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

第６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ｊａｅ．ｎｅ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Ｊｕｎ． ２０１７， ２８（６） ： ２０５５－２０６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２８７ ／ ｊ．１００１－９３３２．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２

信息素介导的西方蜜蜂与狄斯瓦螨互作研究进展
张好好

１，２

刘振国

３

龚佑辉

１，２

刁青云

１，２∗

（ １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２ 农业部授粉昆虫生物学重点开放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３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
技学院， 山东泰安 ２７１０１８）

摘 要 狄斯瓦螨是一种严重危害西方蜜蜂的体外寄生螨，是世界养蜂业的最大威胁． 人们
广泛采用化学方法防治狄斯瓦螨，但易引起狄斯瓦螨的抗药性、蜜蜂中毒和蜂产品药物残留
等问题．为此，人们尝试了多种蜂螨绿色防控技术．其中利用蜜蜂信息素防治狄斯瓦螨是一个
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表明，狄斯瓦螨能利用蜜蜂信息素识别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寄主，并对
特定时期的寄主表现出高度的选择性． 近年来，多种能作用于狄斯瓦螨的蜜蜂信息素相继被
报道．这些信息素包括成蜂、蛹和幼虫信息素．有的信息素对狄斯瓦螨表现出驱避作用，有的则
表现出引诱作用．本文对这些信息素的种类、主要组成成分、对狄斯瓦螨的作用等进行了综
述，旨在为今后的研究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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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发现后，迅速蔓延至远东地区、欧洲、美洲、非洲

种体外寄生螨，是西方蜜蜂（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的主要病

和新西兰，如今除了在澳大利亚和非洲部分地区未

虫害

［１］

．自 ２０ 世纪初该螨在引入亚洲的意大利蜂群

本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ＣＡＡＳ⁃ＡＳＴＩＰ⁃２０１５⁃Ｉ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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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外，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２－３］ ．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
欧洲和 北 美 的 蜜 蜂 蜂 群 崩 溃 现 象 （ ｃｏｌｏｎｙ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ＣＤ） 引起了蜂业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虽然
有些科学家认为 ＣＣＤ 是由病毒、寄生虫、农药和营
养等多种因素引起的 ［４］ ，但也有报道认为，狄斯瓦
螨是主要风险因素 ［５］ ． 狄斯瓦螨与多数对蜜蜂致病

２０５６

应

用

生

的病毒有关 ［６］ ．它在蜂群中传播病毒引起的危害，比
其寄生引起的危害还要大
能传播细菌病

［８］

［７］

和真菌病

．除此之外，狄斯瓦螨还

［９］

． 绝大多数被狄斯瓦螨

态

学

等活动，使得蜂群生产力受到显著的影响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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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分泌部位的不同，可分为纳氏信息素、螫针信
息素、王浆信息素和表皮碳氢化合物信息素．

１ １

感染过的蜜蜂成蜂后不会从事饲喂幼虫、采集食物
［１０］

报

纳氏信息素
纳氏信息素是由位于工蜂第七腹节背板内的纳

氏腺分泌的．西方蜜蜂的这类信息素主要包括香叶

狄斯瓦螨为害范围之广和程度之严重，其被认为是

醇（ ｇｅｒａｎｉｏ１） 、橙花酸（ ｎｅｒ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香叶酸（ ｇｅｒａｎｉｃ

目前，人们主要采用化学药物防治狄斯瓦螨．但

（ ｎｅｒｏｌ） 和（ 反，反） ⁃法尼醇［ （ Ｅ， Ｅ） ⁃ｆａｍｅｓｏｌ］ ７ 种萜

世界养蜂业的最大威胁 ［１１］ ．

随着化学药剂的使用，螨产生抗药性的报道屡见不
鲜

［１２－１３］

．人们不得不提高化学药剂的使用剂量，以

维 持 防 治 效 果， 由 此 也 带 来 了 对 蜂 产 品 的 污
染 ［１４－１５］ ，以及对蜜蜂本身的毒害 ［１６－１９］ ．

ａｃｉｄ） 、（ 顺 ／ 反） ⁃柠 檬 醛 ［ （ Ｅ） ／ （ Ｚ） ⁃ｃｉｔｒａｌ］ 、 橙 花 醇
烯．这类物质在蜜蜂的巢外活动中起引导和定向的
作用 ［２５］ ，如引导工蜂采水采食、认巢定向、分蜂和蜂
王婚飞等 ［２６］ ．

室内试验表明，狄斯瓦螨对工蜂幼虫、刚羽化工

信息素（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 又被称为外激素，是由动

蜂、哺育蜂和采集蜂有不同的趋向性．５ 日龄工蜂幼

播，实现同种不同个体间的信息交流，引起被作用对

内的幼蜂相比，狄斯瓦螨更喜欢哺育蜂；羽化 １８ ～ ２０

物外分泌腺体分泌到体外，通过直接接触或空气传

象特定行为和生理反应的一类化合物． 利用信息素
开发引诱剂和驱避剂，具有对作用对象选择性强、不
伤害天敌、对环境无污染、对食品无残留、不会引起
害虫抗药性等特点，既能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又能满足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

自 １９６０ 年第一种来自蜂王的蜜蜂信息素被鉴

定以来，已有 １００ 多种蜜蜂信息素被报道

［２０］

． 根据

不同的蜂型，蜜蜂信息素被分为蜂王信息素、工蜂信
息素和雄蜂信息素．根据不同的发育阶段，蜜蜂信息
素可分为幼虫信息素、蛹信息素和成蜂信息素．由于

虫和哺育蜂比采集蜂更能吸引狄斯瓦螨；与羽化 ３ ｈ
ｈ 后的幼蜂和哺育蜂对狄斯瓦螨的吸引力相似 ［２７］ ．

此外，在自然蜂群中也发现，哺育蜂比新出房蜂和采
集蜂更受狄斯瓦螨的青睐 ［２８］ ． 有人认为，狄斯瓦螨
之所以能精确地判断寄主的发育时期，与纳氏信息
素的驱避作用有关． 用采集蜂的己烷提取液处理哺
育蜂，会干扰狄斯瓦螨对哺育蜂的定位和寄生．起干
扰作用的有效成分为纳氏信息素中的香叶醇和橙花
酸，而这两种物质的同分异构体香叶酸和橙花醇却
没有这种效果 ［２７］ ．

１ ２

螫针信息素

工蜂是蜂群内个体数量最多的蜂型，分工复杂，任务

螫针信息素是由工蜂螫针腺分泌的物质，又被

多样化，信息素的种类丰富，功能繁多，使得工蜂信

称为报警信息素．有人发现，在自然状态下成蜂体上

息素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能够作用于狄斯瓦螨的

的狄斯瓦螨很少转换寄主，而在盗蜂时，转换寄主的

工蜂信息素有工蜂幼虫信息素、工蜂蛹信息素和工

狄斯瓦螨数量明显增加，并在打架的工蜂之间转换．

蜂成蜂信息素．除此之外，雄蜂幼虫信息素也能作用

这些迹象表明，争斗中的蜜蜂有特殊的刺激物存在，

于狄斯瓦螨．

导致狄斯瓦螨的换蜂行为． 这些刺激物很有可能与

我国蜜蜂科研工作者对幼虫信息素
息素

［２２］

、卵标记信息素

氏信息素

［２５］

［２３］

、蜂王信息素

［２１］

［２４］

、成蜂信

、工蜂纳

进行了一系列综述． 然而，与狄斯瓦螨

防治有关的蜜蜂信息素的综述很少．近年来，关于以
信息素介导的蜜蜂与狄斯瓦螨的互作机制有了新的
发现．本文综述了这类信息素的种类、 主要组成成
分、对狄斯瓦螨的作用以及利用蜜蜂信息素防治狄
斯瓦螨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提出展望，希望能为今
后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１

工蜂成蜂信息素
狄斯瓦螨能利用工蜂成蜂信息素识别处于不同

发育阶段的工蜂，满足自己的寄生需要．这些信息素

蜜蜂螫针的分泌物有关． 因此，Ｋｒａｕｓ ［２９］ 研究了螫针
信息素对狄斯瓦螨的作用．结果表明，狄斯瓦螨能区
别被其他蜂蛰了的蜜蜂，并在 ３０ ｓ 内对其敬而远
之，其原因在于螫针信息素含有对螨有驱避作用的
成分． 螫 针 信 息 素 含 有 ９ 种 成 分： 正 辛 醇 （ １⁃ｏｃｔａ⁃
ｎｏｌ） 、２⁃乙 酸 壬 酯 （ ２⁃ｎｏ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２⁃壬 醇 （ ２⁃ｎｏｎ⁃
ａｎｏｌ） 、２⁃甲基丁醇（２⁃ｍｅｔｈｙｌ ｂｕｔａｎｏｌ） 、乙酸丁酯（ ｂｕ⁃

ｔ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 、 ２⁃庚 醇 （ ２⁃ｈｅｐｔａｎｏｌ ） 、 乙 酸 己 酯 （ ｈｅｘ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乙酸异戊酯（ ｉｓｏｐｅｎｔ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和 ２⁃己醇（２⁃
ｈｅｘａｎｏｌ） ．把各成分与蜂蜡融合，检验狄斯瓦螨通过
嗅觉和化学接触对各成分的反应，结果除了乙酸异
戊酯，其他成分都有趋避作用． 而嗅觉分析发现，乙
酸己酯、乙酸异戊酯和 ２⁃己醇的气味对狄斯瓦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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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避或引诱作用． 正辛醇是螫针信息素中第二主要
成分，对狄斯瓦螨的驱避效果最显著．虽然这些结果
只是在室内试验中得出，但 Ｋｒａｕｓ

［２９］

认为，螫针信息

减少了对烯烃（ Ｃ ２５ ⁃Ｃ ３３ 的奇数烯烃） 的吸附 ［３８］ ．未来
的研究若能弄清这些烯烃对狄斯瓦螨的作用，及其
在防治狄斯瓦螨中的作用，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蜜

素在田间对狄斯瓦螨的驱避效果会更显著，因为室

蜂和狄斯瓦螨间的互作．

内试验只是把螫针信息素注入蜜蜂体内，而田间争

２

斗的蜜蜂体外也会沾染这类物质，使得这类物质在
空气中更容易挥发，作用于狄斯瓦螨的效果更显著．

１ ３

２０５７

张好好等： 信息素介导的西方蜜蜂与狄斯瓦螨互作研究进展

王浆信息素

王浆是 ６ ～ １２ 日龄工蜂王浆腺和下颚腺分泌

幼虫、蛹信息素
狄斯瓦螨的生活史可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成蜂

体携播阶段和封盖房内繁殖阶段 ［３９］ ．成蜂体上的雌
成螨在封盖 前 １０ ～ ２０ ｈ 进 入 工 蜂 幼 虫 房， 封 盖 前

的，用来饲喂蜂王和 ３ 日龄以内幼虫．王浆的组成成

４０ ～ ５０ ｈ进入雄蜂幼虫房，对雄蜂幼虫的侵染机率

Ｈａｒｉｚａｎｉｓ ［３１］ 发现，狄斯瓦螨很少侵害王台， 即使在

螨开始产卵，在一个产卵周期内，一只雌成螨可在工

分是脂肪酸

［３０］

，尤其是脂肪族羟基酸（ 又称醇酸） ．

受害最严重的蜂群中，也只有少量的不能繁殖的狄
斯瓦螨侵染．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ｅ 等

［３２］

研究表明，王浆提取物

能有效驱赶螨，是狄斯瓦螨较少入侵王台的主要原
因之一．Ｄｒｉｊｆｈｏｕｔ 等

［３３］

在王浆中鉴定出 ２０ 种八碳和

八碳以上的脂肪酸，按照王浆中比例将其中的 １５ 种
化合物纯品混合后，混合物对狄斯瓦螨具有良好的
驱避性．Ｎａｚｚｉ 等

［３４］

在王浆中鉴定出 ２５ 种八碳和八

是工蜂幼虫的 ８ ～ １０ 倍 ［３９］ ．在幼虫房封盖后，狄斯瓦
蜂房内产卵 １ ～ ５ 粒，雄蜂房内产卵 １ ～ ７ 粒． 一生中
有３ ～ ７个产卵周期，可产 ３０ 粒卵 ［４０］ ． 狄斯瓦螨在一
个蜂群内的寄生数量可达上万只． 正是因为封盖后
的幼虫和蛹为狄斯瓦螨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
境，使得狄斯瓦螨的繁殖速度极快． 如果不治螨，一
般 ２ 年内蜂群会全部死亡 ［４０］ ．

狄斯瓦螨为何能精准地把握幼虫房封盖的时

碳以下的脂肪酸，辛酸是王浆中含量最多的成分，也

间，在封盖前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幼虫房，又为何能区

是造成王浆和老熟幼虫食物间驱螨性差异的重要成

别雄蜂幼虫和工蜂幼虫，对其表现出不同的偏好？

分；将 １００ ｎｇ 辛酸加入含 ５ 日龄幼虫的工蜂幼虫

房，能使狄斯瓦螨的侵染率显著降低 ３０％． 同样，在

封盖房内的幼虫和蛹对狄斯瓦螨的繁殖有什么样的
影响？ 这些问题通过对蜜蜂幼虫和蛹信息素的研究

王浆中检测到的壬酸却没有驱螨的活性，至于其他

都得到了一定的解答，虽然离完全弄清还有一段距

脂肪酸是否对狄斯瓦螨也有驱避作用，彼此之间是

离，但为狄斯瓦螨的防治提供了思路．

否存在协同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１ ４

表皮信息素

２ １

幼虫、蛹信息素种类
根据幼虫不同的发育阶段，幼虫信息素可分为

蜜蜂表皮信息素是一些碳氢化合物，这类物质

低龄幼虫信息素和老熟幼虫信息素．

有防止体内水分蒸发、抵御环境胁迫和防止有害物

２ １ １ 低龄幼虫信息素

质 入 侵 的 作 用． 表 皮 碳 氢 化 合 物 由 绛 色 细 胞 合

报道大都是关于工蜂的，低龄幼虫信息素与狄斯瓦

成

［３５］

，有帮助蜜蜂识别蜂巢和同巢蜂的功能

［３６］

．采

集蜂和哺育蜂含有不同的表皮碳氢化合物，前者含
较多短支链碳氢化合物，而后者含有较多长直链碳
氢化合物．因为哺育蜂在巢中温、湿度适宜，采集蜂
面临的环境较恶劣，长直链碳氢化合物经氧化、加热
和太阳辐射后降解为不饱和、甲基支链的碳氢化合
物．用采集蜂提取液处理哺育蜂，哺育蜂获得了显著
的驱螨效果，感染狄斯瓦螨数比正常哺育蜂的少了

２０ 多倍．引起驱螨效果的活性物质为顺式⁃８⁃十七碳

烯［ （ Ｚ） ⁃８⁃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ｅｎｅ］ ，用它处理哺育蜂，感染狄斯

人们对低龄幼虫信息素的

螨的关系未见报道，笔者尝试着从其他一些报道做
出推测．据报道，低龄工蜂幼虫能产生大量反式⁃β⁃罗
勒烯［ （ Ｅ） ⁃β⁃ｏｃｉｍｅｎｅ］ ，这种信息素与老熟幼虫信息
素相比，具有高度易挥发性，是幼虫发出的饥饿信
号 ［４１］ ，刺激哺育蜂的喂哺行为，同时能抑制工蜂卵
巢发育 ［４２］ ，并促进工蜂的行为成熟 ［４３］ ，加速工蜂从

哺育到采集行为的转变 ［４４］ ． Ｃａｒｒｏｌｌ 等 ［４５］ 发现，（ Ｅ） ⁃
β⁃ｏｃｉｍｅｎｅ 在 ２ ～ ３ 日龄工蜂幼虫体含量最高，在封
盖时降到最低．众所周知，狄斯瓦螨进入封盖房的时
间为工蜂幼虫封盖前 １５ ～ ２０ ｈ 和雄蜂幼虫封盖前

．这说明还有很

４０ ～ ５０ ｈ．换言之，４ 日龄前的工蜂幼虫和 ５ 日龄前

接触哺育蜂后，会被动吸附哺育蜂的表皮碳氢化合

螨的侵害． Ｅｇｕａｒａｓ 等 ［４６］ 研 究 发 现， 万 寿 菊 （ Ｔａｇｅｔｅｓ

瓦螨数比正常哺育蜂少了近两倍

［３７］

多有驱螨效果的活性物质未被鉴定．此外，狄斯瓦螨
物，但与死亡的狄斯瓦螨相比，活着的狄斯瓦螨主动

的雄蜂幼虫似乎得到了某种庇护，从而免遭狄斯瓦
ｍｉｎｕｔａ） 精油对狄斯瓦螨有较高的致死率，对蜜蜂没

２０５８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８ 卷

有毒害，即使将对狄斯瓦螨的半致死剂量加倍，也未

这类物质对狄斯瓦螨有引诱力．另外，有人将甲基棕

对蜜蜂造成可见伤害． 该精油的主要成分就是 β⁃罗

榈酸酯、乙基棕榈酸酯和甲基亚麻酸酯分别溶解到

勒烯，含量为 ６２．８％． 还有一种产自阿根廷，以（ Ｅ） ⁃

矿物油中，前两种溶液与雄蜂幼虫相比，对狄斯瓦螨

β⁃ｏｃｉｍｅｎｅ 为主要成分之一的植物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ｂｕｎｉ⁃

的吸引力无显著性差异，第三种溶液对狄斯瓦螨的

ｉｆｏｌｉｕｍ，对狄斯瓦螨也表现出驱避作用

吸引力显著低于雄蜂幼虫；与雄蜂幼虫相比，矿物油

［４７］

．而长期驱

避螨能使狄斯瓦螨的繁殖率降低． 低浓度的萜烯类

本身对狄斯瓦螨的吸引力无显著性差异，很难确定

化合物能降低狄斯瓦螨的繁殖率，从而降低其寄生

单独使用甲基棕榈酸酯和乙基棕榈酸酯时，能够有

率

［４８］

．精油中的活性成分对昆虫的致毒性跟该成分

的分子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其他属性相比，

效吸引狄斯瓦螨，而即使有矿物油的帮助，甲基亚麻
酸酯也未能有效吸引狄斯瓦螨 ［５５］ ．

官能团的类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４９］ ．萜烯类化合物

２ １ ２ ２ 脂肪酸类．Ｒｉｃｋｌｉ 等 ［５６］ 未在老熟工蜂幼虫信

是以异戊二烯为基本结构单元的化合物，已知对狄

息素中检测到酯类，但检测到了棕榈酸，并且证实该

斯瓦螨有驱避作用的萜烯还有香叶醇、橙花酸、里那

物质对狄斯瓦螨有吸引力．Ｍｉｌａｎｉ ［５４］ 认为，棕榈酸和

醇、桉树脑、百里香酚、薄荷醇、薄荷酮、柠檬烯等．因

脂肪酸甲酯在蜂房中普遍存在，对狄斯瓦螨的吸引

此，有可能低龄工蜂幼虫靠（ Ｅ） ⁃β⁃ｏｃｉｍｅｎｅ 驱避狄斯
瓦螨，然而目前尚无相关的研究能够证明这一点．低
龄雄蜂幼虫对狄斯瓦螨又有怎样的作用，也有待于
进一步发掘．另外，有些植物源挥发物可以对昆虫信
息素表现出协同作用

［５０］

，植物源（ Ｅ） ⁃β⁃ｏｃｉｍｅｎｅ 是

否可用于对工蜂幼虫信息素的增效剂，调节狄斯瓦
螨的行为，是另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２ １ ２ 老熟幼虫、蛹信息素

瓦螨有作用的老熟幼虫、蛹信息素，分别属于 ４ 种化
合物类型：脂肪酸酯类、脂肪酸类、脂肪醇醛类和碳

２ １ ２ １ 脂肪酸酯类．Ｌｅ Ｃｏｎｔｅ 等

［５１］

被这两类物质所吸引．但是，狄斯瓦螨的雌性性信息
素也含有棕榈酸、油酸和硬脂酸 ［５７］ ，意味着脂肪酸
可能是维系狄斯瓦螨与蜜蜂寄生关系的重要物质．

进一步研究发现，脂肪酸在预蛹、封盖房内雌成螨和
蜂粮中有很大差异． 预蛹信息素 ５０％ 以上是饱和脂
肪酸，其中棕榈酸含量最高；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

目前鉴定出的对狄斯

氢化合物类．

有非特异性，当试验中用空白做对照时，狄斯瓦螨会

于 １９８９ 年用嗅

觉仪发现，狄斯瓦螨被即将封盖前的雄蜂幼虫及其

己烷提取液所吸引． 雄蜂幼虫提取液经分离鉴定出

１０ 种脂肪酸酯，分别是甲基棕榈酸酯、甲基油酸酯、
甲基硬脂酸酯、甲基亚油酸酯、甲基亚麻酸酯、乙基
棕榈酸酯、乙基油酸酯、乙基硬脂酸酯、乙基亚油酸
酯、乙基亚麻酸酯． 其中甲基棕榈酸酯、甲基亚麻酸

次之，多不饱和脂肪酸最少． 与封盖幼虫相比，狄斯
瓦螨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尤其是单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高达 ４８％，其中油酸是含量最高的．蜂粮中
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比封盖幼虫和狄斯瓦螨低约 ３．５

倍，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高达 ４７％．这些结果说

明预蛹和狄斯瓦螨对脂肪酸的摄取和积累涉及复杂
的代谢机理．狄斯瓦螨的寄生虽然没有引起预蛹总
脂肪酸含量的明显变化，但使得饱和脂肪酸含量降
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升高 ［５８］ ，通过研究二者在营
养上的交互作用，也许能够为狄斯瓦螨的防治提供
新的思路．

酯和乙基棕榈酸酯对狄斯瓦螨有吸引力，以甲基棕

２ １ ２ ３ 脂肪醇、醛类．蜜蜂幼虫在封盖后至化蛹前，

榈酸酯最有效． 之后证实这些酯类是蜜蜂幼虫信息

从丝腺内吐出丝做茧，茧上所含的信息素被证实对

素，由幼虫唾液腺分泌

［５２］

，与工蜂的封盖行为、对幼

虫的识别行为、哺育行为和采集行为等都有密切的
关系 ［５３］ ．

Ｌｅ Ｃｏｎｔｅ 等

狄斯瓦螨有引诱作用． 用二氯甲烷提取茧的信息素
添加到环形半透膜上，能够引发对狄斯瓦螨的捕捉
效应，当狄斯瓦螨到达半透膜边缘时，会折回到半透

［５１］

认为，在即将封盖前数小时内，

幼虫大量分泌脂肪酸酯，导致狄斯瓦螨对幼虫房的
入侵；同时，雄蜂幼虫因含有高于工蜂幼虫的脂肪酸

膜上．薄层分析表明，能够捕捉狄斯瓦螨的活性成分
是饱和的 Ｃ １７ ⁃Ｃ ２２ 脂肪醇和 Ｃ １９ ⁃Ｃ ２２ 的脂肪醛 ［５９］ ．与幼
虫、蛹和成蜂做比较，茧所含的脂肪醇、醛更丰富．将

酯，引起狄斯瓦螨对雄蜂幼虫的偏好．但之后的许多

脂肪醇、醛和碳氢化合物按在茧中检测到的比例混

研究都未能证实这类物质对狄斯瓦螨的引诱作用．

合，室内验证中得到了不错的引诱效果，但缺乏田间

有的试验所用的脂肪酸酯浓度与自然状态下蜜蜂幼

试验的验证．

虫含有的浓度相差太远，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
但 Ｐｅｒｎａｌ 等

［２７］

［５４］

，

模拟自然浓度下的情况，也未能证实

２ １ ２ ４ 碳氢化合物类．有人对 ６ 日龄工、雄蜂幼虫
的表皮碳氢化合物进行比较，发现工蜂幼虫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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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是 １８ 烷、９⁃２３ 烯烃和 ９⁃甲基 １９ 烷；雄蜂幼虫的
主要成分是 ９⁃２３ 烯烃、２５ 烷和 ２３ 烷．但这类信息素
的差异并没有引起工、雄蜂幼虫对狄斯瓦螨吸引力
的显著性差异

［５５］

．

２０５９

的繁殖率就会显著降低．只有 ５％的狄斯瓦螨在封盖

２４ ｈ 后的工蜂房能成功繁殖，但若将 ５ 日龄幼虫的
戊烷提取液加入该巢房，高达 ４０％的狄斯瓦螨都能
繁殖成功．该研究人员推测，乙基脂肪酸酯是影响封

狄斯瓦螨入侵工蜂幼虫房时，含有相同日龄幼

盖刺激狄斯瓦螨产卵的主要因素． 因为刚封盖时，

虫的两个相邻的幼虫房，会出现一个幼虫房有多只

工、雄蜂幼虫的甲基脂肪酸酯与乙基脂肪酸酯的比

人认为这一现象与幼虫表皮碳氢化合物有关． 与相

脂肪酸酯的含量明显下降；封盖后 ７２ ｈ，只有痕量的

螨入侵，而另一个幼虫房却无螨问津的现象 ［６０］ ． 有
应的无螨寄生个体相比，被 １ 只螨侵染的蛹和新出
房的成蜂、被 ２ 只螨侵染的幼虫碳氢化合物不同组

分间的比例有明显差异． 但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引起
狄斯瓦螨寄生的原因，还是狄斯瓦螨寄生导致的结
果

［６１］

．有人支持前者．用 ８ 日龄工蜂幼虫（ 封盖第一

天） 的己烷提取物在半透性生物膜上画一个圆环，
狄斯瓦螨会一直停留在圆环内活动，蛹的提取物却
没有这个效果． 经鉴定有效成分为非极性、直链、饱
和碳氢化合物（ Ｃ １９⁃２９ ） ，单独或混合都起作用，最有
效的成分 ２１ 烷需要提取 １００ 只幼虫才有效，而使用
混合物时只需要提取 １０ 只幼虫

［６２］

． 从 ５ 日龄工蜂

幼虫提取的饱和、单不饱和碳氢化合物（ Ｃ ２１⁃３５ ） 也对
狄斯瓦螨有吸引力

［６３］

．虽然蛹的碳氢化合物单独使

用时，对狄斯瓦螨无引诱效果，但与 １６ ～ ２２ 个碳的
醇和 １８ ～ ２２ 个碳的醛．这些对狄斯瓦螨有吸引力的
组分搭配使用时，能够表现出协同作用

［５９］

．

值相当；工蜂封盖后 ２４ ｈ 和雄蜂封盖后 ４８ ｈ，乙基
乙基脂肪酸酯能被检测到，而甲基脂肪酸酯的含量
则比较稳定 ［６６］ ．乙基脂肪酸酯是狄斯瓦螨的雌性性
信息素的重要组成成分 ［５７］ ，倘若狄斯瓦螨直接从寄
主获得这类成分，当寄主所含此类成分降低时，狄斯
瓦螨的交配行为和繁殖率势必会受到影响．

另外，有人在封盖前 ０ ～ １５ ｈ，把狄斯瓦螨和工

蜂幼虫从幼虫房取出，放入明胶管培养 １０ ｄ 后，发

现明胶管的提取液能显著降低狄斯瓦螨的繁殖率，
经气质分析，锁定目标化合物为烯烃（ 不饱和烃） ，
再经各种烯烃标准品验证后，得出顺式⁃８⁃十七碳烯
［ （ Ｚ） ⁃８⁃ｈｅｐｅｔａｄｅｃｅｎｅ］ 是抑制狄斯瓦螨的繁殖的活
性物质，而蜜蜂幼虫受到机械损伤后也能释放这种
成分 ［６７］ ．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经过验证的对狄斯瓦
螨的繁殖有影响的物质．

２ ３

狄斯瓦螨对蛹信息素的模拟
化学拟态对狄斯瓦螨成功入侵蜂房起着关键作

然而，在消除不同品种蜜蜂蜂群内的系统干扰

用．无论在同一种寄主的不同发育时期，还是转换到

后，田间观察表明，狄斯瓦螨在欧洲蜜蜂（ 卡尼鄂拉

不同种寄主上，狄斯瓦螨都能改变自身的表皮碳氢

蜂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ｃａｒｎｉｃ） 老熟工蜂房，比在非洲化蜜
蜂（ 西方蜜蜂欧洲型和非洲型之间的杂种） 老熟工

化合物，使其与新寄主的表皮信息素相似 ［６８］ ． 迄今
为止，没有人讨论过狄斯瓦螨的这种行为在防治狄

蜂房有更高的寄生率，但用两种老熟工蜂幼虫提取

斯瓦螨中的意义． 倘若不考虑狄斯瓦螨寄生对寄主

的包含脂肪酸酯类和碳氢化合物类的提取液，比较

信息素的改变，在蜂群内同类个体数量固定的情况

狄斯瓦螨在二者间的趋向性，结果却完全相反．因此

下，随着狄斯瓦螨数量的增加，狄斯瓦螨和寄主所共

推断，这类信息素可能不是导致狄斯瓦螨在欧洲蜜

有的信息素成分也会增加，倘若能建立二者之间的

蜂和非洲化蜜蜂间寄生率差异的原因，而只能作为

数学模型，就可以达到利用这类信息素定期监测狄

狄斯瓦螨对寄主处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识别

２ ２

［６４］

．

幼虫、蛹信息素对狄斯瓦螨繁殖力的影响
当狄斯瓦螨侵染水平低且蜂群中的雄蜂幼虫比

例足够多时，狄斯瓦螨会优先侵染雄蜂房；当侵染水
平高，蜂群中的雄蜂幼虫数较少时，狄斯瓦螨才会退

斯瓦螨数量的目的，并对生产提供指导．但这需要大
量的数据提供支撑，且对每群蜂组成成员的统一性
有较高的要求．
３

展

望

而求其次地侵染工蜂房．Ｆｕｃｈｓ ［６５］ 认为，狄斯瓦螨之

首先，从发现不同寄主会影响狄斯瓦螨寄生的

所以会更喜欢入侵雄蜂房，是因为狄斯瓦螨在雄蜂

现象，到确定从这些寄主提取的混合性成分对狄斯

房繁殖成功率是在工蜂房的 １．６ ～ ２ 倍．研究发现，封
盖后 １２ ｈ 内的工蜂幼虫和 ３６ ｈ 内的雄蜂幼虫拥有
百分百的刺激狄斯瓦螨产卵的能力． 工蜂幼虫封盖
超过 １８ ｈ，雄蜂幼虫封盖超过 ４８ ｈ，蜂房里狄斯瓦螨

瓦螨的作用，再到鉴定具体起作用的活性物质，最后
推广应用，人们对以信息素为介导的蜜蜂与狄斯瓦
螨的互作机制的研究，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目
前仍有许多已知蜜蜂信息素对狄斯瓦螨的作用是未

２０６０

应

用

生

知的，且随着对信息素提取和检测方法的改进，不排
除会有更多可用于狄斯瓦螨防治的蜜蜂信息素成分
被报道的可能．例如，溶剂萃取是提取蜜蜂信息素最
常用的方 法， 倘 若 借 助 更 丰 富 的 信 息 素 提 取 方 法

（ 如搅拌棒吸附萃取、自动吹扫捕集） ，结合先进的
检测手段（ 如触角电位气相色谱联用仪） ，可能有助
于发现新型的信息化合物．目前，蜜蜂信息素对狄斯
瓦螨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未来借助分子手段揭示
相关机理，应是重要研究方向．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上，进一步结合养蜂实践，逐步将相关成果付诸应用
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经鉴定的活性物质是否经
过田间试验验证，田间试验时，对蜂群有无不良影
响，会不会影响蜂群内正常的信息交流；效果如何，
有无开发利用价值；应用的浓度、时间、剂型等．这些
都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利用蜜蜂信息素防治狄斯瓦螨任重道远，
如何与其他生物防治方法相结合，也是未来的研究
方向之一．例如，是否存在对蜜蜂信息素起增效作用
的植物源挥发物， 可用于调节狄斯瓦螨的行为． 同
时，信息素防治方法怎样与其他养蜂技术相结合，也
是值得探讨的领域．
最后，利用信息素防治狄斯瓦螨必须考虑到地
域的因素．因为不同的地域所代表的生态环境，会使
同一个物种即使在同一个发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特
异性信息素 ［６９－７０］ ． 因此，探讨特定的蜜蜂信息素对
狄斯瓦螨的作用，必须在不同生态环境下进行比较．

另外，西方蜜蜂具有不同的品种，狄斯瓦螨也有不同
的生物型，西方蜜蜂不同品种间信息素的差异及其
对狄斯瓦螨不同生物型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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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ｈｍａｎ Ｓ， Ｈａｊｏｎｇ ＳＲ， Ｇｅｖａｒ Ｊ， ｅｔ ａｌ．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ｗｏｒｋｅｒ ｃａｓ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ｎｅｓｔｍａｔ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ｐｉｓ ｃｅｒａ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４２： ４４４－４５１
Ｄｅｌ Ｐｉｃｃｏｌｏ Ｆ， Ｎａｚｚｉ Ｆ， Ｄｅｌｌａ Ｖｅｄｏｖａ Ｇ，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ｈｏｓｔ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３７： ９６７－９７３
Ｋａｔｈｅｒ Ｒ， Ｄｒｉｊｆｈｏｕｔ ＦＰ， Ｓｈｅｍｉｌｔ Ｓ，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ａｍｏｕｆｌ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４１： １７８－
１８６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 Ｐ， Ａｕｍｅｉｅｒ Ｐ， Ｚｉｅｇｅｌｍａｎｎ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０３（ ｓｕｐｐｌ．） ： ９６－１１９
Ｚｈｏｕ Ｔ （ 周 婷） ， Ｗａｎｇ Ｘ （ 王 星） ， Ｌｕｏ Ｑ⁃Ｈ （ 罗
其花） ．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Ｍｉ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 ＸＪ， Ｚｈａｎｇ ＸＣ， Ｊｉａｎｇ ＷＪ，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ｒｖｉｎｇ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 ｌａｒｖａ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ｗｏｒｋｅｒ
ｂｅ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６， ６： ２２３５９
Ｍａｉｓｏｎｎａｓｓｅ Ａ， Ｌｅｎｏｉｒ ＪＣ， Ｃｏｓｔａｇｌｉｏｌａ Ｇ， ｅｔ ａｌ． Ａ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ｏｔｅ ｏｎ Ｅ⁃β⁃ｏｃｉｍｅｎｅ， ａ ｎｅｗ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ｈｅ⁃
ｒｏｍ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ｗｏｒｋｅｒ ｏｖ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ｓ． Ａｐｉｄｏｌｏｇｉｅ， ２００９， ４０： ５６２－５６４
Ｍａｉｓｏｎｎａｓｓｅ Ａ， Ｌｅｎｏｉｒ ＪＣ， Ｂｅｓｌａｙ Ｄ， ｅｔ ａｌ． Ｅ⁃β⁃ｏｃｉ⁃
ｍｅｎｅ， 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ｂｒｏｏｄ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ｃｏｌｏｎｙ （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０， ５（１０） ： ｅ１３５３１
Ｍａ Ｒ，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ＵＧ， Ｒａｎｇｅｌ Ｊ．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β⁃
ｏｃｉｍｅｎｅ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Ａｐｉｄｏｌｏｇｉｅ， ２０１５， ４７： １３５－１４４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ＭＪ， Ｄｕｅｈｌ ＡＪ．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ｎ⁃
ｅｙｂｅ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ｏｏｄ ｆｒａｍｅｓ． Ａｐｉ⁃
ｄｏｌｏｇｉｅ， ２０１２， ４３： ７１５－７３０
Ｅｇｕａｒａｓ ＭＪ， Ｆｕｓｅｌｌｉ Ｓ， Ｇｅｎｄｅ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ｅｖａ⁃
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ｍｉｎｕｔａ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ｂｅ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Ｐａｅ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Ａｓｃｏ⁃
ｓｐｈａｅｒａ ａｐ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 １７： ３３６－３４０
Ｒｕｆｆｉｎｅｎｇｏ Ｓ， Ｅｇｕａｒａｓ Ｍ， Ｆｌｏｒｉｓ Ｉ， ｅｔ ａｌ． ＬＤ５０ ａｎｄ ｒｅ⁃
ｐｅｌｌ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ｉａｎ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９８： ６５１－６５５
Ｄａｍｉａｎｉ Ｎ， Ｇｅｎｄｅ ＬＢ， Ｂａｉｌａｃ Ｐ， ｅｔ ａｌ． Ａｃａｒｉｃｉｄ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ｓ ｏｎ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 Ａｃａｒｉ： Ｖａｒｒｏｉｄａｅ） ａｎｄ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Ａｐｉｄａｅ） ．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１０６： １４５－１５２
Ｌｅｅ ＥＪ， Ｋｉｍ ＪＲ， Ｃｈｏｉ ＤＲ， ｅｔ 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ｉｎｎａｍｏｎ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ｔｏ Ｓｉｔｏｐｈｉｌｕｓ ｏｒｙｚａｅ （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
ｄａ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Ｗａｎｇ Ｚ⁃Ｈ （ 王振华） ， Ｚｈａｏ Ｈ （ 赵 晖） ， Ｌｉ Ｊ⁃Ｐ （ 李
金甫） ，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 ｔｏ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ｈｅ⁃
ｒｏｍ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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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２００８， １９ （ １１） ：
２５３３－２５３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 Ｃｏｎｔｅ Ｙ， Ａｒｎｏｌｄ Ｇ， Ｔｒｏｕｉｌｌｅｒ Ｊ， ｅｔ 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ｏｎ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ｓ ｂ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ｅｓｔ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 ２４５：
６３８－６３９
Ｌｅ Ｃｏｎｔｅ Ｙ， Ｂｅｃａｒｄ ＪＭ， Ｃｏｓｔａｇｌｉｏｌａ Ｇ， ｅｔ ａｌ． Ｌａｒｖａｌ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 ｇｌａｎｄｓ ａｒｅ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ｒ ｐｈｅｒｏ⁃
ｍｏｎｅ ｉｎ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 ．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２００６， ９３： ２３７－２４１
Ｙａｎ Ｗ⁃Ｙ （ 颜 伟 玉） ， Ｌｅ Ｃｏｎｔｅ Ｙ， Ｂｅｓｌａｙ Ｄ，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ｏｄ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ｎｅｙｂｅｅ
［ Ａｐｉｓ ｃｅｒａｎａ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Ａｐｉｄａｅ） ］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 （ 中国农业科学） ， ２００９， ４２（６） ：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ｌａｎｉ 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ｂｅｅ⁃ｖａｒ⁃
ｒｏ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Ｓｉｘ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ｒ⁃
ｄｉｆｆ， ＵＫ， ２００２： ７４－８５
Ｓｕｎ Ｙ （ 孙 艳） ， Ｑｉｎ Ｙ⁃Ｃ （ 秦 玉 川）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ｍｅ ｓｅｍ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ｘ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 昆 虫 知 识） ，
２００８， ４５（５） ： ７８０－７８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ｃｋｌｉ Ｍ， Ｇｕｅｒｉｎ ＰＭ， Ｄｉｅｈｌ ＰＡ．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ｅｙｂｅｅ ｗｏｒｋｅ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ｉ ｏｎ ａ ｓｅｒｖｏｓｐｈｅｒｅ．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１９９２， ７９： ３２０－３２２
Ｚｉｅｇｅｌｍａｎｎ Ｂ， Ｔｏｌａｓｃｈ Ｔ， Ｓｔｅｉｄｌｅ Ｊ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Ｐａｒｔ 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Ａｐｉ⁃
ｄｏｌｏｇｉｅ， ２０１３， ４４： ４８１－４９０
Ｚａｌｅｗｓｋｉ Ｋ， Ｚａｏｂｉｄｎａ Ｅ， Ｚｏｌｔｏｗｓｋａ Ｋ．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ｏ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 ｐｒｅｐｕｐａｅ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４１： ３１－３７
Ｄｏｎｚｅ Ｇ， Ｓｃｈｎｙｄｅｒ⁃Ｃａｎｄｒｉａｎ Ｓ， Ｂｏｇｄａｎｏｖ Ｓ， ｅｔ ａｌ． Ａｌｉ⁃
ｐｈａｔｉｃ ａｌｃｏｈ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ｃｏｃｏ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 ａｒｒ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Ｖａｒｒｏａ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ｉ （ Ａｃａｒｉ：
Ｍｅｓｏｓｔｉｇｍａｔａ） ， ａｎ ｅｃ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 ３７：
１２９－１４５
Ｓａｌｖｙ Ｍ， Ｃａｐｏｗｉｅｚ Ｙ， Ｌｅ Ｃｏｎｔｅ Ｙ，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ｉ Ｏｕｄ．
（ Ｍｅｓｏｓｔｉｇｍａｔａ： Ｖａｒｒｏｉｄａｅ ） ｉｎ ｗｏｒｋｅｒ ｂｒｏｏｄ ｏｆ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Ａｐｉｄａｅ） ｒｅｌｙ ｏｎ ａｎ

态

学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 ７０］

２８ 卷

报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１９９９， ８６：
５４０－５４３
Ｓａｌｖｙ Ｍ， Ｍａｒｔｉｎ Ｃ， Ｂａｇｎｅｒｅｓ ＡＧ，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ｗｏｒｋｅｒ ｂ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ｉ ｉｎ ｂｒ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１２２： １４５－１５９
Ｒｉｃｋｌｉ Ｍ， Ｄｉｅｈｌ ＰＡ， Ｇｕｅｒｉｎ ＰＭ． Ｃｕｔｉｃｌｅ ａｌｋａｎｅｓ ｏｆ ｈｏ⁃
ｎｅｙｂｅ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ｒｒ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４， ２０： ２４３７－
２４５３
Ａｕｍｅｉｅｒ Ｐ，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 Ｐ． Ｗｈｉｃｈ ｏｄｏｒｏｕｓ ｓｔｉｍｕｌｉ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ｈｏｓｔ⁃ｆｉｎ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ｐｉ⁃
ｄｏｌｏｇｉｅ， １９９５， ２６： ３２７－３２９
Ａｕｍｅｉｅｒ Ｐ， 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 Ｐ， Ｆｒａｎｃｋｅ Ｗ．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ｖｏｌａ⁃
ｔｉｌｅ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Ｖａｒｒｏａ ｍｉｔ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ｓ． Ｃｈｅｍ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２： ６５－７５
Ｆｕｃｈｓ 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Ｖａｒｒｏａ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ｉ Ｏｕ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ｅｙ
ｂｅｅ ｄｒｏｎｅ ｏｒ ｗｏｒｋｅｒｂｒ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
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３１： ４２９－４３５
Ｆｒｅｙ Ｅ， Ｏｄｅｍｅｒ Ｒ， Ｂｌｕｍ Ｔ，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ｒｉｇ⁃
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ｈｏｓｔ ｓｉｇｎａｌｓ （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ｒ⁃
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１３： ５６－６２
Ｎａｚｚｉ Ｆ， Ｍｉｌａｎｉ Ｎ， Ｖｅｄｏｖａ ＧＤ． （ Ｚ ） ⁃８⁃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２８： ２１８１－２１９０
Ｌｅ Ｃｏｎｔｅ Ｙ， Ｈｕａｎｇ ＺＹ， Ｒｏｕｘ Ｍ， 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
ｔ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ｔｓ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ｔｏ ｍｉｍｉｃ ｎｅｗ
ｈｏｓ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０１５０２３３
Ｗａｎｇ Ｂ （ 王 博） ， Ｌｉｎ Ｘ⁃Ｄ （ 林欣大） ， Ｄｕ Ｙ⁃Ｊ （ 杜
永 均 ） ．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 ｉｎ ｍ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 应用生态 学 报） ， ２０１５， ２６ （ １０） ： ３２３５ － ３２５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ａｔｈｅｒ Ｒ， Ｄｒｉｊｆｈｏｕｔ ＦＰ，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Ｊ．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ｉｍｉｃ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ｍｉｔｅ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Ｃｈｅｍ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２５： ２１５－
２２２

作者简介 张好好，女，１９８２ 年生，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生
物化学分析和化学生态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ｈｈｚｈａｎｇ８３＠ １６３．ｃｏｍ
责任编辑

肖

红

张好好， 刘振国， 龚佑辉， 等． 信息素介导的西方蜜蜂与狄斯瓦螨互作研究进展．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２８（６） ： ２０５５－２０６２
Ｚｈａｎｇ Ｈ⁃Ｈ， Ｌｉｕ Ｚ⁃Ｇ， Ｇｏｎｇ Ｙ⁃Ｈ，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ａｎｄ Ｖａｒｒｏ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２８（６） ： ２０５５－２０６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