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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烟粉虱复合种 -.(+/+$ #$0$"+（NE@@9>:"$）<?8F;EO 内共生菌的种类可分为 1 类：变形菌门（PC?%E?Q9<%EC:9）!变形

菌纲的初级内共生菌 1$&2+2$#3/ P?C%:EC9 9;EIC?>:>9C"8 和次级内共生菌，变形菌门"变形菌纲 4’)0$"5+$ 属细菌，衣原

体门（3=;98I>:9E）衣原体纲细菌 1$&2+2$#3/ RC:%$<=E9 QE8:$:9E 以及拟杆菌门（49<%EC?:>E%E$）类噬胞细菌（3I%?F=9#92;:SE2
?C#9@:$8，3TU）。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烟粉虱初级内共生菌分为 & 支，一些初级内共生菌和宿主系统发育并不严格

一致；次级内共生菌分为 6 支，一些次级内共生菌可能存在水平传播或多次侵入的现象。上述 1 类内共生菌在烟

粉虱不同生物型V地理种群内的分布存在差异。4 型烟粉虱可能具有独特的初级、次级内共生菌，并且不含有或很

少含有 4’)0$"5+$ 属细菌、衣原体纲细菌 1$&2+2$#3/ RC:%$<=E9 QE8:$:9E 以及类噬胞细菌（3TU）。最后探讨了不同内共

生菌对烟粉虱宿主的生物学意义及其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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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是由许多已明确或未明确生物型的地理

种群组成的复合种。植物寄主范围的差异，是烟粉

虱生物型划分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这些生物型

在地理分布、生殖能力、扩散行为、抗药性、入侵能

力、传毒能力以及内共生菌等生物学特性方面也存

在差异（4C?‘@ .# $) B，5**1；4C?‘@，&’’’）。烟粉虱 4

型具有寄主范围广、传毒能力强等特点，现已传入许

多国家并成为了烟粉虱的主要致害类型（4C?‘@，

&’’’；褚栋等，&’’19），其入侵机制成为了世界各国

研究的热点（褚栋等，&’’)）。已有研究表明，4 型烟

粉虱的成功定殖、扩散、暴发主要和该生物型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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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种群的竞争取代以及种群抗药性的形成等生物



学特性密切相关（褚栋等，!""#），而关于 $ 型烟粉虱

这些生物学特性的基础研究却很少。

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某些内共生菌与昆虫宿

主生物学密切相关，如 !"#$%&’(% 内共生菌能够影响

昆虫宿主的种群适合度（%&’&()* )* %# +，!""#），可能

和生 物 入 侵 密 切 相 关（ ,-)./&0.1 )* %# +，!"""；

23*43*5 )* %# +，!""6；褚栋等，!""7’，!""78）。某些

内共生菌能够为宿主昆虫提供营养从而增强其适应

植物的能力（9)*:(&3，;<<=），或降低寄生蜂对内共生

菌宿主昆虫的寄生率（>(5?.1 )* %# +，!""6，!""7），还

可能 影 响 宿 主 竞 争 能 力 甚 至 进 化（@.AA5 )* %# +，
;<<<；%8-)15BC.5D &DA $1)ED，!""!）。

已有研究表明，内共生菌是烟粉虱复合种体内

的 重 要 生 物 因 子（ %8-)15BC.5D &DA $1)ED，!""!；

F51:5&D&05 )* %# +，!""6；褚栋等，!""7’）。随着烟粉

虱内共生菌的研究不断增加，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

分析和总结。因此，本文综述了烟粉虱复合种体内

内共生菌的种类、遗传分化及宿主分布，探讨内共生

菌对烟粉虱宿主的生物学意义。

! 烟粉虱复合种内共生菌的种类

粉虱和蚜虫、木虱、蚧等均属同翅目胸喙亚目昆

虫，早期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的方法研究发现这些

昆虫体内有一些形态相似的内共生菌，称之为初级

内共生菌（G15/&1H .DA)3H/’5)D43）；而在它们体内存

在的其他形态不同的内共生菌称为次级内共生菌

（3.8)DA&1H .DA)3H/’5)D43）。初级内共生菌存在于菌

胞体（’&84.15)8H4.3）中并和昆虫宿主基因协同进化

（这与其一次感染宿主并垂直传播是一致的），同时

为宿主提供必需的氨基酸（9)*:(&3，;<<=；I)1&D )*
%# +，!""6；2-&) &DA $&*/&DD，!""#&）。次级内共生

菌并不局限于宿主菌胞体内，它和初级内共生菌以

及宿主基因并不协同进化，可能与其多次入侵和J或
水平传播有关。除了上述 ! 类内共生菌，在 K 型烟

粉虱中还发现了“球形菌”和“L!”型内共生菌（L)34&
)* %# +，;<<7）。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渗入为昆虫内共生

菌的研究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在烟粉虱复合种体

内发现了许多新的内共生菌种类。目前，烟粉虱内

共生菌的种类可分为 7 类：变形菌门（M1)4.)’&84.15&）

!变 形 菌 纲 的 初 级 内 共 生 菌 +%,-(-%*./ M)145.1&
&(.H1)A5A&1*/ 和 次 级 内 共 生 菌（ %8-)15BC.5D &DA
$1)ED，!""!；2-&) &DA $&*/&DD，!""#&，!""#’），变

形菌门"变形菌纲 !"#$%&’(% 属细菌（%8-)15BC.5D &DA
$1)ED，!""!； F51:5&D&05 )* %# +， !""6； 褚 栋 等，

!""7’），衣 原 体 门（L-(&/HA5&.）的 衣 原 体 纲 细 菌

+%,-(-%*./ C15438-.& ’./535&.（2-&) )* %# +，!""6），以及

拟杆菌门（$&84.1)5A.4.3）类噬胞细菌（LH4)G-&:&B(50.B
)1:&D53/，LN>）（O..03 )* %# +，!""6）。其中，初级、次

级内共生菌研究得比较深入。

" 烟粉虱内共生菌的遗传分化及宿主

分布

"#! 初级内共生菌

2-&) 和 $&*/&DD（!""#&）利用 ;P,B!6, 19FK 序

列分析表明，烟粉虱和其他粉虱物种具有不同于蚜

虫、木虱、蚧类的初级内共生菌，并且粉虱不同物种

初级内共生菌的系统发育和宿主线粒体基因构建的

系统树是一致的，提出将粉虱初级内共生菌命名为

+%,-(-%*./ M)145.1& &(.H1)A5A&1*/。 %8-)15BC.5D 和

$1)ED（!""!）对烟粉虱不同地理种群初级内共生菌

的分析表明，初级内共生菌可分为非洲、美洲、远东

和东南亚 # 个种群，以及和这 # 个种群具有较大遗

传距离的乌干达 QR!7 和 QR!P 种群。

在 %8-)15BC.5D 和 $1)ED（!""!）研究的基础上，我

们通过 R.D$&D0 搜集所有已注明生物型（或地理种

群）的烟粉虱内共生菌 ;P, 19FK 序列（; "#" ’G）（表

;），增加了浙江非 $ 型烟粉虱（土著种群）和 $ 型烟

粉 虱 初 级 内 共 生 菌 相 应 序 列，以 温 室 白 粉 虱

01(%#).1"-)/ 2%3"1%1("1.4 初 级 内 共 生 菌 相 应 序 列

（KC#""#=6）为 外 群（代 码 为 M15/KC#""#=62S），用

L(*34&( T（;U=6）（2-)/G3)D )* %# +，;<<V）多序列对位

排列程序将上述序列进行对位排列，并辅以人工校

对。用 IWRK6+ " 软件（2&0&-&3-5 &DA F.5，!"""），采

用 X5/*1& !BG&1&/.4.1 距离模型，最小进化法（IW）构

建系统树，系统树各分支的置信度（$))4341&G）均进行

; """ 次的重复检验，构建的系统树和 %8-)15BC.5D 和

$1)ED（!""!）的结果基本相似。结果表明（图 ;），烟

粉虱初级内共生菌主要分为 ! 支，即乌干达支（编码

QR!P，R.D$&D0 登录号为 KC#""#PV）和世界各地其他

烟粉虱内共生菌支。其中后者以较低的支持率可分

为非洲种群（PPY）、美洲种群（67Y）、$ 型烟粉虱种

群（PPY）以及其他旧大陆种群，同时这些种群间的

遗传距离很小（一般在 " Z "U"!6 之间），这表明这些

种群初级内共生菌遗传分化并不显著。这与 L(&10
等（;<<!）利用该菌 ;P, 19FK 序列难以区分烟粉虱

生物型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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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 和 )#$% (*+, 基因序列分析的

结果，烟粉虱不同地理种群可分为 - 大组，即亚洲组

（%./0）、美洲组（%!1)/20）、非洲组（%3)/20）、澳洲组

（%4.")05/0）、6 型7地中海7中东组7北非78. 型；此外，

还包括 9 个没有特定组的种群，即乌干达（:;0<=0）、

科特迪瓦（(>?)@ &?0."）以及中国台湾（*0/A0<，&B/<0）

种群（另文发表）。因此，可以推测上述初级内共生

菌遗传分化与烟粉虱不同地理种群的遗传分化具有

一定的协同进化关系，但某些旧大陆种群内共生菌

和宿主系统发育并不严格一致，如澳大利亚种群内

共生菌（%CDEED-E）和印度种群内共生菌（%CDEED-F）

与美洲种群内共生菌聚为一支，肯尼亚种群内共生

菌（%CDEEDGE）没有和非洲种群内共生菌聚为一支。

表 ! 烟粉虱初级内共生菌及其宿主相关信息

"#$%& ! ’#(# )&%#(&* (+ (,& -)./#)0 &1*+20/$.+1(2 +3 !"#$%$& ’&(&)$ #1* (,&.) ,+2(2
H1<60<I 登录号

H1<60<I 0221../?< <?J
烟粉虱地理种群

H1?;)0KB/2 K?K450"/?<. ?3 ! J "#$#%&
烟粉虱生物型

6/?"@K1 ?3 ! J "#$#%&
共生菌代码

&?=1. ?3 .@!L/?<".

%CDEED-M 以色列 (.)015 6（6)?A<，私人通讯）（6)?A<，

K1).?<05 2?!!4</20"/?<）
N)/!%CDEED-M(+O-6

%CDEED-P 美国亚利桑那州 %Q，:+% 6 N)/!%CDEED-P%Q6
%CP,,MFE 未知 :<I<?A< 6 N)/!%CP,,MFE6
%CMGE-PM 中国浙江 QB1R/0<;，&B/<0 6 N)/!%CMGE-PMQS6
%CDEED-9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 N)/!%CDEED-9&%T%
%CPGMEM,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 N)/! %CPGMEM,&%T%
%CDEED-, 美国亚利桑那州 %Q，:+% % N)/!%CDEED-,%Q%
%CDEEDGG 乌干达 :;0<=0 非 6（$?<U6） N)/!%CDEEDGG:HP9
%CDEEDGF 乌干达 :;0<=0 非 6（$?<U6） N)/!%CDEEDGF:HPG
%CDEEDG9 坦桑尼亚 *0<V0</0 非 6（$?<U6） N)/!%CDEEDG9*%$Q,-
%CDEEDGD 坦桑尼亚 *0<V0</0 非 6（$?<U6） N)/!%CDEEDGD*%$Q,M
%CDEEDG- 坦桑尼亚 *0<V0</0 非 6（$?<U6） N)/!%CDEEDG-*%$Q9
%CDEED-D 喀麦隆 &0!1)??< 非 6（$?<U6） N)/!%CDEED-D&%8W,-
%CDEEDGE 肯尼亚 X1<@0 非 6（$?<U6） N)/!%CDEEDGEXY$9
%CDEED-G 巴西 6)0V/5 非 6（$?<U6） N)/!%CDEED-G6OM
%CDEEDG, 墨西哥 81Z/2? 非 6（$?<U6） N)/!%CDEEDG,8Y[,P
%CDEED-- 墨西哥 81Z/20 非 6（$?<U6） N)/!%CDEED--&:T8[
%CDEEDGP 墨西哥 81Z/2? 非 6（$?<U6） N)/!%CDEEDGP8Y[D
%CDEED-\ 美国波多黎各州 NO，:+% 非 6（$?<U6） N)/!%CDEED-\S%*NO
%CDEED-F 印度 (<=/0 非 6（$?<U6） N)/!%CDEED-F($#9D
%]MGE-P\ 中国浙江 QB1R/0<;，&B/<0 非 6（$?<U6） N)/!%]MGE-P\QS$6
%CDEED-E 澳大利亚 %4.")05/0 非 6（$?<U6） N)/!%CDEED-E%:+

图 , 用 8YH%9^E 软件 8Y 法构建烟粉虱初级内共生菌系统树

C/;J , 8?512450) KB@5?;1<1"/2 ")11 ?3 "B1 K)/!0)@ 1<=?.@!L/?<". /< !’(&)&# "#$#%& 2?<.")42"1=
L@ 8Y !1"B?= L0.1= ?< ,G+ )#$% .1_41<21 A/"B , EEE 6??".")0K )1K5/20"/?<.

共生菌代码见表 ,；! 表示与宿主系统发育不一致。以温室白粉虱 *+&#,’-+./’) 0#1.+#+&.+-(
初级内共生菌 %CDEEDM9 为外群（代码为 N)/!%CDEEDM9*‘）。

&?=1. ?3 .@!L/?<". 0)1 0. .B?A< /< *0L51 ,；J ! /<=/20"1. /" /. <?" 2?<;)41<" A/"B "B1 KB@5?;1?;)0KB/205 ! J "#$#%& J
’4";)?4K：K)/!0)@ 1<=?.@!L/?<". /< * J 0#1.+#+&.+-( %CDEEDM9（&?=1：N)/!%CDEEDM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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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级内共生菌

!"#$和 %#&’#((（)**+,）的研究表明粉虱次级

内共生菌分为 ! 型和 - 型（!"#$%&’(&%)#），其中烟粉

虱（- 型和 % 型）的次级内共生菌为 ! 型，和蚜虫 !
型次级内共生菌聚为一支。而 ./"$012341( 和 %0$5(

（)**)）研究表明烟粉虱内共生菌分为 ) 类，一类是

与蚜虫 ! 型内共生菌（-3)678))、-3)678)8）、瓢虫

*(+,&-$%$# #$.-/0),/1)# 杀雄内共生菌（-9):)*7;）聚

为一支的 % 型烟粉虱种群、美洲种群以及非洲坦桑

尼 亚 种 群 次 级 内 共 生 菌，另 一 类 是 和 - 型

（-0<4($="$(&<）内共生菌聚为一支的非洲其他地理

种群以及印度烟粉虱种群次级内共生菌。>$0#( 等

（)**?）提议将变形菌门（@0$A4$,#/A401#）!变形菌纲

（B#’’#=0$A4$,#/A401#）肠杆菌科（C(A40$,#/A401#/4#4）中

通常称之为 ! 型内共生菌的次级内共生菌命名为

*/%2+2/1)# D#’1EA$(4EE# F4G4(<4，该菌种包括上述和蚜

虫 ! 型内共生菌聚集为一支的烟粉虱次级内共生

菌。

利用上述处理烟粉虱初级内共生菌的方法，我

们通过 B4(%#(H 搜集所有已注明生物型I地理种群

的烟粉虱内共生菌 J8K 0LM- 序列（J )?+,=）（表 )），

增加 了 % 型 烟 粉 虱 次 级 内 共 生 菌（-N;8*?7*，

-N)8+8:?），以 9#A0$=" 型烟粉虱的衣原体内共生菌

（-3+**+;+，代码为 C(F$<O’,1$(A-3+**+;+9#A0$="）、加

利 福 尼 亚 州 - 型 烟 粉 虱 衣 原 体 内 共 生 菌

（-NJ+*6J*，代码为 P"E#’OF1#-NJ+*6J*P-Q-）作为外

群构建系统树。结果表明（图 )）：首先，% 型种群I
美洲种群和旧大陆种群内共生菌分别以 J**R自展

支持率各聚为 J 支；然后，前支分别以 ;*R、66R自

展支持率分为 % 型种群、美洲种群 ) 支。因此，次级

内共生菌包括遗传分化差异较大的 7 个分支，即 %
型种群、美洲种群、旧大陆种群内共生菌。前 ) 支能

够和 ! 型内共生菌聚为一支（结果未显示），根据

>$0#( 等（)**?）提议，这些内共生菌应为 */%2+2/1)#
D#’1EA$(4EE# F4G4(<4。旧大陆种群内共生菌和 - 型内

共生菌聚为一支（结果未显示）。该结果表明烟粉虱

次级内共生菌与烟粉虱复合种内生物型的系统发育

也具有一定的协同进化关系。同时，某些次级内共

生菌可能存在水平传播或多次侵入，如非洲坦桑尼

亚种群的内共生菌（-3+**+:6）和美洲各种群的内共

生菌聚为一支，印度种群的内共生菌（-3+**+:+）和

非洲各种群的内共生菌聚为一支。

上述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 % 型烟粉虱其初

级、次级内共生菌均分别单独聚为一支（支持率分别

为 88R、66R）。该结果和 % 型烟粉虱来源同一地

区，通过运输等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推论（L4
%#00$ $1 /, S，J66;；30$"E1/" $1 /, S，J666；T10H $1 /, S，
)***）是一致的。

表 ! 烟粉虱次级内共生菌及其宿主相关信息

#$%&’ ! ($)$ *’&$)+,- ). /’0.,1 ’,1./23%+.,)/ .4 !"#$%$& ’&(&)$ $,1 )5’ 5./)/
B4(%#(H 登录号

B4(%#(H #//4<<1$( (&’,40
烟粉虱地理种群

B4$U0#="1/ =$=&E#A1$(<
烟粉虱生物型

%1$AO=4 $G 3 S 1/4/0+
共生菌代码

P$F4< $G <O’,1$(A<

-3+**+:? 以色列 V<0#4E %（%0$5(，私人通讯）（%0$5(，

=40<$(#E /$’’&(1/#A1$(）
K4/-3+**+:?VKW?%

-N)8+8:? 未知 X(H($5( % K4/-N)8+8:?%
-N;8*?7* 中国浙江 ."4Y1#(U，P"1(# % K4/-N;8*?7*.9%
-3+**+:J 美国亚利桑那州 -.，XK- % K4/K4/-3+**+:J-.%
-3+**+:* 美国亚利桑那州 -.，XK- - K4/-3+**+:*-.-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P-，XK- - K4/-3+**+:)P-Q-
-3)8+8: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P-，XK- - K4/-3)8+8:8P-Q-
-3+**+:8 美国波多黎各州 @W，XK- 非 %（M$(2%） K4/-3+**+:89-!@W
-3+**+:: 墨西哥 >4Z1/# 非 %（M$(2%） K4/-3+**+::>C[+
-3+**+:7 墨西哥 >4Z1/# 非 %（M$(2%） K4/-3+**+:7PXQ>[
-3+**+:6 坦桑尼亚 !#(\#(1# 非 %（M$(2%） K4/-3+**+:6!-M.72J
-3+**+;* 坦桑尼亚 !#(\#(1# 非 %（M$(2%） K4/-3+**+;*!-M.72)
-3+**+:; 坦桑尼亚 !#(\#(1# 非 %（M$(2%） K4/-3+**+:;!-M.J?
-3+**+;J 乌干达 XU#(F# 非 %（M$(2%） K4/-3+**+;JXB)8
-3+**+:+ 印度 V(F1# 非 %（M$(2%） K4/-3+**+:+VML7+

!"6 其他内共生菌

5&,4/0(+/ 属细菌是广泛分布于节肢动物体内

的一类共生细菌，它可以通过诱导宿主胞质不亲和、

孤雌生殖、雌性化和雄性致死等来调控宿主的生殖

方式，被认为与性别决定和物种形成等重要生物学

问题密切相关（]4004(，J66:）。已有研究表明，烟粉

虱种群 5&,4/0(+/ 细菌的品系包括 @1=，%A#,J，%A#,)，

P$(IW&U 四 个 品 系（褚 栋 等，)**?,）。M10U1#(#H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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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基于烟粉虱内共生菌 !"#$%&’(% 表面蛋

白基因 )*+ 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和烟粉虱复合种

基于 $%& ’()* 序列构建的系统树是一致的。

图 ! 用 +,-*#." 软件 +, 法构建烟粉虱次级内共生菌系统树

/012 ! +3456748’ 9:;4315<5=06 =’55> 3? >563<@8’; 5<@3>;AB03<=> 0< ,-.(*(% /%$%&( 63<>=’76=5@ B; +, A5=:3@ B8>5@
3< $%& ’()* >5C75<65 D0=: $ """ E33=>=’89 ’594068=03<>

代码见表 !；! 表示与宿主系统发育不一致。以烟粉虱衣原体 */F""FGF（代码为 ,<=3>;AB03<=*/F""FGFH8=’39:）、

*I$F"J$"（代码为 K:48A;@08*I$F"J$" K*L*）为外群。K3@5> 3? >;AB03<=> 8’5 8> >:3D< 0< M8B45 !；! 0<@068=5> 0= 0> <3=
63<1’75<= D0=: =:5 9:;431531’89:0684 , 2 /%$%&( 2 N7=1’379：*/F""FGF（63@5：,<=3>;AB03<=*/F""FGFH8=’39:）；

*I$F"J$"（63@5：K:48A;@08*I$F"J$"K*L*）2

!"#$%&’(% 细菌在烟粉虱不同生物型或地理种

群的宿主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具有较强入侵性

的烟粉虱 E 型的感染率极低，而入侵性相对较差的

烟粉虱生物型感染率较高。)0’108<8O0 等（!""#）的研

究表明，$# 个 E 型烟粉虱种群中仅有其原产地之一

的也门种群被 !"#$%&’(% 感染，在 !% 个非 E 型烟粉

虱中有 $" 个种群被 !"#$%&’(% 感染。P6:3’0Q/50< 和

E’3D<（!""!）研究表明，! 个 E 型烟粉虱种群均没有

感染，在 $G 个非 E 型烟粉虱种群中有 R 个种群被感

染。我们利用 L3<1QSKT 方法扩增 )*+ 基因方法检

测了世界各地 !F 个烟粉虱种群的 !"#$%&’(% 感染情

况，$% 个 E 型种群均未检测到 !"#$%&’(%，而在 F 个

非 E 型烟粉虱土著种群中有 ! 个种群被 !"#$%&’(%
感染（褚栋等，!""UB）。同时，在另一个具有入侵性

的 V 型烟粉虱 F 个种群内也没有检测到该共生菌

（褚栋等，!""UB）。

目 前，对 烟 粉 虱 内 共 生 菌 衣 原 体 纲 细 菌

0%12(2%/3* /’0=>6:58 B5A0>085（ M:83 -/ %# 2，!""#；

,W5’5== -/ %# 2，!""U）、类噬胞细菌（KLN）（X55O> -/
%# 2，!""#）的研究较少。迄今为止，仅对烟粉虱 *
型、E 型、H8=’39: 型进行了检测，在 * 型烟粉虱中发

现了这 ! 种共生菌，在 H8=’39: 型烟粉虱中发现了衣

原体纲细菌，而 E 型烟粉虱体内没有发现这 ! 种共

生菌（M:83 -/ %# 2，!""#；X55O> -/ %# 2，!""#；,W5’5==
-/ %# 2，!""U）。,W5’5== 等（!""U）及 M:83 等（!""#）认

为，K3>=8 等（$JJU）在 * 型烟粉虱中发现的“球形菌”

和“K!”型内共生菌是衣原体的不同形态，即分别为

衣原 体 的 原 体（ 545A5<=8’; B3@;，,E）和 网 状 体

（’5=06748=5 B3@;，TE）。

! 烟粉虱复合种内共生菌的生物学意

义

!"# 初级、次级内共生菌的功能

粉虱和蚜虫、木虱、蚧等胸喙亚目昆虫均具有初

级内共生菌。研究表明，蚜虫体内含有的初级内共

生菌 ,3&’1-4% %+’(2(&"#% 能为宿主提供必需的营养

物质来维持宿主的生长发育及繁殖（Y318 -/ %# 2，
!""#）；因此，可以推测初级内共生菌也为烟粉虱宿

主提 供 必 需 的 营 养 物 质（P6:3’0Q/50< 8<@ E’3D<，

!""!）。

并非所有的烟粉虱生物型Z地理种群均检测到

次级内共生菌，或许这些烟粉虱含有其他的次级内

共生菌，由于 SKT 引物的限制而致使这些共生菌没

有被检测到（P6:3’0Q/50< 8<@ E’3D<，!""!）。一般认

为，次级内共生菌是近期发生并且不稳定，不一定整

合在菌胞中，对宿主的生存不是必需的。然而最近

的研究发现，某些次级内共生菌在昆虫宿主热胁迫

恢复（+3<=443’ -/ %# 2，!""!），抵抗寄生蜂对共生菌宿

主的寄生（N40W5’ -/ %# 2，!""#，!""U），在初级共生菌

缺失或功能失调时增强昆虫宿主的存活能力和繁殖

$J%F 期 褚 栋等：烟粉虱复合种内共生菌多样性及其生物学意义



力（!"#$ !" #$ %，&’’(），影响宿主对不同植物寄主的

利用能力（)*"+$,-" $+- ./0,/，&’’(）等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次级内共生菌可能对宿主的适合度、竞

争能力乃至宿主的进化等方面具有影响（123",045*0+
$+- 6,"7+，&’’&；89/230-$ !" #$ %，&’’:）。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6 型烟粉虱可能具有的独

特的初级、次级内共生菌，这可能与 6 型烟粉虱具

有寄主范围广、传毒能力强等特点密切相关。影响

细菌蛋白合成的抗生素对 6 型烟粉虱的生长发育

具有负面效应，这表明内共生菌为 6 型烟粉虱提供

营养（;"9<$ !" #$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

6 型烟粉虱携带的植物病毒能够增强与其他植物昆

虫的竞争力（.$@*, !" #$ %，&’’&；.2!*+A0* !" #$ %，
&’’&；褚栋等，&’’:）。而烟粉虱内共生菌产生的

B,"C) 蛋白对烟粉虱传播病毒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0+ !" #$ %，=>>>，&’’’；DE$- !" #$ %，&’’:），6 型

烟粉虱的内共生菌产生的 B,"C) 蛋白也许与其传播

广泛的植物病毒继而增强其竞争力相关。

!"# 其他内共生菌的功能

研究表明，具有入侵性的 6 型烟粉虱与其他生

物型比较，其种群的 %&$’#()*# 感染率极低。与烟粉

虱 D 型、F$<,"G3 型比较，6 型烟粉虱缺少衣原体细菌

+#,-*-#"./ 5,0<923*$ H*I090$* 以 及 类 噬 胞 细 菌

（;)J）。这些内共生菌的有无或多少可能与 6 型烟

粉虱的入侵机制密切相关。

一方面，这些内共生菌可能给烟粉虱宿主的生

物学造成负面影响，6 型烟粉虱的入侵能力可能与

逃离了这种影响有关。如某些 %&$’#()*# 共生菌除

了能够引起昆虫宿主的生殖方式异常外，还能对昆

虫宿主其他生物学特性产生负面影响（K"LLI$++ !"
#$ %，=>>’；.0+ $+- 6*+A*,，=>>?；5M*/,@ !" #$ %，
&’’’；N*+9*M**,9 !" #$ %，&’’&），可能是一些入侵性

害虫种群增长的限制因子（O3"*I$E*, !" #$ %，&’’’；

89/<9/0 !" #$ %，&’’(）。此外，衣原体细菌 +#,-*-#"./
5,0<923*$ H*I090$* 也可能影响感染烟粉虱宿主的生

物学特性（83$" !" #$ %，&’’(；CP*,*<< !" #$ %，&’’Q；

CP*,*<< !" #$ %，&’’Q）。通常情况下，衣原体细菌对宿

主是致病的。没有衣原体的烟粉虱 6 型比烟粉虱 D
型具有更强的生长发育能力、生殖能力和更大的危

害性，这 表 明 衣 原 体 细 菌 可 能 对 宿 主 是 致 病 的

（CP*,*<< !" #$ %，&’’Q）。;"9<$ 等（=>>Q）认为 D 型烟

粉虱具有较低的繁殖力和较窄的植物寄主范围可能

由于衣原体存在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些共生菌感染烟粉虱所导致的生

殖隔离可能促进了 6 型烟粉虱种群的成功入侵。

不同烟粉虱生物型是否能够成功杂交，不仅仅是分

类学上的问题，而且产生的一些生态学后果可能影

响外来生物型成功入侵（R* 6$,," $+- K$,<，&’’’）。

6 型烟粉虱和多数非 6 型烟粉虱产生生殖隔离，从

而使得 6 型烟粉虱通过生殖干涉的方式成功入侵

世界各地（褚栋等，&’’:）。R* 6$,," 和 K$,<（&’’’）认

为 %&$’#()*# 可能是 6 型和许多非 6 型烟粉虱生殖

隔离的重要因素之一。类噬胞细菌（;)J）也可能是

6 型和许多非 6 型烟粉虱生殖隔离的重要因素之

一，早期推测烟粉虱 6 型和 D 型生殖隔离，可能是

由于内共生菌的差异（;"9<$ !" #$ %，=>>Q），这也许与

类噬 胞 细 菌（;)J）引 起 宿 主 生 殖 方 式 异 常 有 关

（N**E9 !" #$ %，&’’(）。已有研究表明，类噬胞细菌

（;)J）能够引起螨 01!2*3#$3./ 3)&!,*(*/、螨 01!2*3#$3./
&’&2#"./ 和恩蚜小蜂 4,(#1/*# )*/3*-# 生殖方式异常

（N**E9 !" #$ %，&’’(）。此外，研究表明 %&$’#()*# 可

通过引起宿主生殖隔离（细胞质不亲和）而降低宿主

种群的数量（1$H$M"/ !" #$ %，&’’:），烟粉虱 6 型与非

6 型种群间的 %&$’#()*# 感染率的差异也可能是不

同生物型烟粉虱种群扩张能力差异的原因之一。

因此，可以推测 6 型烟粉虱的入侵机制可能与

逃离了这些内共生菌的负面影响等因素有关，支持

了近年来日益得到重视的外来生物入侵机制假说44
“逃避天敌假说”（*+*I@ ,*M*$9* 3@G"<3*909）（.0<23*MM
$+- S"7*,，&’’(；8",230+ !" #$ %，&’’(）。

$ 结论

迄今为止，在烟粉虱复合种体内发现的内共生

菌的种类可分为 Q 类。通过本文系统发育分析以及

前人研究推测，6 型烟粉虱可能具有独特的内共生

菌种类及分布特征，如 6 型烟粉虱可能具有独特的

初级、次 级 内 共 生 菌，并 且 不 含 有 或 很 少 含 有

%&$’#()*# 属细菌、衣原体纲细菌 +#,-*-#"./ 5,0<923*$
H*I090$* 以及类噬胞细菌（;)J）。烟粉虱复合种内

不同生物型与内共生菌的关系研究，对于进一步深

入认识烟粉虱不同生物型的适合度、表现型甚至生

物型的形成机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探讨 6 型

烟粉虱的入侵机制及其控制策略具有重要借鉴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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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详细而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

此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0# 1，2+%0- 3，45+6-7/ 8，9::;< =*0>>$-? +@ %+A0%+ B7CC+, C70@ D"*C

E$*"6（=FG4H）0-# +%&7* >C0-% E$*"676 ,$%& 0 I*+JG &+A+C+?"7 @*+A

%&7 ,&$%7@CB !"#$%$& ’&(&)$ ( *+), ( -$+./ (，K;L（M）：K ;MK N K ;LO<

)*+,- !’，1*+&C$D& 2P，P+67CC P4，KLLQ< =&7 6,77%>+%0%+ +* 6$CE7*C70@

,&$%7@C$76：R$+%B>76 +@ !"#$%$& ’&(&)$ +* 0 6>7D$76 D+A>C7S( *00 ( 1"2 (

30’.# (，;:：QKK N QT;<

)*+,- !’，9:::< U+C7D"C0* A0*/7*6 @+* %&7 $#7-%$@$D0%$+- 0-# ?C+R0C %*0D/$-?

+@ ,&$%7@CB E7D%+*VR7?+A+E$*"6 D+A>C7S76( -$+4% 1"%"&+),，OK：9TT N

9W:<

4+6%0 8X，87--7R7**B =!，=+6D0-+ 34，KLLO< J@@7D%6 +@ 0-%$R0D%7*$0C

A0%7*$0C6 +- !"#$%$& &+5"0’$6./$$（8+A+>%7*0：.C7B*+#$#07）+E$>+6$%$+-，

?*+,%&，6"*E$E0C，0-# 67S *0%$+( *00 ( 30’.#./ ( 7.) ( *# (，L:：TTT

N TTL<

4+6%0 8X，Y76%D+% 2U，ZCCA0- 2J，P+67CC P4，)*+,- !’，!+&-6+- UY，

KLLQ< U+*>&+C+?$D0C E0*$0%$+- +@ !"#$%& R0D%7*$0C 7-#+6BAR$+-%6(

8+.’.9/&%#&，KML：KL; N 9:9<

4&" 2，[&0-? F!，4+-? )，\" )F，Y" ]!，9::;< =&7 $-E06$E7 A7D&0-$6A

+@ 0 ,+*C# $A>+*%0-% >76%，!"#$%$& ’&(&)$（I7--0#$"6）R$+%B>7 )( *)’&

30’.#./.5$)& 7$0$)&，;O（T）：;:: N ;:W<［褚栋，张友军，丛斌，徐

宝云，吴青君，9::;< 世界性重要害虫 ) 型烟粉虱的入侵机制 (
昆虫学报，;O（T）：;:: N ;:W］

4&" 2，[&0-? F!，4+-? )，\" )F，Y" ]!，[&" IP，9::Q0( X7^"7-D76

0-0CB6$6 +@ A%23. 4_‘ ?7-7 0-# A+C7D"C0* >&BC+?7-B +@ #$@@7*7-%

?7+?*0>&$D0C >+>"C0%$+-6 +@ !"#$%$& ’&(&)$ （ I7--0#$"6）( 7)$"0’$&

*5+$)4/’4+& 7$0$)&，TM（K）：OW N MQ<［褚栋，张友军，丛斌，徐宝

云，吴青君，朱国仁，9::Q0( 烟粉虱不同地理种群的 A%23.

4_‘ 基因序列分析及其系统发育 ( 中国农业科学，TM（K）：OW N

MQ］

4&" 2，4+-? )，[&0-? F!，\" )F，Y" ]!，[&" IP，9::QR( 27%7D%$+-

0-# >&BC+?7-7%$D 0-0CB6$6 +@ :./(&),$& $- #$@@7*7-% !"#$%$& ’&(&)$

R$+%B>76( *)’& 30’.#./.5$)& 7$0$)&，;M（;）：QKM N Q9Q<［褚栋，丛

斌，张友军，徐宝云，吴青君，朱国仁，9::QR( 不同生物型烟粉

虱体内 :./(&),$& 共生菌的检测及其系统树分析 ( 昆虫学报，;M
（;）：QKM N Q9Q］

4&" 2，[&0-? F!，)$ Fa，1" 8)，9::QD( :./(&),$& 7-#+6BAR$+-%6 0-#

%&7$* 7@@7D%6 +- %&7 @$%-766 +@ %&7 0*%&*+>+# &+6%6( *)’& ;$)+.($./.5$)&

7$0$)&，;Q（Q）：MKO N M9:<［褚 栋，张 友 军，毕 玉 平，付 海 滨，

9::QD( :./(&),$& 属共生菌及其对节肢动物宿主适合度的影响 (
微生物学报，;Q（Q）：MKO N M9:］

4C0*/ U.，)0"A0-- G，U"-6+- U.，)0"A0-- a，40A>R7CC )4，2"@@"6

!J，_6R+*-7 GX，U+*0- 3.，KLL9< =&7 7"R0D%7*$0C 7-#+6BAR$+-%6 +@

,&$%7@C$76（8+A+>%7*0：.C7B*+#+$#70）D+-6%$%"%7 0 C$-70?7 #$6%$-D% @*+A

%&7 7-#+6BAR$+-%6 +@ 0>&$#6 0-# A70CBR"?6( <4++ ( ;$)+.($./ (，9Q：

KKL N K9T<

27 )0**+ a!，G$7R*7?%6 Y，40*E7* U，KLLM< 2$6%*$R"%$+- 0-# $#7-%$%B +@

R$+%B>76 +@ !"#$%$& ’&(&)$（I7--0#$"6）（87A$>%7*0：.C7B*+#$#07）$-

A7AR7* D+"-%*$76 +@ %&7 X7D*7%0*$0% +@ %&7 a0D$@$D 4+AA"-$%B( *4%’ ( = (

30’.#./ (，TO（T）：9K; N 9KM<

27 )0**+ a!，80*% a!，9:::< U0%$-? $-%7*0D%$+-6 R7%,77- %,+ R$+%B>76 +@ %&7

,&$%7@CB， !"#$%$& ’&(&)$ （ 87A$>%7*0： .C7B*+#$#07） $- ."6%*0C$0(

!4//"’$0 .6 30’.#./.5$)&/ 1"%"&+),，L:（9）：K:T N KK9<

2+"?C06 .J，KLLM< 3"%*$%$+-0C $-%7*0D%$+-6 $- $-67D%VA$D*+R$0C 6BAR$+676：

.>&$#6 0-# %&7$* 6BAR$+%$D R0D%7*$0 !4),0"+& ( *004 ( 1"2 ( 30’.#./ (，

;T：KO N TO<

JE7*7%% ’2J，=&0+ U，8+*- U，2B65B-6/$ IJ，)0"A0-- a，9::Q< 3+E7C

4&C0AB#$07 $- ,&$%7@C$76 0-# 6D0C7 $-67D%6：7-#+6BAR$+-%6‘<&0>$>&’4%

1*$%6D&70 R7A$6$07’6%*0$- 10C/ 0-#‘ <&0>$>&’4% 1*$%6D&70 7*$+D+DD$’

6%*0$- ( 3/# ( ?0’ ( = ( 7@%’ ( 32./ ( ;$)+.($./ (，QQ：K QMK N K QMO<

1*+&C$D& 2P，=+**76 !‘，)7#@+*# ‘2，U0*/&0A aI，)*+,- !’，KLLL< .

>&BC+?7+?*0>&$D0C 0-0CB6$6 +@ %&7 !"#$%$& ’&(&)$ 6>7D$76 D+A>C7S R067#

+- A$%+D&+-#*$0C 23. A0*/7*6( ;./ ( 3)./ (，M（K:）：K WMT N K WLK<

1C7"*B 1，H0E*7 1，P$6 3，1+"$CC7% a，)+"C7%*70" U，9:::< a&B6$+C+?$D0C

D+6% $-#"D7# RB %&7 A0%7*-0CCBV%*0-6A$%%7# 7-#+6BAR$+-% :./(&),$& $-

%&7 A+.%.9,$/& >0*06$%+$# B"9’.9$/$0& ,"’"+.’.#& ( 8&+&%$’./.5@，K9K
（Q）：;LT N Q::<

87##$ .，I*7-$7* .U，’&0%D&0#+"*$0- 4，4&0*C76 8，30*#+- a，KLLL<

1+"* $-%*0D7CC"C0* ?7-+A76 #$*7D% ,77E$C R$+C+?B： 3"DC70*，

A$%+D&+-#*$0C，>*$-D$>0C 7-#+6BAR$+-% 0-# :./(&),$& ( 8+.) ( C&’/ (

*)&> ( 7)$ (，LW：W MK; N W MKL<

8+@@A0-- ..，="*7CC$ U，80*6&A0- GI，KLL:< 10D%+*6 0@@7D%$-? %&7

#$6%*$R"%$+- +@ DB%+>C06A$D $-D+A>0%$R$C$%B $- A+.%.9,$/& %$#4/&0% (

D"0"’$)%，K9W（;）：LTT N L;M<

’+?0 P，=6"D&$#0 =，1"/0%6" =，9::T< 4&0-?$-? >0*%-7*6 $- 0- +RC$?0%7

6BAR$+6$6：0 @0D"C%0%$E7 7-#+6BAR$+-% D0- D+A>7-60%7 @+* C+66 +@ %&7

7667-%$0C 7-#+6BAR$+-% !4),0"+& $- 0- 0>&$#( 8+.) ( 1 ( 7.) ( B.0> (

)，9O:（K QTT）：9 Q;T N 9 QQ:<

’$*/ ..，G0D7B G.，)*+,- !’，4$+A>7*C$/ U.，I++C6RB !.，H0D7/ 24，

Y7-#7C GJ，30>+A>7%& )，9:::< H0*$0%$+- $- %&7 !"#$%$& ’&(&)$ 6( C (

6>7D$76 D+A>C7S（87A$>%7*0：.C7B*+#$#07）0-# $%6 -0%"*0C 7-7A$76

C70#$-? %+ 6"DD766@"C R$+C+?$D0C D+-%*+C +@ !"#$%$& R$+%B>7 ) $- %&7 ZX.(

!4//"’$0 .6 30’.#./.5$)&/ 1"%"&+),，L:：TKO N T9O<

G7+-0*#+ =J，U"$*" I=，9::T< 10D"C%0%$E7 6BAR$+-%6 0*7 066+D$0%7# ,$%&

&+6% >C0-% 6>7D$0C$50%$+- $- >70 0>&$# >+>"C0%$+-6( 8+.) ( 1 ( 7.) (

B.0> ( )，9O:：9:L N 9K9<

U0B7* P=，‘-R0* U，UD’7-5$7 4G，X&0%%7*6 P，)+*+,$D5 H，.CR*7D&% Z，

a+,7CC 4.， 2++6%#0 P8， 9::9< U"C%$%*+>&$D $-%7*0D%$+-6 +@ %&7

6$CE7*C70@ ,&$%7@CB， &+6% >C0-%6， D+A>7%$-? &7*R$E+*76， 0-#

>&B%+>0%&+?7-6( *+), ( ?0%")’ !$.),"# ( 8,@%$./ (，QK（;）：KQK N KWL<

UD’7-5$7 4G，X&0%%7*6 PI!，2++6%#0 P8，G77 X2，‘-R0* U，U0B7* P=，

9::9< J@@7D% +@ ?7A$-$E$*"6 $-@7D%$+- 0-# !"#$%$& $-@76%0%$+- +-

0DD"A"C0%$+- +@ >0%&+?7-76$6 *7C0%7# >*+%7$-6 $- %+A0%+( *+), ( ?0%")’

!$.),"# ( 8,@%$./ (，;L（;）：9:T N 9K;<

U$- ’=，)7-57* X，KLLO< I7-7%$D6 :./(&),$&，-+*A0CCB 0 6BAR$+-% +@

A+.%.9,$/&，D0- R7 E$*"C7-%，D0"6$-? #7?7-7*0%$+- 0-# 70*CB #70%&(

8+.) ( C&’/ ( *)&> ( 7)$ (，L;（9:）：K: OL9 N K: OLW<

U$%D&7CC 4J，a+,7* .I，9::T< P7C7067 +@ $-E06$E7 >C0-%6 @*+A @"-?0C 0-#

E$*0C >0%&+?7-6( C&’4+"，;9K（W L9T）：W9Q N W9O<

TLW; 期 褚 栋等：烟粉虱复合种内共生菌多样性及其生物学意义



!"#$%%"& ’(， !)*+,# -， ./&0,%% -1， 23324 5)0/%$)$67, 8)0$,&6)%

,#9":;+86"#$: 8,#,<6$ =,) )=>69: !"#$%&’()*&’+ *)(,- /#9,& >,)$ :$&,::?

."’/ ? .+%’-’/ ?，2@：ABC D ACE4

!"&)# F-，.%)G/, HI，J)#9:$&"+ K.，L6%0"* KM，233N4 - G,#"+60

=,&:=,0$67, "# #/$&6,#$ =&"76:6"#6#G 8; 8)0$,&6)% :;+86"#$: "< 6#:,0$:?

0$’" ? 12%/ ? !"23 ? 4") ?，A33：AO EON D AO EOB4

!"&)# F-， I/::,%% K-， P"G) I， 5/Q)$:/ R， 233E4 S7"%/$6"#)&;

&,%)$6"#:>6=: "< $>&,, #,T :=,06,: "< .+%5$’62"%5$)2"525 %676#G ):

:;+86"#$: "< )=>69: )#9 "$>,& 6#:,0$:? !**/ ? .+7)$’+ ? 8)"$’6)’/ ?，@A：

N N32 D N NA34

!"&6# J，H>)#6+ !，J"8"% U，’V":#,Q 1，23334 R>, H&"SM =&"$,6# "< $>,

T>6$,<%; 95-)()2 %262") 6#$,&)0$: T6$> $>, 0")$ =&"$,6# "< $&)#:+6::68%,

)#9 #"#$&)#:+6::68%, 8,G"+"76&/:,: 6# $>, ;,):$ $T"W>;8&69 :;:$,+?

:)$’/’;#，2@X（2）：O3O D OAX4

!"&6# J，H>)#6+ !，Y,69)# !，’V":#,Q 1，Z,&8,,Q !，7)# 9,# 1,/7,%

K5，ACCC4 - H&"SM >"+"%"G/, <&"+ ,#9":;+86"$60 8)0$,&6) "< $>,

T>6$,<%; 95-)()2 %262") 6: 6+=%60)$,9 6# $>, 06&0/%)$67, $&)#:+6::6"# "<

$"+)$" ;,%%"T %,)< 0/&% 76&/:? :)$’/’;#，2EX（A）：@E D BO4

F6&G6)#)Q6 -，()#Q: HP，I&">%60> JI，Z,#,$6 Y，(&)6G 1I，!6%%,& R-，

(,9<"&9 U[，!)&Q>)+ .H，J)7)Q6: ’，("/&$V6: P，233N4 <’/62"&)2

6#<,0$6"#: "< $>, T>6$,<%; 95-)()2 %262") ? =,$$5+% 8)"$’6)’/’;#，O@（2）：

CN D A3A4

\%67,& P!，!"&)# F-，1/#$,& !J，233E4 Z)&6)$6"# 6# &,:6:$)#0, $"

=)&):6$6:+ 6# )=>69: 6: 9/, $" :;+86"#$: #"$ >":$ G,#"$;=,? 0$’" ? 12%/ ?

!"23 ? 4") ?，A32：A2 @CE D A2 B334

\%67,& P!，I/::,%% K-，!"&)# F-，1/#$,& !J，233N4 5)0/%$)$67, 8)0$,&6)%

:;+86"#$: 6# )=>69: 0"#<,& &,:6:$)#0, $" =)&):6$60 T):=:? 0$’" ? 12%/ ?

!"23 ? 4") ?，A33：A B3N D A B3@4

J>",+)Q,& [[， I":: PH， P,%%,& M， Z)&G" SM，L,&&,# K1， 23334

<’/62"&)2 6#<,0$6"#: 6# #)$67, )#9 6#$&"9/0,9 ="=/%)$6"#: "< <6&, )#$:
（4’/5+’*()( :==? ）? >+(5"% 8’/5",/2$ 9)’/’;#，C（X）：XXA D X@N4

R)Q)>):>6 P，F,6 !，23334 S<<606,#06,: "< <):$ )%G"&6$>+: "< =>;%"G,#,$60

6#<,&,#0, /#9,& $>, 0&6$,&6) "< +)*6+/+ =)&:6+"#;，+6#6+/+ ,7"%/$6"#，

)#9 +)*6+/+ %6Q,%6>""9 T>,# ) %)&G, #/+8,& "< :,]/,#0,: )&, /:,9?

8’/5",/2$ 9)’/’;# 2+3 .7’/,%)’+，A@：A 2EA D A 2EB4

R>)" !M，()/+)## M，1,:: K!，5)%Q (L，FG K’P，H/%%)# .K，()/+)##

.， 233N4 .>;%"G,#,$60 ,769,#0, <"& $T" #,T 6#:,0$W)::"06)$,9

=&/2-#3)2 "< $>, <)+6%; 4)-?2+)2"525 ? =,$$ ? 8)"$’6)’/ ?，O@：OX D

E34

R>)" !M， ()/+)## .， 233O)? S7"%/$6"#)&; &,%)$6"#:>6=: "< =&6+)&;

=&"Q)&;"$60 ,#9":;+86"#$: "< T>6$,<%6,: )#9 $>,6& >":$:? !**/ ? .+7)$ ?

8)"$’6)’/ ?，@3（X）：N O3A D N O3X4

R>)" !M， ()/+)## .， 233O8? S769,#0, "< +/%$6=%, )0]/6:6$6"# "<

!$(5+’*&’+,( 8; T>6$,<%; :=,06,:（J$,&#"&&;#0>)：-%,;&"969),）? =,$$ ?

8)"$’6)’/ ?，OB：AO3 D AOO4

R>"+=:"# K[，H68:"# RK，.%,T#6)Q 5，K,)#+"/G6# 5，16GG6#: [H，ACC@4

R>, ’%/:$)%^ T6#9"T: 6#$,&<)0,：<%,*68%, :$&)$,G6,: <"& +/%$6=%, :,]/,#0,

)%6G#+,#$ )69,9 8; ]/)%6$; )#)%;:6: $""%:? 1,"/5)" !")3( @5(52$"&，2E：

O B@X D O BB24

R"&0>6# !S，M)<<,&$; P[，["8:"# -.，!0P,#V6, -.，P/&6: ZK，233N4

U#$&"9/0,9 :=,06,: )#9 $>,6& +6::6#G =)&):6$,:? 12%,$5，O2A（X C2N）：

X2B D XN34

R:/0>69) R，P"G) I，5/Q)$:/ R，233O4 1":$ =%)#$ :=,06)%6V)$6"# G"7,&#,9 8;

<)0/%$)$67, :;+86"#$ ? 4")5+"5，N3N：A CBC4

R:/$:/6 F[， P)/==6#,# JF， \;)</:" -5， H&":8,&G IP， 233N4 R>,

96:$&68/$6"# )#9 ,7"%/$6"#)&; >6:$"&; "< <’/62"&)2 6#<,0$6"# 6# #)$67, )#9

6#$&"9/0,9 ="=/%)$6"#: "< $>, 6#7):67, )&G,#$6#, )#$（ A)+5*)%&5-2

&,-)/5）? 8’/ ? ."’/ ?，A2（AA）：N 3E@ D N 3XB4

L,,Q: -I，Z,%$,# I，J$"/$>)+,& I，233N4 U#069,#0, "< ) #,T :,*W&)$6"W

96:$"&$6#G ,#9":;+86"$60 8)0$,&6/+ )+"#G )&$>&"="9:? 0$’" ? @ ? 4’" ?

A’+3 ? 9，2@3：A BE@ D A BXE4

L,#:,%,,&: R，J/#9:$&"+ M，(6%%,# K，23324 [,%,$,&6"/: <’/62"&)2 6# $>,

)#$ B’$-)"2 %$,+"’$,- ? 0$’" ? 9)’/ ? 4") ?，2XC（A OCA）：X2N D X2C4

L,&&,# K1，ACC@4 (6"%"G; "< <’/62"&)2 ? !++, ? @57 ? .+%’-’/ ?，O2：EB@

D X3C4

Y)8)%"/ J，I6,G%,& !，R>,"9"&)Q"="/%"/ !，J$)/<<,& ’，J)7)Q6: ’，("/&$V6:

P，233O4 <’/62"&)2W6#9/0,9 0;$"=%):+60 6#0"+=)$686%6$; ): ) +,)#: <"&

6#:,0$ =,:$ ="=/%)$6"# 0"#$&"% ? 0$’" ? 12%/ ? !"23 ? 4") ?，A3A：AE 3O2

D AE 3OE4

Y0>"&6W5,6# S，(&"T# KP，23324 [67,&:6$; "< =&"Q)&;"$,: )::"06)$,9 T6$>

95-)()2 %262")（H,##?）（1,+6=$,&)：-%,;&"969),）? !++ ? .+%’- ?

4’" ? !- ?，CE：@AA D @AB4

（责任编辑：袁德成）

OCX 昆虫学报 !"%2 .+%’-’/’;)"2 4)+)"2 OC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