３ｍｍ。气门黑色，胸足黄绿色，腹足绿色。

蛹：长 ５０～６０ｍｍ，红褐色。

幼虫孵出后，先啃食叶表皮，随后蚕食叶片，咬成大的缺刻和孔洞，甚至将全叶吃光，地面可

见大量的碎叶和大粒虫粪。

（十）美国白蛾（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ｃｕｎｅａ）

成虫：体长 ９～１２ｍｍ，翅展 ２３～４４ｍｍ。体纯白色。复眼黑色。下唇须小，端部黑褐色。触

角褐色，锯齿状，由 ５０小节组成。少数个体腹部为黄色，上有黑点。雄虫触角黑色，双栉齿状，由

４５小节组成；前翅散生多个黑褐色斑点。雌虫后翅在近扁圆处有小黑点。前翅 Ｒ２、Ｒ３、Ｒ４ 与 Ｒ５

共柄，Ｒ１ 出自中室但游离；后翅 Ｍ２、Ｍ３ 从中室后角伸出一短的共柄，Ｓｃ与中室前缘脉愈合。前

足基节、腿节橘黄色，胫节、跗节内侧白色，外侧黑色，有 １个端距；中足腿节白色或黄色，胫节、跗

节上有黑斑，有较长的端距 １对。

卵：圆球形，直径 ０．５ｍｍ。初产时浅黄绿或浅黄色，孵化前变灰褐色，有较强光泽。卵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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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凹陷刻纹。

幼虫：分“黑头型”和“红头型”，我国目前主要为“黑头型”。头宽约 ２．５ｍｍ，体长 ２８～

３５ｍｍ。头黑色、具光泽。唇基、下唇、触角柄节、下颚须基节乳白色。体黄绿色至灰黑色，两侧线

间有 １条灰褐色至灰黑色宽纵带，背线、气门上线、气门下线黄褐色。体侧和腹面灰黄色。背部

毛瘤黑色，体侧毛瘤多橙黄色；毛瘤上着生白色长毛丛，混杂有少量黑毛。气门白色，具黑边。胸足

黑色。腹足趾钩异形单序，作中带排列；中间长趾钩等长，１０～１４根；两端有小趾钩 ２０～２４根。

蛹：体长 ８～１５ｍｍ，宽 ３～５ｍｍ。暗红褐色。腹部除节间外，布满凹陷刻点。臀棘 ８～１７

根，其端部呈喇叭口状，中间凹陷。

幼虫孵出后，先啃食叶表皮，随后蚕食叶片，咬成大的缺刻和孔洞，甚至将全叶吃光，地面可

见大量的碎叶和大粒虫粪。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４～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美国白蛾前翅的特征图。

２．从外部形态特征上如何区别蓝目天蛾和霜天蛾？

实验７０ 园林植物吮吸类害虫

园林植物吮吸类害虫的种类很多，大部分为刺吸式口器为害，蓟马类为锉吸式口器为害。一

般在为害初期，由于所造成的伤口较小，不易发觉，往往引不起应有的重视，造成很大的损失。这

类害虫除直接吸食植物汁液外，所分泌的蜜露容易诱发植物的煤污病。很多种类还能传播植物

病害。此外，蝉类的鸣声还能造成噪音危害。

一、目的要求

识别园林植物吮吸类害虫的形态特征及为害状，掌握病害诊断的基本方法，为病害防治提供

依据。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纱布等；园林植物病虫害发生为害的

教学录像带。

三、实验材料

蚧类、蚜虫类、粉虱类、蝉类、蓟马类、蝽类、梧桐木虱等的生活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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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蚧类

１．草履蚧（Ｄｒｏｓｉｃｈ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成虫：雌虫体长 １０ｍｍ，扁平椭圆形。浅灰褐色，被有白色蜡质粉。腹部有横皱褶和纵沟，似

草鞋状。雄虫翅淡黑色。体紫红色。体长 ５～６ｍｍ，翅展 １０ｍｍ。

卵：椭圆形。初产时黄白色，渐呈黄赤色。

若虫：外形与雌虫相似，但较小。

雄蛹：圆筒形。褐色，外包被白色绵状物。

２．紫薇绒蚧（Ｅｒｉｏｃｏｃｃｕｓｌａｇｅｒｏ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ｅ）

成虫：雌成虫卵圆形，末端稍尖，暗紫红色。体背密生短刚毛，被有少量蜡粉，外观略呈灰色。

体长约 ３ｍｍ，宽约 ２ｍｍ。老熟时分泌蜡质形成白色毡囊，虫体包在其中。触角 ７节，第 ３节最

长。足 ３对，甚小。肛环发达，环毛 ８根。尾瓣发达，突出于肛环两侧，呈长锥状。体背和腹缘生

许多锥状刺。雄成虫体紫红色至暗红色，长约 １．３ｍｍ。触角丝状，１０节。口器退化。前翅半透

明，具翅脉 ２根。腹末有 １对白色长蜡丝。

卵：椭圆形，粉红色，长约 ０．３ｍｍ。

若虫：初孵若虫淡黄色，后边为淡紫色。椭圆形，体长 ０．６ｍｍ，宽 ０．２５ｍｍ。触角 ７节。眼

点暗红色。足 ３对，发达。尾瓣 １对，各具长尾瓣毛 １根。体背密布锥状刺。２龄若虫体缘有少

量蜡丝，后期雌、雄分化。雌若虫外形似雌成虫，体长 ０．６５～２．７５ｍｍ。雄若虫体长椭圆形，淡褐

色，长 ０．６２～１．２０ｍｍ，宽 ０．２５～０．３８ｍｍ。

雄蛹：预蛹长椭圆形，紫红色，长 １．１ｍｍ，具触角、翅，足雏形。蛹体长 １．２ｍｍ，紫红色，触

角、足分节明显，体末交尾器呈叉状。蛹包被于白色毡状茧中。茧长椭圆形，较扁，后端有 １羽化

孔。

３．日本蜡蚧（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成虫：雌性体椭圆形，背面隆起，呈半球形。全体紫红色，背面被白色厚蜡壳。当产卵时，可

明显见到背面 １块蔷薇色中心板及 ８块褐红色缘板。雄性有翅 １对。全体棕褐色，翅透明。触

角鞭状。

卵：椭圆形。初产时浅橙黄色，后渐变深，孵化前为紫红色。

若虫：初孵若虫体扁平。足细小。当固定后，背上开始出现白色蜡点，随后蜡点相连成粗条

状，虫体周缘出现白色蜡质芒线，最后虫体背面全部被蜡，周缘有 １２个三角形蜡芒，头部有尖而

长的蜡刺。若虫后期，蜡壳加厚，雌、雄出现分化：雄性蜡壳为椭圆形，仍为星芒状；雌性蜡壳卵圆

形至椭圆形，背部稍微隆起，周缘有 ７个圆突，状似龟甲。

蛹：菱形。棕褐色，翅芽色较淡。腹末有明显的交尾器。

４．吹绵蚧（Ｉｃｅｒｙａｐｕｒｃｈａｓｉ）

成虫：雌性橘红色，背面褐色。椭圆形，腹面扁平，背面隆起。全身密生小黑毛，并被有白色

蜡质物。产卵时腹末附有白色蜡质卵囊，卵囊表面有 １４～１６条脊状隆起。雄性体呈橘红色。翅

展 ８ｍｍ。触角、中胸和足褐色，前翅灰黑色。后翅退化成钩状。腹部后端有２突起。

若虫：椭圆形。橘红色。１龄雌、雄虫无区别。眼、触角和足呈黑色。触角顶端有 ４根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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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末有 ３对并列长毛。２龄若虫体覆薄层蜡粉，胸背中线有 ４堆顶上为黄色的绵状蜡质物，体毛

变化较多；雄虫体狭长而活泼，蜡质物较少，体色较鲜明。第 ３龄雌虫体上黑色小毛更显著，背面

布满黄白色蜡质物；第 ３龄雄虫开始具有与成虫相同的附肢及翅芽，并于枝条裂缝、杂草及松土

间做绵状白色的薄茧，再次蜕皮后即在其中化蛹。

５．桑盾蚧（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

雌蚧圆形或近圆形，灰白色，背面略隆起有螺旋纹；壳点 ２个，黄褐色，在介壳边缘，但不突

出。雄蚧细长，白色，背面有 ３条纵脊，壳点橙黄色，位于介壳的前端。

卵为椭圆形，橙红色。

若虫初龄长椭圆形，橙色，二次蜕皮后，雌雄区别明显，雌虫呈梨形，雄虫长椭圆形。

伪蛹长椭圆形，橙黄色。

６．梨笠圆盾蚧（Ｑｕａｄｒ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ｓｕｓ）

雌蚧圆形，突起，灰白色或黑色，有同心轮纹，壳点 ２个在介壳中部。雄介壳稍小，圆形或椭

圆形，壳点偏在一旁。

卵椭圆形，乳白色。

若虫初孵时椭圆形，橙黄色。伪蛹椭圆形，淡黄色。

若虫和雌成虫刺吸幼嫩枝芽和树干的汁液，造成发芽推迟、树势衰弱、枝梢枯萎；其排泄物使

树体和地面一片污黑，对市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温室粉虱（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

成虫体长 １．０～１．２ｍｍ，翅展 ２．３ｍｍ。体浅黄或浅绿色，被有白色蜡粉。卵椭圆形，具短

柄，初产时淡黄色，后变紫黑色。若虫扁平，椭圆形，黄绿色。蛹壳淡黄色，半透明，背面覆盖着白

色絮状蜡丝。

直接刺吸植物汁液，致使植株衰弱。若虫和成虫还分泌蜜露，诱发煤污病。

（三）蚜虫类

月季长管蚜（Ｍａｃｒｏｓｉｐｈｕｍｒｏｓｉｕｏｒｕｍ）。

无翅雌蚜长约 ３ｍｍ，淡绿色，少数橙红色。腹部末端的尾片较长并生有长毛 ７～９根。触角

暗色，其长超过体长。腹管长超过尾部，呈椭圆形，黑色，端部网眼状。

直接刺吸汁液，使叶片褪色、卷曲、皱缩，甚至发黄脱落，形成虫瘿。同时分泌的蜜露能诱发

煤污病，还可传播多种病毒，引起病毒病。

（四）蝉类

１．蚱蝉（Ｃｒｙｐ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ａａｔｒａｔａ）

成虫：体长 ３８～４０ｍｍ，翅展 １１６～１２０ｍｍ。体黑色，密生淡黄色茸毛。中胸背板前缘中部

有 ２条黄褐色弯曲的刻纹，“Ｘ”形隆起非常明显，红褐色，其前角上各有 １条暗色纹。前、后翅透

明，基部有 １段烟黑色。腹部各节侧缘黄褐色。

卵：长 ３．３～３．７ｍｍ，宽 ０．５～０．９ｍｍ。乳白色，呈梭形。

若虫：共 ４龄。１龄虫中、后期体长 ２．９～６．７ｍｍ。乳白色。密生黄褐色茸毛。前足明显为

开掘足。体呈虱形。前胸明显隆起，密生黄褐色毛。腹部明显膨大，各节侧缘有 １列黄褐色茸

毛，侧缘有 １列疣状突，腹面矛形凹陷。２龄虫体长 ４．５～１２．０ｍｍ，前胸背板有不明显的黑色倒

“Ｍ”形纹。余与 １龄虫相似。３龄虫体长 １３．１～２４．０ｍｍ，前胸背板倒“Ｍ”形黑纹明显；中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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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侧缘具翅芽。４龄虫体长 ２４．７～３８．６ｍｍ。棕褐色。翅芽前半部灰褐色，后半部黑褐色。

翅脉明显。后胸与第 １腹节愈合。

主要是产卵为害。该虫产卵时用产卵器刺破枝条形成锥状穴，成为产卵窝。卵窝深达木质

部，每窝中有卵 ７、８粒。产卵后造成爪状裂口，被产过卵的枝条留下点点刺伤痕迹，且常有木质

碎条露出表面，几天后产卵痕以上枝条失水而死。

２．大青叶蝉（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

成虫：体青绿色。体长 ７．２～１０．１ｍｍ。头部颜面淡褐色，颊区在近唇基缝处有 １个小黑斑；

触角窝上方有黑斑 １块；头冠部淡黄绿色，其前部左右各有 １组淡褐色弯曲横纹，此横纹与前下

方的颜面（后唇基）横纹相接，在近后缘处有 １对不规则的多边形黑斑。前胸背板淡黄绿色，后

半部深青绿色，小盾片也呈淡黄绿色，中间横刻痕较短，不伸达边缘。前翅绿色，带有青蓝色泽，

前缘淡白，端部透明，翅脉为青黄色，具有狭窄的淡黑色边缘；后翅烟黑色，半透明。腹部背面蓝

黑色，其两侧及末节色淡，为橙黄色带有烟黑色，胸足橙黄色，后足胫节刺列各刺基部黑色。

卵：近香蕉形，中间微弯曲，长 １．６ｍｍ，宽 ０．４ｍｍ。白色稍带黄色。

成、若虫刺吸植物汁液为害，并在成虫产卵时造成机械损伤，致使苗木失水枯死。

３．斑衣蜡蝉（Ｌｙｃｏｒｍａ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

成虫：体长 １４～２２ｍｍ，翅展 ４０～５２ｍｍ。触角在复眼下，鲜红色；触角短；末端刚毛状。前

翅基部 ２／３淡褐色，上布黑色斑点，端部 １／３黑色，脉纹白色。后翅基部一半红色，有黑色斑点，

翅中有倒三角形的白色区，翅端及脉纹黑色。

卵：呈块状，表面覆一层灰色、粉状、疏松的蜡质，内为排列整齐的卵。

若虫：４龄若虫体背呈淡红色，头部最前的尖角、两侧及复眼基部黑色。翅芽明显。

成、若虫刺吸嫩叶、枝干汁液，其排泄物撒于枝叶和果实上，引发煤污病，影响光合作用。嫩

叶受害造成穿孔，受害严重时叶片破裂，枝条枯死。

（五）烟蓟马（Ｔｈｒｉｐｓｔａｂａｃｉ）

雌成虫：体长 １．１～１．３ｍｍ。体色变化大，褐黄色至浅褐色。复眼紫红色，呈粗粒状，稍突

出；单眼３个，成三角形排列，在前眼两侧三角形连线的外缘各有１根单眼间鬃。触角７节，第３、

４节端部均有“Ｕ”形感觉锥，较短，第 ５节端部两侧各有一短感觉锥，第 ６节有一个细长的感觉

锥。前翅上脉鬃 ４～６根。

卵：长 ０．２ｍｍ左右，肾形，乳白色至黄绿色。

若虫：初龄长约 ０．３７ｍｍ，白色透明；２龄时体长 ０．９ｍｍ左右，浅黄至深黄色。复眼暗红色，

触角 ６节，第 ４节具微毛 ３排。各体节细微褐色点上生刚毛。

成虫大多在寄主植物上部嫩叶反面取食和产卵，若虫常在叶脉两侧为害。被害叶背面出现

银灰色条斑或斑点。嫩叶被害后常肥大，皱缩或破碎状；嫩头被害后形成多头。

（六）绿盲蝽（Ｌｙｇｕｓｌｕｃｏｒｕｍ）

成虫：体长约 ５ｍｍ，体黄绿至黄色。复眼红褐色，触角淡褐色。前胸背板深绿色，有许多小

黑点，小盾片黄绿色。翅的革质部分全为绿色，膜质部分半透明，暗灰色。

卵：香蕉形，黄绿色，长约 １ｍｍ，卵盖奶黄色，中央凹陷。

若虫：体鲜绿色，复眼灰色，体表密被黑色细毛，翅芽黑色，达腹部第 ４节。

成虫和若虫为害嫩叶、叶芽和花蕾。叶片被害后，出现黑斑和孔洞，严重时叶片扭曲皱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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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蕾被害后，在被害处渗出黑褐色汁液。叶芽嫩尖被害后，呈焦黑色，不能发叶。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５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从外部形态特征上如何区别各种蚜虫？

２．简述蚜虫类害虫的为害特征。

实验７１ 园林植物钻蛀性害虫

钻蛀类害虫主要包括天牛类、吉丁虫类、木蠹蛾类、小蠹类等。这类害虫除了在成虫期进行

补充营养、寻找繁殖场所及配偶活动时较易发现外，其余时间均隐蔽生活，因而造成防治上的困

难，树木一旦受害后表现凋萎、枯黄等症状时，往往很难恢复生机。

一、目的要求

掌握钻蛀类害虫的形态特征。

二、仪器用品

显微镜，实体解剖镜，镊子，实验木盘，培养皿，载玻片，纱布等。

三、实验材料

天牛类、吉丁虫类、木蠹蛾类、小蠹类等的生活史标本。

四、实验内容与方法

（一）天牛类

１．光肩星天牛（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成虫：体长形，漆黑而有光泽。前翅两侧各有 １个刺状突起。鞘翅上各有大小不同由白色茸

毛组成的斑纹 ２０个左右；鞘翅肩部光滑，无颗粒状突起。雌虫体长 ２７～３５ｍｍ，雄虫体长

２０～２９ｍｍ。触角鞭状，自第 ３节起各节基部呈灰蓝色。雌虫触角最后 １节末端为灰白色，雄虫

的则为黑色，均超过体长。

卵：乳白色，长椭圆形，长 ５．５～７．０ｍｍ，两端略弯曲。将孵化时变成黄色。

幼虫：长筒形。乳白色。老熟幼虫体长 ５０～６０ｍｍ，宽约 １０ｍｍ。头部小，淡黄褐色，后半部

嵌入前胸内。前胸发达，前缘黑褐色，背板黄白色，后半部有“凸”字形黄褐色硬化斑纹。胸足退

化。第 １～７腹节背腹面各有 １个步泡突。

蛹：裸蛹。乳白色至黄白色，长 ３０～３７ｍｍ。

成虫产卵时在树干和 ３ｃｍ粗的小枝上咬食，形成椭圆形刻槽；幼虫孵化后，开始取食腐坏的

韧皮部，排出褐色粪便。２龄幼虫开始向旁侧取食健康的树皮和木质部，排出白色木屑。起初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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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横向弯曲，然后转向上方。被害树干、树皮呈掌状陷落。受害的木质部被蛀空，树干风折或整

株枯死。

２．桑天牛（Ａｒｉｏｎａｇｅｒｍａｒｉ）

参考实验 ５７。

成虫产卵时在手指粗的枝条上咬“Ｕ”字形刻槽；幼虫孵化后蛀入髓心部分为害，并每隔一定

距离向外咬一圆形排粪孔，由排粪孔流出褐色液体。

３．松褐天牛（Ｍｏｎｏｃｈａｍｕ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ｕｓ）

成虫：体长 １５～２８ｍｍ，宽 ４．５～９．５ｍｍ，橙黄色至赤褐色。触角棕栗色。雄虫触角第 １、第

２节全部和第 ３节基部具稀疏的灰白色茸毛；雌虫触角除末端第 ２、第 ３节外，其余大部分灰白

色，只末端一小环为深色，均超过体长。前胸宽大于长，多皱纹，侧刺突较大；前胸背板有 ２条橙

黄色纵纹，与 ３条黑色线纹相间。小盾片密被橙黄色茸毛。每一鞘翅具 ５条纵花纹，由方形或长

方形的黑色及灰白色茸毛斑点相间组成。腹面及足有灰白色茸毛。

卵：长椭圆形，长约 ４ｍｍ，乳白色。

幼虫：长 ２５～４３ｍｍ。乳白色，头部黑褐色，前胸背板褐色，中央有波状横线。

蛹：黄白色，长 ２０～３０ｍｍ。

２龄开始在边材表面取食，在内皮和边材形成不规则的平坑，并向木质部内蛀食，３～４龄时，

秋天穿凿扁圆形孔，侵入木质部 ３～４ｃｍ后向上或向下蛀纵坑道，然后弯向蛀食至边材，在坑道

末端筑蛹室化蛹，整个坑道呈“Ｕ”字形。蛀屑纤维状，除蛹室附近留下少许蛀屑外，大部分推出

堆积于树皮下，坑道内很干净。

４．双条杉天牛（Ｓｅｍａｎｏｔｕｓｂｉ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成虫：体长 ６～２０ｍｍ，体扁，黑褐色。前胸背板中央有 ５个光滑的小突起，呈 ５点梅花式排

列。鞘翅密生黄褐色茸毛，中部及近端部有 ２条橙黄色横带。

卵：长约 ２ｍｍ。椭圆形，白色。

幼虫：末龄体长约 ２０ｍｍ。初龄淡红色，老熟乳白色，头部黄褐色；前胸扁平，背板常有一

“小”字形凹陷及 ４块黄褐色斑。

蛹：裸蛹，淡黄色。

幼虫孵化后 １～２ｄ蛀入树木皮层为害，被害处排出少量细碎粪屑。蛀入树皮后，先沿树皮

啃食木质部，在木质部表面形成弯曲不规则的扁平坑道，坑道内填满黄白色粪屑。树木受害后树

皮易剥落。５月中旬幼虫开始蛀入木质部。衰弱的树木被害后，上部即枯死，连续受害便可使整

株死亡。

５．锈色粒肩天牛（Ａｐｒｉｏｎａｓｗａｉｎｓｏｎｉ）

成虫：雄虫体长 ２８～３３ｍｍ，体宽 ９～１１ｍｍ；雌虫体长 ３３～３９ｍｍ，体宽 １１～１３ｍｍ。黑褐

色，全体密被锈色短茸毛。头、胸及鞘翅基部颜色较深暗。雌虫触角较体稍短，雄虫触角较体稍

长。触角基瘤突出，各节有稀疏的短细毛；第 ４节以后各节外端角稍突出；最末节渐尖锐。前胸

背板具不规则色粗皱突起，前、后端横沟明显。鞘翅基部 １／４部分密布黑色光滑小颗粒，翅表面

散布许多不规则的白色细毛斑和排列不规则的细刻点。翅端平切，缝角和缘角均有小刺，缘角小

刺短而较钝，缝角小刺长而较尖。

卵：长卵圆形，长径 ２．０～２．２ｍｍ，短径 ０．５～０．６ｍｍ，黄白色。

    
    

    
    

    
 



２３２ 第五章 园林植物病虫害

幼虫：老熟幼虫扁圆筒形，黄白色。体长 ４２～６０ｍｍ，宽 １２～１５ｍｍ。触角 ３节。前胸背板

黄褐色，略呈长方形，其上密布棕色颗粒突起，中部两侧各有一斜向凹纹。

蛹：纺锤形，体长 ３５～４２ｍｍ，黄褐色。翅贴于腹面达第 ２腹节。触角贴于体两侧，达后胸，

其端部弯曲。

初孵幼虫自韧皮部垂直蛀入边材，并将粪便排出，悬吊于皮部排粪孔处。在蛀入 ５ｃｍ深时，

即沿枝干最外年轮的春边材部分横向蛀食，不久又向内蛀食。第 １年蛀入木质部，深可达

０．５～５．５ｃｍ。第 ２年 ４月中旬开始活动，向内弯曲蛀食 ５～８ｃｍ。当蛀至髓心附近后，转而向上

蛀食 ８～１５ｃｍ，然后再向外蛀食 ２．５～７．０ｃｍ。第３年 ４月上旬开始排出木丝，４月中、下旬老熟

幼虫蛀食到韧皮部，向外咬羽化孔，这时粪便很少排出树体外，全填塞在树皮下的蛀道内。

６．菊天牛（Ｐｈｙｔｏｅｃｉａｒｕｆ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成虫：体长 ９～１１ｍｍ，宽 ３～５ｍｍ。触角长与体长近似。体黑色或黑褐色，圆筒形。鞘翅

薄，前翅坚硬，黑色，翅面上密被灰色稀疏茸毛；前胸背板中央有 １个明显的赤黄色椭圆形大斑。

腹部和足多为橙红色。胸部背面和鞘翅上有许多微小的下凹小点。雄虫体长与雌虫相近，但触

角比体长略长，足橙黄色。

卵：长椭圆形，淡黄色，表面光滑，长 ２～３ｍｍ。

幼虫：老熟幼虫体长 １８ｍｍ，体细长，圆柱形，乳白色。头颅较厚，额淡黄色，前缘锈褐色。前

胸背板后部隆起，前部低，显著向前倾斜，背板两旁各有 １条深褐色凹陷，背板前半部有 １个大的

淡褐色色斑，背板后部 １／３处有由许多颗粒组成的蝙蝠形斑。腹部第 ４节至第 ７节的背面向上

隆起。

蛹：长 ９～１１ｍｍ，黄褐色，长椭圆形。

成虫在菊花茎梢部咬成围茎大半圈似刀样的伤口，产卵其中。伤口不久变黑，上部梢茎逐渐

萎蔫，并易从伤口处折断。幼虫孵化后即蛀入茎内，沿茎秆向下蛀食直至根部。

（二）柳小吉丁虫（Ａｇｒｉｌｕｓｓｐ．）

成虫：体长 ４～６ｍｍ。体狭长，黑色，有青铜色光泽。触角锯齿状，１１节。前胸发达，翅鞘褐

色，密布小点刻。足跗节 ５节，有爪。

卵：椭圆形，稍扁。初产时黄白色，１ｄ后变黑色。

幼虫：体细长，稍扁平，淡黄白色，前胸背板发达，中央隆起，中间有一褐色“人”字形的斑纹，

腹末有褐色尾铗。

蛹：纺锤形，乳白色。裸蛹。

幼虫活动初期树木表皮变为黑褐色，活动 ３～５ｄ后在树皮黑褐色被害斑上有圆形小鳞片翘

起，半月以后钻入木质部为害。受害严重的植株，往往整枝、整株枯死。

（三）芳香木蠹蛾东方亚种（Ｃｏｓｓｕｓｃｏｓｓｕｓ）

成虫：雌虫体长 ３０～３７ｍｍ，翅展 ６７～８６ｍｍ，雄虫体较小。雌虫头部前方呈淡黄色，雄虫颜

色稍暗。触角双栉齿状，紫色。胸腹部粗壮，灰褐色，多毛。前翅散布许多黑褐色横纹。中足胫

节有 １对距，后足胫节有 ２对距。

卵：灰褐色。椭圆形，长 １．１～１．３ｍｍ，宽 ０．７～０．８ｍｍ。表面布满黑色纵纹，并有横隔。

幼虫：初龄幼虫呈粉红色，老熟时背部为淡紫红色，体侧较背部色稍淡，腹面为黄色或淡红

色。头部黑色，较胸部显著的小。前胸背板深黄色，有倒“凸”字形黑纹。老龄幼虫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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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０ｍｍ。

蛹：褐色。稍向腹面弯曲。长 ３８～４５ｍｍ。第２～６腹节背面各具２列刺，前列较粗；第７～９

节仅有前刺列。

幼虫蛀入枝、干和根际的木质部，蛀成不规则坑道，使树势衰弱，严重时造成枝干，甚至整株

树枯死。

（四）小蠹类

１．松纵坑切梢小蠹（Ｔｏｍｉｃｕｓｍｉｎｏｒ）

成虫：体长 ３．５～４．７ｍｍ，椭圆形。全体黑褐色或黑色，有光泽。触角和跗节黄褐色。鞘翅

端部红褐色，斜面上第 ２列间部凹下，小瘤和茸毛消失。

坑道：母坑为单纵坑，在树皮上，微微触及边材，一般长 ５～６ｃｍ，坑道壁上有一层白色树脂。

子坑道也在树皮上，长而弯曲。蛹室在皮层中。

２．柏肤小蠹（ｐｈｌｏｅｏｓｉｎｕｓａｕｂｅｉ）

成虫：体长 ２．１～２．５ｍｍ，短卵圆形。暗褐色。前胸背板短阔，有稠密点刻及黄短毛。鞘翅

钩间部较粗糙。有 ３～４枚黄色刚毛横向排列，无鳞片。雄虫鞘翅斜面奇数，钩间部上有大瘤，第

５列及以后的瘤细小稀疏。

幼虫：白色。体弯曲，肥胖，无足。

母坑道一般与被害枝干平行。幼虫孵化后在树皮和木质部之间向坑道两侧呈放射状蛀食为

害。成虫补充营养后为害枝梢，影响树形、树势。

（五）白杨透翅蛾（ｐａｒａｎｔｈｒｅｎｅｔａｂ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成虫：外形似胡蜂。体青黑色，长 １１～２１ｍｍ，翅展 ２３～３９ｍｍ。头和胸部之间有橙黄色鳞

片围绕，头顶有 １束黄褐色毛簇，其余密布黄白色鳞片。触角双栉齿状，近棍棒形，端部稍弯曲。

雌蛾触角栉齿不显著，端部光秃，表面呈黄褐色；雄蛾触角具青黑色栉齿 ２列。下唇须密布黄色

鳞片，基部和侧缘青黑色，向上翘起。中、后胸肩片各有 ２簇橙黄色鳞片。前翅纵窄，覆盖赭色鳞

片，缘毛也呈灰褐色。腹部圆筒形，末端略细。雌蛾第 ２、４、６节的前缘橙黄色，雄蛾第 ２、６、７节

的前缘橙黄色。

卵：黑色。椭圆形，表面微凹入，有灰白色不规则多角形刻纹。长径 ０．６２～０．９５ｍｍ，短径

０．５３～０．６３ｍｍ。

幼虫：初龄幼虫淡红色，老熟后乳黄色。圆筒形。臀节背面有 ２个深褐色略向上方翘起的

钩。腹足趾钩 １２～２１根，具 ２横带。老熟幼虫体长 ３０ｍｍ左右。

蛹：近纺锤形，褐色，腹部第 ２～７节背面各有横列倒刺两排，第 ９、第 １０节背面为一排。腹

部末端周围有 １４个大小不等的臀棘。体长 ２０ｍｍ左右。

幼虫蛀害苗木和幼树枝干、顶梢，形成瘤状虫瘿，造成枝干枯死、秃梢，易被风折。

（六）蔗蝙蛾（Ｏｐｏｇｏｎａｓａｃｃｈａｒｉ）

成虫：体黄褐色，长 ８～１０ｍｍ，翅展 ２２～２６ｍｍ。前翅深棕色，中室端部和后缘有一黑色斑。

前翅后缘有毛束，停息时毛束竖起如鸡尾状。后翅黄褐色，后缘有长毛。后足长，超出后翅端部，

后足胫节具长毛。腹部腹面有两排灰色点列。停息时，触角前伸。爬行时，速度快，形似蜚蠊，并

可以做短距离跳跃。雌虫前翅基部有一黑色细线，可达翅中部。

卵：淡黄色，卵圆形，长径 ０．５～０．７ｍｍ，短径 ０．３～０．４ｍｍ。

    
    

    
    

    
 



２３４ 第五章 园林植物病虫害

幼虫：乳白色，透明。老熟幼虫体长 ３０ｍｍ。头红棕色，胴部各节背面有 ４个毛片。

蛹：长约 １０ｍｍ，宽 ４ｍｍ，亮褐色，背面暗红褐色，腹面淡褐色，首尾两端多呈黑色。头顶具

三角形粗壮而坚硬的构造，尾端有 １对向上钩弯的粗大臀棘。

多在 ３年以上巴西木木段的干皮内蛀食，有时可蛀入木质部皮层，留下轻微痕迹。少数可钻

入木段髓部，造成空心。

五、实验参考时间

３学时。

六、思考题与作业

１．绘白杨透翅蛾的为害症状图。

２．简述光肩星天牛的为害特征。

３．双条杉天牛和锈色粒肩天牛的形态特征和为害症状。

    
    

    
    

    
 



推荐参考书

１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植物病理学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２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 方中达．中国植物病害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 华中农业大学．蔬菜病理学２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 牟吉元，徐洪富等．普通昆虫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 彩万志，庞雄飞等．普通昆虫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 牟吉元，徐洪富等．昆虫生态与农业害虫预测预报２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 方中达．植病研究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９ 任欣正等．植物病原细菌的分类和鉴定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０ 李洪连，徐敬友．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实习指导．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 孙广宇，宗兆锋．植物病理学实验技术．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２ 许志刚．普通植物病理学．第三版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 董金皋等．农业植物病理学２北方本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４ 王金生．植物病原细菌学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５ 吴训耻，丁爱云，刘开启等．农业植物病理学２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６ 慕立义．植物化学保护研究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 刘乾开．农业害鼠及其防治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８ 韩召军等．植物保护学通论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 韩召军等．园艺昆虫学２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 沈阳农业大学．蔬菜昆虫学２第二版２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１ 李怀方等．园艺植物病理学２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２ 曹若彬．果树病理学２第三版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３ 浙江农业大学等．果树病理学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４ 吕佩珂等．中国果树病虫害原色图谱２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５ 刘玉升等．果树害虫生物防治２北京：金盾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６ 徐明慧．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２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７ 周成刚，齐海鹰，刘振宇．名贵花卉病虫害鉴别与防治２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２３６ 推荐参考书

２８ 孙绪艮，李占鹏．林果病虫害防治学２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９ 王慧芙２中国经济昆虫志（蜱螨目、叶螨总科）２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０ 江原昭三．日本タニ類図鑑．日本：全国农村教育协会，１９８０

３１ 张满良等．农业植物病理学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２ 柳枢，马壮行等．鼠害防治大全２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３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病虫害２第二版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３４ 徐洪富，许永玉．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２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５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昆虫学２第二版２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６ 林焕章，张能唐．花卉病虫害防治手册，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７ 杨旺．森林病理学２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８ 邵力平等．真菌分类学２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８４

３９ 邢来君，李明春．普通真菌学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０ 卢浩泉，马勇，赵桂枝．鼠害的分类测报与防治．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１ 李振歧．植物免疫学２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２ 西北农学院．农业昆虫学实验研究方法．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１

４３ 郭郛，忻介六．昆虫学实验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４ 陈爱葵．昆虫养殖实用技术．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５ （日）赤井重恭，桂琦一编．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李清锐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４６ 吕佩珂等．中国蔬菜病虫原色图谱．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７ Ｊ．Ｄ．艾森拜克等．四种常见线虫分类指南．杨宝君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８ Ａ．Ｌ．泰勒等．植物根结线虫．杨宝君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５９ 张中义等．植物病原真菌学．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０ 何俊华，马云，陈学新．中国稻作害虫名录．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１ 赵修复．害虫生物防治．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２ 植物病虫草鼠害防治大全编写组．植物病虫草鼠害防治大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６

５３ 赵桂枝，施大钊．农业害鼠防治指南．北京：金盾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４ 刘乾开．农业害鼠及其防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５ ＡｇｒｉｏｓＧＮ．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４ｒｄ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５６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Ｇ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ｕｎｇｉ．ＶｏｌⅣ２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目录
	第一章  植物保护学基础
	实验１ 植物病害症状
	实验２ 植物病原真菌一般形态观察和临时玻片制作
	实验３ 植物真菌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实验４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实验５ 植物病毒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实验６ 植物寄生线虫病害的识别与诊断
	实验７ 昆虫的一般形态结构
	实验８ 昆虫触角、足及翅形态结构的多样性
	实验９ 昆虫口器的基本结构及变异类型
	实验１０ 昆虫生物学
	实验１１ 昆虫的基本结构
	实验１２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１）
	实验１３ 昆虫重要目科的鉴定（２）
	实验１４ 重要天敌形态特征观察
	实验１５ 昆虫病原生物
	实验１６ 其他有害生物的识别
	实验１７ 常见农田害鼠的识别
	实验１８ 植物病原物的分离与培养
	实验１９ 植物病原物的接种
	实验２０ 植物种子、苗木的检疫检验
	实验２１ 昆虫饲养及食性观察（１）
	实验２２ 昆虫饲养及食性观察（２）
	实验２３ 植物病虫害的田间调查
	实验２４ 植物病虫害标本的采集与制作
	实验２５ 常用农药剂型的配制与质量鉴定
	实验２６ 杀虫剂室内毒力测定
	实验２７ 杀虫剂内吸作用测定
	实验２８ 杀菌剂毒力测定
	实验２９ 杀虫剂和杀菌剂田间药效试验

	第二章  大田作物病虫害
	实验３０ 麦类病害的识别
	实验３１ 小麦锈病田间病情调查与品种抗锈性鉴定
	实验３２ 小麦条锈病药剂防治试验
	实验３３ 水稻病害的识别
	实验３４ 玉米、高粱病害的识别
	实验３５ 杂粮作物病害田间病情调查
	实验３６ 棉花病害的识别
	实验３７ 棉花品种对枯萎病、黄萎病的抗病性鉴定
	实验３８ 大豆、花生病害的识别
	实验３９ 烟草病害的识别
	实验４０ 薯类病害的识别
	实验４１ 贮藏期害虫种类的识别
	实验４２ 麦类害虫的调查
	实验４３ 小麦蚜虫及红蜘蛛的识别
	实验４４ 麦叶蜂及其他麦类害虫的识别
	实验４５ 水稻害虫的识别
	实验４６ 玉米、高粱和谷子害虫的识别
	实验４７ 棉花害虫的识别
	实验４８ 大豆、烟草、花生害虫的识别
	实验４９ 薯类害虫的识别

	第三章  果树病虫害
	实验５０ 果树叶部主要病害的识别
	实验５１ 果树根部病害的识别
	实验５２ 果树枝干病害的识别
	实验５３ 果树果实病害的识别
	实验５４ 果树螨类、蚜虫类害虫
	实验５５ 果树蚧类、蝉类害虫
	实验５６ 果树食心类、卷叶类、潜叶类害虫
	实验５７ 果树蛀木类害虫、金龟甲及毛虫类害虫

	第四章  蔬菜病虫害
	实验５８ 十字花科病害的识别
	实验５９ 茄科蔬菜病害的识别
	实验６０ 葫芦科病害的识别
	实验６１ 豆科病害的识别
	实验６２ 其他蔬菜病害
	实验６３ 蔬菜根蛆和潜叶蝇的识别
	实验６４ 十字花科蔬菜害虫和蔬菜蚜虫
	实验６５ 茄科、葫芦科、豆科和保护地蔬菜害虫

	第五章  园林植物病虫害

	实验６６ 园林植物叶花果类病害的识别
	实验６７ 园林植物茎干病害的识别
	实验６８ 园林植物根部病害的识别
	实验６９ 园林植物食叶性害虫的识别
	实验７０ 园林植物吮吸类害虫
	实验７１ 园林植物钻蛀性害虫

	推荐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