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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昆虫作为指示生物评估森林健康的
生物学与生态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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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昆虫是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森林生态系统主体群落中，昆虫与植物
密切关联% 森林害虫胁迫及昆虫多样性变动，对于评估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昆虫多样性可用于对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快速评估，如基于昆虫指示生物评价森林生态系统
的毒害水平、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水平、靶标昆虫的地位和特有种水平等% 针对影响森林环境
健康的重要干扰因子，本文阐述了应用昆虫作为指示性生物监测与评估森林健康状况的生物
与生态学依据，讨论了昆虫种群，特别是珍稀物种种群在生境破碎干扰下的种群波动，以及大
气污染、干旱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等对昆虫种群密度与分布的影响等% 同时，分析了昆虫作为
指示性生物监测与评估森林环境健康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昆虫! 指示性生物! 森林健康!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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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 世纪中末期，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

其中“ 森林健康”日益被生态学家、林业和自然资源

度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生态系统，其健康已受到日益

管理者们所接受和使用，并将“ 森林健康”作为森林

严重的损害，而生态系统健康研究正在成为新的热

状况评估和森林资源管理的标准和目标，并提出了

［# & "］

点

% 最早应用于医学描述有机体生命状态和行

评估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系列方法［U & )］% 通过监测

为的术语“ 健康”，通过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在各自

与评价一个林区乃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森林经营现

领域的借鉴和发展，相应地产生了环境健康、森林健

状，采取适当的经营技术和手段，最终达到可持续经

康、湿地健康、流域健康、景观健康等新的研究方向%

营的目标［’ & #$］%
国内外学者综合生物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指

!浙江省林业厅资助项目（$+.##）%
!!通讯作者% R4C<3K：JI5S QTE=% AG;% =6
($$*4$)4#$ 收稿，
($$)4$"4#( 接受%

标对森林健康的评价方法作了大量研究［" & ,，## & ($］%
生物指示物法是景观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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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重要方法，通过监测生物指示物在自然和人类

或濒危种群）比相对稳定的昆虫种群更易灭绝$ 种

活动影响下，其种群数量或行为变化对森林生态系

群数量的波动越大，其对环境的敏感程度就越高，在

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 !!］$ 该方法具有科学、简便、

一定时期内种群数量降低到零的可能性就越

快捷、成本低廉和高效的特点，并符合生态系统健康

大［+! # +%］$

评价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珍稀物种的濒危程度主要取决于该物种在本地

鸟、鱼、蛙、山羊、鹿和黑熊等中大型动物，常被
［!% # !&］

选作评价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生物

$ 其中鸟类的

的 丰 富 度，而 物 种 丰 富 度 与 其 区 域 分 布 密 切 相
关［"(］$ 生境破碎既对其丰富度又对其区域分布产生

应用频率最高，研究方法与技术相对成熟，如鹭、鸭、

影响，因大多珍稀物种食性较为专一、空间分布范围

鹰、啄木鸟和鸥等$ 由于鸟类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

窄小和适应能力差等原因对环境变化表现敏感$ 因

敏感性，易于观察，分布广，且多数鸟类的生物学习

此，生境破碎加速了珍稀物种的灭绝$ 有研究表明，

性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生态学家普遍认为鸟类的分

随生境的片段化，蝶类中的珍稀种个体数量明显减

［!’ # !(］

布与植被有密切联系

$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

少$ 森林中的珍稀昆虫物种数量繁多，如鳞翅目的中

点，认为鸟类作为指示物种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值得

华虎凤蝶（ !"#$%&’()* +$),#,-)-）、金斑喙凤蝶（ .’,)/$0

怀疑，将其作为指示性生物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和不

&1/#’* *2#3*,%’*#）、阿波罗绢蝶（ 4*’,*--)"- *11&22&）、

［!)］

适用性

$ 昆虫作为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

二尾 褐 凤 蝶（ 5$"/*,)/)- 6*,-()#2%) ）、三 尾 褐 凤 蝶

分，是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其种群数量变动和行为变

（ 5$"/*,)/)- /$*)%),*）、翠蓝眼蛱蝶（ 4’#+)- &’)/$7* 或

［%* # %%］

化与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 选择昆虫作

为指示生物进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具有较大
［%+ # %’］

的应用潜力

8",&,)* &’)/$7*）、多尾凤蝶（ 5$"/*,)/)- 2)%%#’%*2))）、
燕凤蝶（ !*61’&1/#’* +"’)"-）、宽尾凤蝶（ 9:#$*,* #20
;#-) 或 9:#$*,* 6*’*$& ）、箭 环 蝶（ </)+$&1$/$*26*

$

!" 昆虫作为森林健康指示生物的生物与生态学基础
!# !" 昆虫是陆地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昆虫与植物是陆地生物群落中最为重要的组成
［"*，
%,］

部分，二者具有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帝皇绢蝶（ 又称双 珠 大 绢 蝶、君 主 绢 蝶）
（ 4*’,*--)"- )61#’*/&’）、曙 凤 蝶（ 9/’&1$*,#"’* $&’)-0
$*,*）、帝王蝶（ 又称大桦斑蝶）
（ >*,*"- 12#3)11"-）
和云南丽蛱蝶（ 4*’/$#,&- -72?)*）等；蜻蜓目的尖板曦

$ 如昆虫

箭 蜓（ @#2)&:&61$"- ’#/’&(2#3"- ）和 宽 纹 北 箭 蜓

为显花植物授粉，栖息和取食林木的各种器官，包括

（ .1$)&:&61$"- -1),)+&’,# ）；缺 翅 目 的 墨 脱 缺 翅 虫

植物的根、芽、叶片、花和果实等$ 昆虫是自然生态系

（ A&’&/71"- 6#%&#,-)-）和中华缺翅虫（ A&’&/71"- -),#0

统物质和能量循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

,#-)-）；鞘翅目的拉步甲（ B*’*C"- 2*(&--#)）、叉犀金龟

维持生态系统营养结构稳定、及提高生态系统安全

（ 922&67’),* %*?)%)-）、彩臂金龟（ B$#)’&/&,"- -..$ ）、

［%(］

等方面扮演重要而关键的角色

$ 昆虫的生物量在

硕步甲（ B*’+*C"-（ 91&/&6&1/#’"-）-..$ ）和长臂金龟

整个陆地生态系统中也非常惊人，昆虫群落的变化

（ B$#)’&/&,"- 6*+2#*7) (&’6&-*,"-）等，这些种类均可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森林生态系统食物网的组

对森林生境破碎等人为干扰做出快速反应，通过监

成，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寄主生物的分布与丰富

测它们个体数量变化可揭示森林生境的破碎化程

度$ 另外，昆虫占据着大量尺度小、异质性强的各类

度，反映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森林生境，如土壤、溪流、穴洞、菌体、动物的体内外

!# %" 昆虫是大气污染的最佳监测者

和植物各种组织，在不同湿度、光照强度、垂直分布、

大气污染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

食性水平上昆虫与各类生物建立起紧密的时空联

子，如大气污染被认为是中欧“ /012-345647”森林衰

系，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直接而明显指示者，具有广泛

落的 主 要 原 因$ 同 时，它 影 响 分 布 在 森 林 里 的 昆

［%% # %+，
%)］

生物地理学和生态环境探针的功能

$

!# $" 昆虫是生境破碎的直观显示者

虫［++ # +’］$ 在个体水平上，污染改变昆虫对食物的嗜
好性、生活史持续时间、蛹体大小、营养和存活率等；

火灾、砍伐、开垦和旅游等导致的生境破碎是森

在种群水平上，污染则导致昆虫的空间分布、性比和

林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威胁$ 生境破碎对生物种群

年龄结构 等 的 改 变；而 种 群 丰 富 度 的 变 化 最 为 常

数量、分布和环境质量都会产生极大影响，是生物多

见［+,］$ 影响昆虫种群数量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二氧

样性减少的重要原因［+* # +"］$ 而昆虫是生境破碎的直

化硫、氮氧化物、臭氧和某些重金属等［+&，+(］$ 它们对

［,］

接反馈者

$ 种群数量波动较大的昆虫种群（ 珍稀

昆虫食性的影响可主要分为 % 种类型：
"）污染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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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昆虫! 有证据表明，在人工环境条件下，昆虫

可返回到土壤中，或通过食物链转移到食虫鸟类体

食性易受大气污染物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建立在某

内［$0，$#］! 在俄罗斯北部，位于中度污染区的柳树叶

些特定的条件下［"#］! $）污染物影响昆虫的寄主林

甲（ =/’"%.:" ’"44.7*+"）的种群密度为高度污染区

木，导致林木的化学组成发生改变，如其内部组织或

或未污染区域的 (& ) $& 倍! 当大气污染物达到 "&&

枝叶的可溶性氮化合物含量增加，特别是氨基酸和
可溶性糖，这些物质的增加刺激了昆虫的取食和繁

) ( &&& !1·+ 2 ’ 时，昆虫集中在达弗利亚柳（ >"’*6.2/"’*%）上，而在轻度污染区域取食其它柳树［"0］! 生

殖! 欧洲水青冈（ !"#$% %&’(")*+"）受蚜虫的危害程度

活在欧洲白蜡（ !2"-*7$% /-+/’%*.2）上的昆虫丰富度

与钙、铜和锌等金属的积累有重要关系，并且这些污

也因污染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栖息于藻类和附生青

染物还会减少针叶林组织内萜（ 烃）树脂等防御物

苔的昆虫也存在类似现象，如取食原球藻（ 1’/$2.3

［%&］

质的分泌

! ’）污染物改变植食性昆虫与它的捕食

+.++$%）和苔藓（ ?/+"7.2" +.7*@"/.*0/%）的啮虫丰富度

者或寄生者之间的平衡! 后者对污染物比植食性昆

较低，从污染区到未污染区，其整株丰富度从 "&& 个

虫更为敏感，寄生性昆虫会受到比捕食性昆虫更强

体下降到 $ 个［"%］! 而生活在污染区危害桦木（ A/)$’"

烈的影响，这种平衡的丧失会导致害虫大爆发而直

./! ）和橡树（ B$/2+$% 2$62"）树干上的尺蠖倾向于发

［%(］

接威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育为黑色种群，因树干表皮被煤尘所覆盖，其淡色型

!

大气污染物对昆虫种群密度的影响也十分显
著! 如杨树麦蛾（ ,-.)/’/*" 0.0/+/’’"）和叶蜂（ 12*%).3

逐渐消失［%&］!
!" #$ 昆虫是气候变化的响应者和跟随者

45.2" "6*/)*7"）可从大气污染中受益，它们常常发生

气候变化影响森林生态系统中树木的生长与发

于大气污染的中心区域；而落叶松八齿小蠹（ 84% %/-3

育，影响其营养结构，并可能助长或抵抗害虫的大爆

0/7)")$%）和益蝽（ 92"0$% +*77":.:/$%）在中等污染

发!

［%$］

区域种群密度高，而在非污染区域种群密度低

；

!" #" ! 干旱3 干旱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树体生长! 首

甲虫（ 1*)&.;)/*7% +$2(*0/7%）在非污染区为常见种类，

先干旱降低树木叶绿素的合成和蒸腾作用，引起树

而在污染区域缺失或很少见!

温升高，进而导致树体内部可溶性氮化合物增加、蔗

欧洲赤松（ 1*7$% %&’(/%)2*%）球果期对氟和硫的污
［"’］

糖浓度升高、针叶树挥发性化合物的释放和萜烯含

! 刺吸式昆虫

量的降低等营养结构的改变! 这种树体营养结构变

益蝽（ 92"0$% +*77":.:/$%）是危害松树的主要害虫

化对昆虫的食性和产卵均造成影响，如引起更多食

之一，从污染区到非污染区，该种群密度表现出明显

叶性鳞翅目幼虫的爆食，针叶林蛀干害虫小蠹虫的

差异，距离污染源 ( ) $ *+ 其种群密度迅速增加，并

大发生，以及松黄叶蜂（ C/.0*42*.7 %/2)*D/2）产卵量的

达到最大值（ 种群密度为非污染区的 (&& 倍），之后

增加等［%$］!

染极其敏感，它们可促进昆虫进食

种群密度又逐渐降低，直到接近非污染区域的正常
值! 益蝽卵被一种寄生蜂（ </’/7.:$% "2"0*）所寄生，

其次干旱会使树体更为脆弱，更适合昆虫取食，
而易于受到害虫的危害! 如在美国危害科罗拉多州

在污染区的寄生率相当低，在距离工厂约 %&& + 的

白冷杉（ 96*/% #2"70*%）的华山松小蠹（ >+.’&)$% (/7)3

(,- 到距离工厂 $ %&& + 的 ’&- 之间变化! 在污染

2"’*%）和青杨虎天牛（ </)2.4*$: "6*/)*%）的年死亡率

区可逃避寄生蜂的寄生是蝽（ 92"0$% .//! ）种群数

与干旱具有密切关系［%’］! 在这些干旱区域小蠹虫对

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叶林的危害经常发生，并且领先于病原微生物的

源于工业的大气污染助长许多针叶林害虫，如

入侵，同时引起针叶林根部病害!

芽蛾（ 15&"+*.7*" 6$.’*"7"）、松瘿蛾（ 1/)2.(" 2/%*7/’3

干旱在影响树体的同时也刺激昆虫种群遗传结

’"）、小 蠹 虫（ <.:*+$% 4*7*4/20"）、吉 丁 虫（ 15"/7.4%

构，这种遗传结构的改变使它们更富有进攻性，如落

+&"7/"）和危害云杉（ 1*+/" "%4/2")"）的叶蜂（ 12*%).3

叶松上的一些蚜虫!

45.2" "6*/)*7"）等! 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 #" %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3 目前，二氧化碳浓度

可增加松针的营养价值，是害虫种群大爆发的重要

以年均 &4 %- 的速率增长，这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原因! 研究表明，云杉叶片硫和氟化合物含量与叶蜂

降水和风速模式的改变以及其他气候事件，这些均

［""］

! 污染物在林木组织中具有很

对生物种群的丰富度和分布产生深刻影响［%"］! 因昆

高的浓度，这些污染物在昆虫体内被发现，且各种重

虫具有短的生活周期和灵活移动性，它们将很快对

金属污染物浓度高于林木组织，当昆虫死后污染物

此做出反应! 如蚜虫因寒冷而难以滞育或不能很好

种群数量呈正相关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 * * * *

)&F[

* * * * * * * * * * * * )E 卷

越冬，而如果气候变得温和，冬天蚜虫的死亡率将下

康的指示生物和评价指标，有利于基础数据的积累、

降，在春天和秋天昆虫种群密度将急剧增加，从而促

数据库的建立和评价模型的创建等实践应用!
昆虫种类繁多、栖息环境多样、生物学习性复

使蚜虫大爆发!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也影响树体的生理和营养
组成，碳和氮含量的增加使树叶积累更多淀粉，这种
［"#］

变化将影响植食性昆虫的生物学

! 如蛾类幼虫在

杂，究竟选取哪些代表类群更能反映森林健康状况，
还需作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另外，如何建立量化的
指示性昆虫种群的多样性指数与森林健康等级（ 健

取食二氧化碳较为丰富的白杨和枫树后，其增长率、

康、亚健康和不健康）间的对应关系，仍然有待继续

虫体大小、质量和进食量均发生改变，改变程度的大

研究解决!

小因树种而异!

&$ 展$ $ 望

!" #$ 昆虫是环境胁迫的准确指示者
环境胁迫是直接危及森林健康的主要因子! 环

我国森林区域广阔，南北气候等不同自然条件

境胁迫的最初迹象常常发生在种群水平上，尤其是

差异较大，不同省份与地区的森林生态健康状况参

敏感性生物，在监测和评估森林健康中该特性最为

差不齐，及时监测和评价健康状况对于改进森林经

重要! 昆虫种群对于环境胁迫表现极为敏感，重要害

营管理，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虫的发生与否能够反映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动

均具有重要意义! 而以昆虫作为指示性生物评估森

力，如自然降水、积温、气温波动、土壤肥力和理化性

林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昆虫分类学、生

质等；同时，害虫的发生情况也能够反映森林生态系

态学、环境科学、树木学和森林经济学等诸多学科，

统中植被的种类和组成、森林植被的生物多样性水

随着该领域研究方法与技术的日趋改进与完善，森

平以及森林的景观价值等；更重要的是，重大害虫的

林环境健康评估的价值与意义将逐步显现与增强!

［$%，
""］

发生能够反映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管理水平

!

昆虫不仅对环境的细微改变具有敏感性，而且森林
虫害具有与森林火灾、病害、环境污染、气象灾害等
等同的胁迫要素!
直接测量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力和抵抗力是比较
困难的，一般都要通过间接的方法完成! 应用林内昆
虫群落多样性指数，在理论上能够预测林分结构的
变化和抗虫能力的强弱! 关于森林害虫早期预警和
测报的研究已经成熟，其相关方法技术可以借鉴!
%$ 昆虫作为指示性生物评估森林环境健康的优劣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特征和属
性在不断的变化中，要明确某森林生态系统距离健
康状态有多远，有必要从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诸方
面多角度加以认识! 然而，目前研究所获得的认识仍
很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森林系统和景观等大尺
度上，森林往往不易被人们全方位直接观测和纳入
实验! 此外，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监测和评价还需要基
础数据的长期积累，才能客观反映系统的组织结构、
功能和演替动态! 而植物生长缓慢、生活周期长、不
利于调查，更不利于短期内基础数据的大量积累! 昆
虫体型小、生活周期短、分布广泛、易于样品的采集，
对环境变化敏感，并能做出快速反应! 因此，可通过
监测昆虫种群数量的变化，反馈森林健康状况与变
化趋势［"& ’ "(］! 另外，应用昆虫作为森林生态系统健

参考文献
［)］* +,-./0-10 2，3456 2，74,,/ 2，!" #$! 896 :0;<6 ,= /96
>,4;?’. 6@,.A./6B .64:C@6. 0-? -0/<40; @0DC/0;! %#"&’!，
)EE(，&’(：F"$’F&%
［F］* GC0, HIJ（ 肖风劲），K<A0-5 L（ 欧阳华），+96-5 MIN
（ 程淑兰）! H,46./ 960;/9 6@,;,5C@0; 4C.O 0..6..B6-/ C+9C-0! ()*+!,! -.&’+#$ ./ 011$*!2 34.$.56（ 应用生态
学报），F%%#，!#（ F）：$#E’$"$（ C- +9C-6.6）
［$］* P<0- GIQ（ 袁兴中），P6 NIR（ 叶林奇）! 896 @,BB<I
-C/A C-?6S ,= 0..6..C-5 6@,.A./6B! 3+7*’.8!+"#$ 9!’#$2
（ 环境导报），F%%)（ )）：#"’#(（ C- +9C-6.6）
［#］* +96- 7（ 陈* 高），T0C NIU（ 代力民），H0- QIL（ 范
竹华）! K- =,46./ 6@,.A./6B 960;/9 0-? C/. 6:0;<0/C,-!
()*+!,! -.&’+#$ ./ 011$*!2 34.$.56（ 应用生态学报），
F%%F，!&（ "）：&%"’&)%（ C- +9C-6.6）
［"］* +,-./0-10 2，U0560< U! V90/ C. 0 960;/9A 6@,.A./6B？
0:&#"*4 34.$.56，)EEE，&&：)%"’))"
［&］ W,;X 8Y，V05-64 U2，+,:C-5/,- VV! +,-@6D/. ,= =,4I
6./ 960;/9 ’ Z/C;C/04C0- 0-? 6@,.A./6B D64.D6@/C:6.!
-.&’+#$ ./ ;.’!,"’6，)EE#，(：)%’)"
［( ］ M@906==64 TJ，L6-4C@O. YY，W64./64 LV! Y@,.A./6B
960;/9! !! U60.<4C-5 6@,.A./6B 960;/9! 3+7*’.+8!+"#$
<#+#5!8!+"，)E[[，%：##"’#""
［[］ P01:6-O, M\，20DD,4/ TJ! 3 =40B6>,4O =,4 0..6..C-5
=,46./ 6@,.A./6B 960;/9! 34.,6,"!8 9!#$")，)EE&，%：#%
’"F
［E ］ N0<40-@6 VH，N,:6],A 8Y，^0.@,-@6;,. L_，!" #$!
Y@,.A./6B ?6@0A ,= 3B01,-C0- =,46./ =405B6-/. 0 FF
A604 C-:6./C50/C,-! (.+,!’7#"*.+ =*.$.56，F%%F，!(：&%"
’&)[
［)%］ V0-5 +IQ（ 王琛柱），RC- JIT（ 钦俊德）! 3?:0-@6. C-

G 期H H H H H H H H H H H 王义平等：以昆虫作为指示生物评估森林健康的生物学与生态学基础H H H H H H
!"#$%&’#!(" )$#*$$" !"+$’# &", -.&"#/ !"#$% &’#()*$+*#,
（ 世界农业），0112（ 3）：44546（ !" 78!"$+$）
［00］ 9.$:&",$% ;9，<&.=$% 7>/ ?(%$+# 8$&.#8 =("!#(%!"@ !"
#8$ A"!#$, ;#&#$+：?!%+# B(C% D$&%+/ -./(#".0,.+1$ 2".(3
+"#(.’ 1.% &44,440,.+，0111，!!：EFG5EGG
［0E］H I$%#(..( </ 9++$++!"@ $’(+D+#$= 8$&.#8 !" @(J$%"$, .&",K
+’&-$%+：9 B%&=$*(%L B(% ,$J$.(-!"@ ’(%$ !",!’&#(%+/
-)"454+,0 6,1$+7，0112，"：44560
［04］H 78$" M（ 陈H 高），N$"@ OKI（ 邓红兵），P&"@ QKR
（ 王庆礼），,+ 1$/ 9--%(&’8$+ B(% &++$++!"@ B(%$+# $’(K
+D+#$= 8$&.#8/ 87(.,4, 9"*#.1$ ": &;;$(,% -)"$"’5（ 应
用生态学报），ESS4，#"（ F）：116 5111（ !" 78!"$+$）
［03］H 78$" M（ 陈H 高），N&! RKT（ 代力民），>! RKU（ 姬兰
柱），,+ 1$/ 9++$++!"@ B(%$+# $’(+D+#$= 8$&.#8/ V/ T(,K
$.，=$#8(, &", !",$: +D+#$=/ 87(.,4, 9"*#.1$ ": &;;$(,%
-)"$"’5（ 应用生态学报），ESS3，#!（ 0S）：0G3450G31
（ !" 78!"$+$）
［06］H T& WKT（ 马克明），W("@ OKT（ 孔红梅），MC&" PKI
（ 关文彬）/ X’(+D+#$= 8$&.#8 &++$++=$"#：T$#8(,+ &",
,!%$’#!("+/ &)+1 -)"$"’()1 <(.()1（ 生态学报），ESS0，
$#（ 0E）：E0SF5E00F（ !" 78!"$+$）
［0F］H Y!&( ?K>（ 肖风劲），ZCD&"@ O（ 欧阳华），;C" >KO
（ 孙江华），,+ 1$/ ?(%$+# $’(+D+#$= 8$&.#8 &++$++=$"#
!",!’&#(%+ &", =$#8(,/ ="#,4+ >,4"*#), 1.% 21.1’,0,.+
（ 林业资源管理），ESS3（ 0）：EG54S（ !" 78!"$+$）
［0G］H 78$" M（ 陈 H 高），N$"@ OKI（ 邓 红 兵），N&! RKT
（ 代力民），,+ 1$/ O$&.#8 &++$++=$"# (" B(%$+# $’(+D+#$=
)D C+!"@ !"#$@%&#$, ’(=-(+$ !",$:（ V7V）/ &)+1 -)"$"’(3
)1 <(.()1（ 生态学报），ESS6，$!（ G）：0GE650G44（ !"
78!"$+$）
［02 ］ M&+#(" W>/ [8$ I!(.(@D (B \&%!#D/ R(",("：78&-=&"
&", O&..，011G：0E5E1
［01］H W$J&" <M，M%$’( 7?，I$.&(C++(BB ;/ I!(,!J$%+!#D &",
&)C",&"’$ !" ,!&@"(+!+ &", =$&+C%!"@ (B $’(+D+#$=
8$&.#8： <$+#!’!,$ +#%$++ (" -(..!"&#(%+ (" ).C$)$%%D
8$&#8+/ 9"*#.1$ ": &;;$(,% -)"$"’5，011G，%"：00EE 5
004F
［ES］H <&C. 9T/ T&"&@!"@ B(% B(%$+# 8$&.#8/ 9"*#.1$ ": ="#,4+3
#5，ESSE，#&&：E35EG
［E0］H 7&%.(+ ;，MC!..$%=( T<，<&).( R</ 78&"@$+ !" ?"+7":3
1’*4 ;*0($(" B(%$+# )!(,!J$%+!#D ,C%!"@ #8$ B(%$+# =&"&@$K
=$"# ’D’.$/ !/ V"+$’#/ @("%(/,#4(+5 1.% 8".4,#/1+(".，
ESS0，#&：ESGG5ES1E
［EE］H W!#’8!"@ \R，Z%% 9M，[8&.!) R，,+ 1$/ T(#8 &++$=).&K
@$+ &+ !",!’&#(%+ (B $"J!%("=$"#&. ]C&.!#D !" %$="&"#+ (B
C-.&", 9C+#%&.!&" %&!" B(%$+#/ 9"*#.1$ ": &;;$(,% -)"$"3
’5，ESSS，%’：E235E1G
［E4］H O!.#D >，T$%$".$",$% 9/ ?&C"&. !",!’&#(% #&:& +$.$’#!("
B(% =("!#(%!"@ $’(+D+#$= 8$&.#8/ @("$"’()1$ 8".4,#/13
+(".，ESSS，($：026501G
［E3］H >(8"+(" NXX，NC"’&" NW，>(8"+(" \\/ ;=&.. "$+#!"@
%&-#(%+ &+ !",!’&#(%+ (B ’8&"@$ !" #8$ +(C#8*$+# ,$+$%# ^ ^
M.!"+L! \R，$,/ <%(’$$,!"@ (B #8$ ;(C#8*$+# \&-#(%
T&"@$=$"# ;D=-(+!C= &", P(%L+8(-/ P&+8!"@#("，
N7：_&#!("&. P!.,.!B$ ?$,$%&#!("，012F：E645E61
［E6］ W!$+#$% 9\，X’L8&%,# 7/ \$J!$* (B P!.,.!B$ =&"&@$K
=$"# &", ’("+$%J&#!(" )!(.(@D (" #8$ [("@&++ "&#!("&.

［EF］H

［EG］H

［E2］H

［E1］H

［4S］

［40］H

［4E］H

［44］H

［43］H

［46］H

［4F］

［4G］H

［42］H

［41］H

0FE1

B(%$+#：9 +D"#8$+!+ *!#8 %$’(==$",&#!("+/ 7(%J&..!+，
Z\：A;N9 ?(%$+# ;$%J!’$，<&’!B!’ _(%#8*$+# \$+$&%’8
;#&#!("，0113
I$%@ 9/ N!J$%+!#D &", &)C",&"’$ (B )!%, !" %$.&#!(" #(
B(%$+# B%&@=$"#&#!("，8&)!#&# ]C&.!#D &", 8$#$%(@$"$!#D/
@(#% <+*%5，011G，""：46654FF
N(8$%#D >% <?，M%C)) >% [7/ O&)!#&# &", .&",+’&-$ ’(%K
%$.&#$+ (B -%$+$"’$，,$"+!#D &", +-$’!$+ %!’8"$++ (B )!%,+
*!"#$%!"@ !" B(%$+# B%&@=$"#+ !" Z8!(/ !($%$(:, <")(,+5
@*$$,+(.，ESSS，##$：4225413
T(%%!+(" TR/ I!%, -(-C.&#!(" &+ !",!’&#(%+ (B $"J!%("K
=$"#&. ’8&"@$/ 8*##,.+ A#.(+7"$"’5， 012F， #"：
34S5332
7&"#$%)C%D MX，T&%#!" [X，<$#!# N\，,+ 1$/ I!%, ’(=K
=C"!#!$+ &", 8&)!#&#+ &+ $’(.(@!’&. !",!’&#(%+ (B B(%$+#
’(",!#!(" !" %$@!("&. =("!#(%!"@/ 8".4,#/1+(". @("$"’5，
ESSS，#"：6335622
X,@&% 7I，IC%L [X/ 9 +!=C.&#!(" +#C,D #( &++$++ #8$
+$"+!#!J!#D (B & B(%$+# 8$&.#8 =("!#(%!"@ "$#*(%L #( (C#K
)%$&L+ (B ,$B(.!&#!"@ !"+$’#+/ -./(#".0,.+1$ 2".(+"#(.’
1.% &44,440,.+，ESSF，#$$：E2154SG
W$!#8 ;，I%(*" >，?%$!#&+ 9‘R/ IC##$%B.D ’(==C"!#!$+
(B C%)&" B(%$+# B%&@=$"#+ !" 7&=-!"&+，;&( <&C.(，I%&K
a!.：;#%C’#C%$，!"+#&)!.!#D，$"J!%("=$"#&. ’(%%$.&#$+，&",
’("+$%J&#!("/ 9"*#.1$ ": B.4,)+ 8".4,#/1+(".，ESSE，)：
E0G5E40
I%&",.$ T，9=&%$.. A，9C@$ O，,+ 1$/ <.&"# &", !"+$’#
,!J$%+!#D &.("@ & -(..C#!(" @%&,!$"#：A",$%+#&",!"@ +-$K
’!$+ %!’8"$++ &’%(++ #%(-8!’ .$J$.+/ @("%(/,#4(+5 1.% 8".3
4,#/1+(".，ESS0，#&：031G50600
U8&"@ OKb（ 张红玉），ZC YKO（ 欧晓红）/ A+!"@ !"K
+$’# B(% !",!’&#(% #( =("!#(% &", &++$++ B(%$+# $’(+D+#$=
8$&.#8/ !"#$% ="#,4+ >,4,1#)7（ 世界林业研究），ESSF，
#(（ 3）：EE5E6（ !" 78!"$+$）
I%(*" >% W;/ 7("+$%J&#!(" (B "$(#%(-!’&. $"J!%("=$"#+：
V"+$’#+ &+ !",!’&#(%+ ^ ^ 7(..!"+ _T，[8(=&+ >9，$,+/
[8$ 7("+$%J&#!(" (B V"+$’#+ &", [8$!% O&)!#&#+/ R("K
,("：9’&,$=!’ <%$++，0110：43153S3
T&$#( W，;&#( ;，T!D&#& O/ ;-$’!$+ ,!J$%+!#D (B .("@!K
’(%" )$$#.$+ !" 8C=!, *&%= #$=-$%&#$ B(%$+#+：[8$ !=K
-&’# (B B(%$+# =&"&@$=$"# -%&’#!’$+ (" (.,K@%(*#8 B(%$+#
+-$’!$+ !" +(C#8*$+#$%" >&-&"/ @("%(/,#4(+5 1.% 8".4,#3
/1+(".，ESSE，##：01015014G
9LC#+C W，W8$" 7‘，[(,& T>/ 9++$++=$"# (B 8!@8$%
!"+$’# #&:& &+ )!(!",!’&#(%+ B(% ,!BB$%$"# .(@@!"@K,!+#C%)K
&"’$ %$@!=$+ !" .(*.&", #%(-!’&. %&!" B(%$+# !" ;&)&8，
T&.&D+!&/ -)"$"’()1$ >,4,1#)7，ESSG，$$：63E566S
Q!" >KN（ 钦俊德），P&"@ 7KU（ 王琛柱）/ [8$ %$.&#!("
(B !"#$%&’#!(" )$#*$$" !"+$’#+ &", -.&"#+ #( $J(.C#!("/
-.+"0$"’(1 <(.()1 （ 昆 虫 学 报 ）， ESS0， ""（ 4 ）：
4FS54F6（ !" 78!"$+$）
\(+$")$%@ NT，N&"L+ O‘，R$8=LC8. NT/ V=-(%#&"’$
(B !"+$’#+ !" $"J!%("=$"#&. !=-&’# &++$++=$"#/ -./(#".3
0,.+1$ 21.1’,0,.+，012F，#&：GG45G24
7(C.+(" \_，;#$-8$" ?T/ V=-&’#+ (B !"+$’#+ !" B(%$+#
.&",+’&-$+：V=-.!’&#!("+ B(% B(%$+# 8$&.#8 =&"&@$=$"# ^ ^
<&!"$ [N，$,/ V"J&+!J$ ?(%$+# V"+$’#+，V"#%(,C’$, ?(%K

;:S9

［=9 ］
［=;］E

［=8］E
［=S］E

［==］

［=Q］

［=:］E

［=R ］

［=D］E

［=C］E

［Q9］E

应E 用E 生E 态E 学E 报E E E E E E E
!"# $%!!"， &’( )*#!%!( +,-"."#!/"0 1-%(%!,2#， $2!
3!#2!%*&’("：45%6’7!%，899:：;9;<;8:
>&’"?6 @0 A!#&5-5B*&#6-’ (.’&/6,"0 !"#$%&，;CCD，
!"#：=;<=C
F&G#-’ H>30 I-5B*&#6-’ (.’&/6, 5%6’,65*!" J J F&G#-’
H>3，A&. KA，!("0 +L#6’,#6-’ K6"?"0 MLN-%(：MLN-%(
O’6P!%"6#. I%!""，;CCQ：;=R<;:S
T&2%67 F0 >-G /B,2 2&U6#&# 6" !’-B72？’()*)+(,"* -)./
0&%1"#().，899;，$%%：:Q<R=
4,2-!’!% $V，456**!% 1)0 @" !L#6’,#6-’ %&#! %!*&#!( ##!/5-%&* P&%6&U6*6#. 6’ 5-5B*&#6-’ "6W!？)’ !/56%6,&* &’X
"G!% N-% -%U "56(!%"0 23&%(,". !"#$%"*(0#，;CC8，$!#：
;;R:<;89R
>B72!" IK，Y26/!’# HH，16,?6! )@，&# "*0 +NN!,# -N 5-*X
*B#&’# (-"! -’ #2! %!"5-’"! -N A!L6,&’ U!&’ U!!#*! #4M8 X6’(B,!( ,2&’7!" 6’ "-.U!&’0 4.1(%).3&.#"* 4.#)/
3)*)+5，;CDQ，$&：R;D<R8;
K6!/!% H，V26##&?!% HZ0 )6% 5-**B#6-’ &’( #2! 6’"!,#
2!%U6P-%!"：MU"!%P!( 6’#!%&,#6-’" &’( 5-""6U*! /!,2&X
’6"/" J J Z!%’&." +)，!(0 @’"!,#X5*&’# @’#!%&,#6-’"，[-*
;0 Z-,& K&#-’，TF：YKY I%!""，;CDC：RS<;9Q
\P!%!P& +F，]-W*-P A[0 +NN!,#" -N &6% 5-**B#6-’ -’ ’&#X
B%&* !’!/6!" -N #2! *!&N U!!#*! 6&*"0)3" *"77).(,"8
9)$%."* ): 277*(&; 4,)*)+5，8999，!’：8CD<S9D
$",2&%’#?! $，4#!NN&’X1!G!’#!% @，]%B!"" )，&# "*0
Y2&%&,#!%6"#6," -N 6’"!,# 5-5B*&#6-’" -’ 2&U6#&# N%&7X
/!’#"：) /6’6 %!P6!G0 4,)*)+(,"* <&0&"%,=，8998，$’：
88C<8SC
]-W*-P A[，36!/!*& I0 16NN!%!’,! 6’ ’!!(*! *!’7#2—)
’!G &’( -U^!,#6P! 6’(6,&#-% -N 5-**B#6-’ 6/5&,# -’ 4,-#"
56’!（ >(.$0 05*1&0#%(0）8 ?"#&%，2(% ".; @)(* >)**$#().，
;CCC，$$"：S:Q<SR9
]-W*-P A[，\P!%!P& +F，36!/!*& I0 42--# N*B,#B&#6’7
&".//!#%.—) ’!G &’( -U^!,#6P! "#%!"" 6’(!L 6’ #2!
3-%G&. "5%B,!（ >(,&" "A(&0）8 -".";(". 9)$%."* ): B)%/
&0# <&0&"%,=，899;，!$：;8DC<;8C;
]-W*-P A[，V6*"!. ZH，]-%6,2!P& H0 T*B,#B&#6’7 &"./X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C 卷

/!#%. -N U6%,2 *!&P!" 6’,%!&"!" B’(!% 5-**B#6-’ 6/5&,#0
9)$%."* ): 277*(&; 4,)*)+5，;CC:，!!：;=DC<;=CQ
［Q;］E 3!6*"-’ KI，A&%?" 10 ) 7*-U&* 5!%"5!,#6P! -N %!76-’&*
P!7!#&#6-’ &’( 2.(%-*-76, "!’"6#6P6#6!" N%-/ ,*6/&#6,
,2&’7!0 C&+&#"#(). @,(&.,&，;CC=，(：R;Q<RS9
［Q8］E 36’!*"!’ H]，>&’"!’ AF，)7!%U6%? 3，&# "*0 K!"5-’X
"!" -N #2! N*!& U!!#*!" >=5**)#%&#" .&3)%$3 &’( >8 ,%$/
,(:&%"& #- /!#&U-*6,&**. !’76’!!%!( 2%"A(;)70(0 #="*("."
G6#2 &’ &*#!%!( 7*B,-"6’-*&#! 5%-N6*!0 -=&3)&,)*)+5，
899;，$$：RQ<DS
［QS］E I6/!’#!* 10 @’"!,# 5-5B*&#6-’ %!"5-’"! #- !’P6%-’/!’#&*
"#%!"" &’( 5-**B#&’#"0 4.1(%).3&.#"* <&1(&D0，;CC=，)：
;<Q
［Q=］E +&/B" 1，H&%P6" I_0 $2! (6%!,# !NN!,#" -N 6’,%!&"! 6’
#2! 7*-U&* &#/-"52!%6, YM8 ,-’,!’#%&#6-’ -’ ’&#B%&* &’(
,-//!%,6&* #!/5!%&#! #%!!" &’( N-%!"#"0 2;1".,& (. 4,)/
*)+(,"* <&0&"%,=，;CDC，$#：;<QQ
［QQ］ _%-(W?6 V0 4-/! %!&,#6-’" -N E70 #57)+%"7=$0（ F0 ）
（ Y-*!-5#!%&：4,-*.#6(&!） #- ,2&’76’7 U%!!(6’7 ,-’(6X
#6-’" 6’ & N-%!"# (!,*6’! &%!& 6’ #2! 4B(!#!’ A-B’#&6’"，
I-*&’(0 9)$%."* ): >&0# @,(&.,&，899=，’’：=S<=D
［Q:］E 4&*/!*& H，@*/-’!’ H0 Y%&’!N*.（ 165#!%&：$65B*-6(!&）
N&B’& -N & U-%!&* /6%! "."#!/ 6’ %!*&#6-’ #- /6%! #%-526,
"#&#B"：@/5*6,&#6-’" N-% ,-’"!%P&#6-’ &’( U6-&""!""/!’#0
9)$%."* ): E.0&,# -).0&%1"#().，899Q，#：DQ<C=
［QR］E ]!6#2 4，Z%-G’ ]40 16P!%"6#.，(6"#B%U&’,! &’( "B"#&6’X
&U*! B"! -N 3!-#%-56,&* N-%!"#"：@’"!,#" &" 6’(6,&#-%" N-%
,-’"!%P&#6-’ /-’6#-%6’70 9)$%."* ): E.0&,# -).0&%1"#().，
;CCR，$：8Q<=8

作者简介E 王义平，男，
;CR; 年生，博士，副教授0 主要从事
昆虫 分 类 学 与 生 物 防 治 研 究，发 表 论 文 89 余 篇0 +X/&6*：
G.5‘ W^N,0 !(B0 ,’
责任编辑E 肖E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