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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转 Ｂｔ 基因棉的抗虫特性，棉铃虫在不同主要寄主作物上的种群分布，棉田主
要害虫及其天敌的动态变化等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基于山东棉区农业生态条
件下的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害虫综合防治策略与技术。
１ 转 Ｂｔ 基因棉抗虫特性
１．１ 抗虫性比较单一
由 Ｂｔ 基因控制合成的 Ｂｔ 蛋白主要对鳞翅目害虫具有高效毒杀作用，据张宝红等［５，６］
综合报道，转 Ｂｔ 基因棉除高抗鳞翅目的棉铃虫、红铃虫（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 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烟
草夜蛾（Ｈｅｌｉｏ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ｌｔａ Ｑｕｅｎｃｅ）等害虫外，对一些非鳞翅目害虫也会产生影响，山东
省为害棉花最重的是棉铃虫（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Ｈüｂｎｅｒ）。研究表明，转 Ｂｔ 基因棉田
与常规棉田的棉铃虫落卵量无显著差异，但存活幼虫量差异极显著，抗虫棉田减少 ９０％以上，
三龄以上的幼虫更少，棉花中后期的大龄残虫生长发育严重受抑制，化蛹困难，越冬蛹极少；
转 Ｂｔ 基因棉对棉蚜（Ａｐｈｉｓ ｇｏｓｓｙｐｉｉ Ｇｌｏｖｅｒ）和棉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ｓｐ）均无抗性，对
次要害虫如棉盲蝽、棉蓟马（Ｔｈｒｉｐｓ ｔａｂａｃｉＬｉｎｄｅｍａｎ）等也无抗性，最近发现，对甜菜夜
蛾［Ｌａｐｈｙｇｍａ ｅｒｉｇｕａ （ Ｈüｂｎｅｒ）］也几乎没有抗性。
１．２ 抗棉铃虫活力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分布差异
生物测定和 Ｂｔ 蛋白含量测定结果表明，转 Ｂｔ 基因棉不同器官对棉铃虫的抗虫活力不同，
一般表现为旺盛生长器官的抗性＞幼嫩器官＞衰老器官。１９９９ 年对 ３ 个不同转 Ｂｔ 基因棉品种
同时取样所进行的测定表明， 各器官对棉铃虫幼虫的致死率与 Ｂｔ 蛋白含量具有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 幼蕾中的 Ｂｔ 蛋白含量最高，平均每克鲜重 ２１．０２μｇ， 饲喂 ３ 天时幼虫死亡率也
最高，平均为 ９８．１％。 幼蕾是最易受棉铃虫危害的器官， 因此， 转 Ｂｔ 基因的这一表达特
性与人们的希望要求是一致的。 综合比较， 转 Ｂｔ 基因棉不同器官对棉铃虫的抗性大致表
现为幼蕾＞苞叶＞幼铃＞主茎功能叶＞花或花冠。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不同时期与不同部位棉叶
的抗虫性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一般趋势是， 主茎叶的抗性活力大于果枝叶， 靠近主茎
果节叶的抗性活力大于外端的果节叶。生产观察表明，转 Ｂｔ 基因棉生长发育过程中，全株
整体抗虫性前期高于中期，中期高于后期，具体来讲，二代棉铃虫发生期间，棉株整体抗性
能力最强，三、四代棉铃虫发生期间，棉株整体抗性能力有所减弱。对新棉 ３３Ｂ 不同生长发
育时期同部位主茎功能叶 Ｂｔ 蛋白含量的测定表明，Ｂｔ 蛋白表达量有 ２ 个高峰期，６ 月中旬
（蕾期）为第一个高峰，８ 月上旬为第二个高峰。６ 月 １５ 日叶片中 Ｂｔ 蛋白含量最高，为每
克鲜重 ２４．６３μｇ，之后逐渐下降，至 ７ 月 ２５ 日含量降为 １６．７４μｇ ；８ 月初含量又迅速上
升，至 ８ 月 １４ 日上升到 ２２．６９μｇ，之后又逐渐下降，至 ９ 月 ２３ 日含量降为 １４．７８μｇ 。
１．３ 环境因素影响棉株的抗性水平
１９９９ 年在临清试验站进行的多因素试验结果表明，花铃期转 Ｂｔ 基因棉田严重渍涝或土
壤缺水干旱，可显著减少棉株各器官的 Ｂｔ 蛋白含量，从而降低棉株的抗虫活力，比较起来，
干旱对 Ｂｔ 蛋白合成的抑制作用更强；正常浇水与追施氮肥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棉株各器官的
Ｂｔ 蛋白含量。阶段性渍涝与干旱是我国北方棉区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致使棉花产量低而
不稳，大面积推广种植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更应该加强田间管理，合理施肥，及时防旱排涝，
充分发挥抗虫棉的增产潜力和自身抗虫水平。
１．４ 抗虫性随棉铃虫龄期变大而降低
连续三年室内用转 Ｂｔ 基因棉叶饲喂不同龄期棉铃虫幼虫试验结果平均，喂养 ３ 天， 初
孵幼虫死亡率为 ９３．３％， 二龄幼虫死亡率为 ９７．５％， 三龄幼虫死亡率为 ８５．０％， 四龄幼虫

死亡率下降为 ５９．５％，表现为对三龄前幼虫的杀虫活力显著高于大龄幼虫。田间观察发现，
取食转 Ｂｔ 基因棉组织而中毒的棉铃虫幼虫，表现身体皱缩、懒动、厌食，静息和爬行时间
增加，增加了天敌的捕食机会。
２ 种植转 Ｂｔ 基因棉对棉铃虫区域性种群的影响
２．１ 棉铃虫在不同寄主作物上的分布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选择山东省南北两个重点植棉县作为区域代表，对棉铃虫种群在不同寄
主作物上的分布进行了多点调查估算。夏津县代表鲁西北一熟制春棉为主栽培棉区，全县耕
地面积为 ５．５７ 万公顷，全年平均气温 １２．７℃，年降雨量 ５５９．４ｍｍ， 复种指数为 １．５３。巨
野县代表鲁西南麦棉两熟为主栽培棉区，全县耕地面积为 ７．６６ 万公顷，全年平均气温为
１６．０７℃，年降雨量为 ６４５ｍｍ，复种指数为 １．９３。从二地调查结果看出，棉铃虫卵主要分布
在小麦、棉花、玉米、大豆、花生等几种寄主作物上，由于二地的自然生态与作物结构不同，
分布率也有差异。相对于寄主作物所占的种植面积，三年两地调查结果平均，一代棉铃虫的
优势寄主作物是小麦，卵分布率为 ９３．４８％， 二代优势寄主作物是棉花和花生， 卵分布率
分别为 ７４．１３％和 １７．０％， 三代优势寄主作物是棉花和大豆， 卵分布率分别为 ７２．６７％和
１０．３８％，四代优势寄主作物是棉花和夏玉米，卵分布率分别为 ６１．５９％和 ３２．０２％。在山东省
自然条件下，一般年份四代棉铃虫幼虫化蛹越冬。除晚发棉田外，夏玉米成为翌年的主要棉
铃虫越冬虫源。
２．２ 棉铃虫区域性种群数量变化
虽然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与常规非抗虫棉田的棉铃虫落卵量没有差别，由于转 Ｂｔ 基因棉的
高效杀虫效果，使抗虫棉田的棉铃虫幼虫量极大地减少，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棉花上的幼虫分
布率。１９９７ 年夏津与巨野二县种植的几乎全部是非抗虫棉花品种，二、三、四代棉铃虫幼
虫主要分布在棉花上，两县平均分别占 ７８．７７％、７３．９４％和 ５５．５２％；１９９９ 年二县基本普及了
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与 １９９７ 年相比，夏津县二、三、四代棉铃虫幼虫在棉花上的分布率分别
下降了 ３０．３７％、５１．３５％和 ７０．８５％，巨野县分别下降了 ８０．４１％、４６．６％和 ２１．１６％。值得注意
的是，四代棉铃虫幼虫在夏玉米上的分布数倍地上升，成为越冬棉铃虫的最主要虫源。抗虫
棉田的棉铃虫幼虫不仅数量少，而且很少大龄幼虫，冬季调查，很难发现越冬蛹。人们普遍
比较担心，大面积推广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以后，棉铃虫能很快对 Ｂｔ 基因产生抗性，从而引发
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延缓棉铃虫对 Ｂｔ 基因产生抗性，提出了多种解决途径，主要有导入双
价或多价抗虫基因，利用选择性或诱导性特异启动子，以及农业综合防治措施等。但目前比
较现实并且在美国与澳大利亚被提倡使用的是为棉铃虫提供必要的避难所，以延缓棉铃虫抗
性种群的产生。根据夏津与巨野二个重点植棉县棉铃虫在不同寄主作物上的分布调查结果，
可以这样认为，在目前山东棉区的农业生态条件下，作物种类多，种植结构复杂，棉花就象
是大的插花种植作物，在棉铃虫发生的各个世代，其他寄主作物等均为棉铃虫提供了较充足
的避难所，因此，换种抗虫棉后，棉铃虫不会对 Ｂｔ 基因很快产生抗性。巨野县推广种植转
基因抗虫棉最早，到目前为止，生产上对棉铃虫的抗性效果仍然很好，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变
化。
３ 转 Ｂｔ 基因棉田主要害虫发生特点
在山东棉区，棉田害虫主要有棉铃虫、棉蚜、棉叶螨、棉蓟马、棉盲蝽、甜菜夜蛾等，
其中，以棉铃虫、棉蚜和棉叶螨为三大主要害虫。种植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以后，棉铃虫对棉
花的危害已得到有效控制。１９９９ 年在临清、夏津、巨野和聊城设点调查，结果显示，转 Ｂｔ
基因棉田的棉蚜与棉叶螨平均发生量比常规棉田明显增加，以巨野点的差异最大。其中，棉
蚜分别于 ５ 月上旬至 ６ 月上旬和 ７ 月上旬至 ８ 月中旬出现二个高峰期，以“伏蚜”发生量大，
盛期较长；棉叶螨自 ６ 月上旬发生为害，中旬为害最为严重，一般年份，必须及时地严格防
治，偏旱年份，８ 月中旬至 ９ 月上旬发生第二次高峰；棉盲蝽被害株率一般在 ７％￣３０％，查治

不力的棉田可高达 ８０％以上，造成棉叶破碎，幼铃发育不良，蕾铃脱落多，导致减产；棉蓟
马发生量比常规棉田高 ７０％左右，个别年份甜菜夜蛾发生严重。
４ 转 Ｂｔ 基因棉田害虫天敌种群变化
４．１ 对捕食性天敌的影响
调查表明，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的捕食性天敌种类与非抗虫棉田基本相同，主要有七星
瓢虫（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ａ 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龟纹瓢虫［Ｐｒｏｐｙｌ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多异瓢虫［Ａｄｏ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Ｇｏｅｚｅ）］、异色瓢虫［Ｌｅｉｓ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Ｐａｌｌａｓ）］、中华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Ｔｉｅｄｅｒ）、丽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Ｂｒａｕｅｒ）、叶色草蛉（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ｐｈｙｌｌｏｃｈｒｏｍａ Ｗｅｓｍａｅｌ）、草间小黑蛛［Ｅｒｉｇｏｎｉｄｉｕｍ 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ｕｍ （Ｓｕｎｄｅｖａｌｌ）］、华姬猎
蝽 （Ｎａｂｉｓ ｓｉｎｏｆｅｒｕｓ Ｈｓｉａｐ）、小花蝽（Ｏｒｉｕｓ ｍｉｎｕｔ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等。其中，以瓢虫、
草蛉和蜘蛛为抗虫棉田的三大优势天敌。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上旬至 ９ 月中旬在巨野县 ３０ 次调查
平均，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的瓢虫类、草蛉类和蜘蛛类天敌百株累加量分别为常规棉田的 ４．９
倍、２．３ 倍和 ２．０ 倍。转 Ｂｔ 基因棉田害虫天敌发生量显著增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用药少，
并且首次用药时间尽量推后。５ 月下旬至 ７ 月上旬以瓢虫类为最优势天敌种，对控制苗蚜、
“伏蚜”、棉铃虫卵和初孵幼虫作用强，应加强保护利用。６ 月至 ９ 月底，棉田草蛉和蜘蛛
逐渐成为天敌优势种，其中，草蛉中以中华草蛉为主，蜘蛛类中以草间小黑蛛发生数量较大，
捕食活动时间长。天敌发生量还与棉花长势密切相关，棉花发育早、长势好的棉田，天敌数
量多，如地膜覆盖的棉田，棉苗前期发育快，棉花长势强，天敌数量也明显增加。
４．２ 对寄生性天敌的影响
由于棉铃虫幼虫取食转基因抗虫棉组织中毒后虫体发育受到影响， 进而对棉铃虫寄生性
天敌的繁衍也带来不利影响。 据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夏敬源［９－１０］等研究， 齿唇姬蜂
（Ｃａｍｐｏｌｅｔｉｓ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ｅ Ｕｃｈｉｄａ）对用转基因棉饲养的棉铃虫的寄生率和出蜂率分别较常
规棉减少 ９１．４％和 ３７．５％， 茧重和蜂重分别减轻 ５４．０％和 １１．１％； 侧沟绿茧蜂（Ｍｉｃｒｏｐｌｉｔｉｓ
ＳＰ．）的寄生率较对照减少 ５７．１％， 蜂茧重减轻 ４４．２％， 且其茧不能出蜂； 田间调查结果亦
表明，齿唇姬蜂和侧沟绿茧蜂的百株虫量分别较常规非抗虫棉对照减少 ７９．２％和 ８８．９％，差
异极为显著。
５ 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主要害虫防治策略与技术
５．１ 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主要害虫防治策略
山东为宜棉地区，除胶东半岛外，各地均种植棉花。棉区内农业种植结构复杂，作物种
类多，种植方式多样，季节茬口重叠，仅棉花作物就有纯春播、春套和夏套三种种植方式，
其中，套种面积约占棉花种植面积的 ６０％。因此，共生性害虫较多，就棉铃虫而言，寄主作
物种类多，食源丰富。大量研究和生产实践表明，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的棉铃虫为害已降为
次要地位；大面积推广种植抗虫棉，使棉铃虫幼虫在不同寄主作物上的分布比例发生较大变
化，其中，抗虫棉田的分布量极大地降低，在棉铃虫发生的各个世代，多种其他敏感寄主作
物均可为棉铃虫提供较充足的避难所。尽管如此，为合理利用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这一现代生
物技术成果，延长 Ｂｔ 基因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时间，在转基因抗虫棉的生产布局上，应尽
量避免大面积的单一集中连片种植，并将抗虫棉的种植面积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澳大利
亚因棉区作物单一集中，规定转 Ｂｔ 基因抗虫种植面积不超过棉花总面积的 ３０％，并要求 １０％
的非抗虫棉不治虫）。针对山东省转基因抗虫棉田的生物生态变化特点，我们提出如下对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的害虫防治策略：以苗蚜、棉叶螨和“伏蚜”为防治重点，兼治棉铃虫和其
他害虫；一般年份，二代棉铃虫不施药防治，三、四代棉铃虫应结合防治“伏蚜”和棉叶螨
进行兼治；棉铃虫大暴发年份，对二代棉铃虫要适当施药防治，重点保护生长点，对三、四
代棉铃虫应注重施药防治，重点保护蕾铃。在防治害虫的全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利用天敌控
制害虫，实行综合防治，获得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棉菜间作套种田坚持“对二代棉铃

虫不喷药防治，作物共生期间尽量少用药，必须选用高效低毒药”的用药原则。
５．２ 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主要害虫防治技术要点
根据转基因抗虫棉田主要害虫发生种类、发生特点以及害虫天敌的发生规律，为便于明
确害虫防治策略和防治技术重点，提高综合防治水平，可大体将转基因抗虫棉的主要害虫防
治分为中前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进行。
５．２．１ 中前期主要害虫防治。
中前期阶段自棉花播种至 ７ 月中旬，此期棉田主要害虫有地老虎、棉蚜、棉叶螨和二代
棉铃虫，以瓢虫为主的天敌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大，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强，应采取保护利
用自然天敌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尽量推迟首次用药时间，减少用药次数和用药量，避免直
接杀伤天敌。为此，应注意采用以下措施：
第一，农业措施。
（１）合理施肥，及时防旱排涝，以充分发挥转基因抗虫棉的自身抗虫水平。
（２）冬耕冬灌，减少棉铃虫越冬蛹数。（３）及时灭茬除草，压低害虫虫口密度。（４）大力
推广地膜覆盖栽培，不仅易于实现棉花高产，而且棉蚜发生轻，积聚天敌量大。
第二，选用高纯度抗虫棉种。Ｂｔ 基因在棉花上表现为单显性基因遗传，纯度差的棉种不仅
因棉铃虫的危害而直接减产，还极容易造成抗虫棉田棉铃虫幼虫突破指标的假象，误导首次
用药时间提前，破坏中前期害虫防治整体策略。
第三，药剂拌种。药剂拌种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治棉蚜、红蜘蛛，还可有效兼治地老虎（Ａｇｒｏｔｉｓ
ｓｐ．）和蝼蛄（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ｓｐ．）等地下害虫，保护自然天敌。可选用的农药有 ５％甲拌磷颗
粒剂（又名 ３９１１）和 １５％铁灭克颗粒剂。在墒情好的棉田，提倡直接选用可以兼控苗病与苗
蚜的商业化脱绒包衣棉种。
第四，保护利用害虫天敌。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田中前期以瓢虫为主的天敌量大，应充分保护
和利用。为此，当前期刺吸性害虫发生重时，可选用内吸性强的化学农药，加入具有缓释作
用的材料配成药剂缓释油涂茎防治，尽量推迟首次喷药防治时间，以充分利用自然天敌控制
蚜、螨为害。
第五，喷药防治指标。棉蚜：棉苗 ３ 片真叶前，当受害卷叶株率达 ５％￣１０％，或百株蚜量达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头时，４￣８ 片真叶期，卷叶株率达 １０％￣２０％，或百株蚜量达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头时，应
喷药防治。棉叶螨：棉苗有螨危害株率达 ２０％￣２５％。二代棉铃虫要严密监测，一般发生年份，
可不予防治，严重发生年份，百株累计卵量超过 ３００ 粒时，应适当喷药或滴心防治保顶。坚
持使用对天敌为害较小的选择性农药，使用广谱性兼治效果好的农药品种。
５．２．２ 中后期主要害虫防治。
中后期阶段指 ７ 月中旬以后的花铃期害虫发生阶段，此期的
棉花主要害虫有“伏蚜”、棉叶螨和三、四代棉铃虫，由于气温高，棉田害虫天敌的种类和
数量较中前期明显减少，应采取以化学防治为主的措施，尽量协调化防与保护利用天敌的矛
盾，最大限度地保护利用自然天敌。（《中国棉花》２００１。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