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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虫植物香根草控制水稻二化螟的最佳田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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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诱虫植物香根草控制水稻二化螟的最佳田间布局，进行了不同种植年限和丛间距的香根草条带对控

制水稻二化螟作用距离和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为害程度远低于防治指标的二化螟轻发生区，田埂上种植了一

年和二年香根草的稻田螟虫枯心率均显著低于没有种植香根草的对照田，其中种植了二年香根草的稻田比种植了

一年香根草的稻田对螟虫的控制效果更好，丛间距为５、３和１ｍ的二年生香根草条带对早稻的平均保苗效果分别

为６３．６％、４７．５％和６９．７％，有效作用距离达到２０ｍ以上。在二化螟常年发生较重（８５．４５头／百丛）的地区，大田

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香根草丛间距４ｍ、行间距５０ｍ时，稻田二化螟越冬代幼虫的虫口减退率达到８４．２％。通过研

究明确了稻田四周田埂或路边种植香根草控制水稻二化螟的最佳田间布局为：丛间距３～５ｍ、行间距５０～６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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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二化螟犆犺犻犾狅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是为害水

稻的重要常发性害虫之一。近年来，由于种植结构

调整、品种更替、气候变化等原因，二化螟种群数量

呈大幅度上升趋势［１２］。使用化学杀虫剂依然是目

前二化螟防治的主要手段，但杀虫剂长期过多使用

常造成生态失衡、抗药性、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等诸

多问题，使防治工作陷于困境［３４］。诱虫植物作为一

种生态调控技术被应用于作物害虫防治，近年来颇

受关注［５６］。陈先茂等［７］提出水稻螟虫在香根草

犞犲狋犻狏犲狉犻犪狕犻狕犪狀犻狅犻犱犲狊（Ｌ．）Ｎａｓｈ上的产卵趋性高于

水稻。郑许松等［８］发现二化螟在香根草和水稻间偏

好在香根草上产卵，但其幼虫在香根草上不能完成

生活史，且香根草在田间作为诱虫植物对二化螟种

群有较好防治潜力。但香根草在田间如何布局才能

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种植的丛间距、行间距多少等

等，需要进行田间试验明确。我们在浙江省衢州和台

州两地进行了香根草防治二化螟的技术规范研究，以

期为二化螟的生态控制提供具体的技术参数。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香根草种苗购于杭州固绿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

分蘖苗无性繁殖，种植时将分蘖苗修剪至根长１０ｃｍ，

茎长２０ｃｍ，分苗时以５株为１丛，种在１００ｃｍ宽的

田埂上。试验在两个地方进行：１）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高桥镇高家村，进行不同种植年限的香根草对

水稻螟虫的控制效果和香根草条带控制水稻螟虫的

作用距离试验。水稻品种为‘春优８４’，种早稻和晚

稻２季；２）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桥里村，进行早稻二

化螟生态控制的香根草田间布局试验，水稻品种为

‘中早３９’。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不同种植年限的香根草对二化螟的控制效果

试验在３０ｈｍ２的水稻试验基地进行。供试香

根草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和２０１４年种植，设１、３和

５ｍ３个丛间距，香根草条带长度均为１００ｍ，以不

种香根草的稻田作为对照。各重复３次。于２０１５

年早稻灌浆期和晚稻黄熟期，调查稻田中水稻螟虫

枯心率，距香根草条带（田埂）平行距离５、１０、１５和

２０ｍ的距离上调查水稻螟虫造成的枯心率，每一距

离调查２点，共调查８点，采用平行跳跃法，每点调

查１５０丛。对照区的调查点离田埂距离和香根草种

植区一致。设定枯心率达３％时为化学防治经济阈

值，因二化螟田间发生量低，试验期间香根草处理和

对照田均未使用专门防治二化螟的杀虫剂。

１．２．２　香根草条带控制二化螟的作用距离

香根草于２０１３年种植，丛间距分别为１、３和５ｍ，

香根草条带长度均为１００ｍ，以不种香根草稻田为

对照，各重复３次。２年后（２０１５年）于早稻分蘖期

和晚稻分蘖期进行香根草作用距离的调查。在距香

根草条带（田埂）平行距离５、１０、１５和２０ｍ处调查

二化螟造成的枯鞘率，每一距离调查３点，采用平行

跳跃法，每点调查１００丛。设定枯鞘率达５％时为

化学防治经济阈值，因二化螟田间发生量低，试验期

间香根草处理和对照田均未使用专门防治二化螟的

杀虫剂。

１．２．３　香根草用于二化螟生态控制的田间布局验证

在二化螟常年发生较重的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

建立试验基地，进行基于香根草的二化螟生态控制

试验，以确定香根草在大田应用中的布局。２０１３

年，在基地宽８０～１００ｃｍ的田埂上种植香根草，丛

间距离为４ｍ，田埂间的平行距离为５０ｍ。除了种

植香根草，整个试验基地还辅以田埂上留草、种植显

花植物（芝麻、硫华菊和波斯菊等）的生态控制技术，

试验设两个重复试验小区。对照田距离生态试验区

１０００ｍ，日常管理同当地农民习惯。于２０１６年３

月１５日调查稻田中距香根草条带不同距离的越冬

代二化螟的种群数量。剥查稻桩中的越冬二化螟幼

虫虫量，调查距离分别距香根草条带（田埂）５、１０、

１５、２０、２５ｍ，采用平行跳跃法，每距离上调查３点，

每点１００丛。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

和分析。应用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Ｔｕｋｅｙ法（犘≤０．０５）

检验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水稻枯鞘率和枯心率

等百分率数据在方差分析前，先进行反正弦转换。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种植年限的香根草对二化螟的控制效果

结果见表１、图１。田埂上种植二年生香根草条

带，其不同丛间距处理的水稻枯心率均显著低于对

照田，丛间距为１、３和５ｍ的香根草对早稻的保苗

效果分别达到６９．７％、４７．５％和６３．６％。一年生香

根草对二化螟的控制作用和保苗效果要比二年生香

根草要差，晚稻种植间距为１ｍ和３ｍ的香根草条

带显著降低了水稻二化螟枯心率，种植间距为５ｍ

时枯心率和对照则相近；早稻田不同处理间二化螟

枯心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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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种植年限香根草对水稻枯心率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狏犲狋犻狏犲狉犵狉犪狊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狊狅狀狉犻犮犲犱犲犪犱犺犲犪狉狋狉犪狋犲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狊狋犲犿犫狅狉犲狉狊

水稻生育期

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香根草年龄

Ａｇｅｏｆｖｅｔｉｖｅｒｇｒａｓｓ

枯心率／％　Ｄｅａｄ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５ｍ ３ｍ １ｍ 对照ＣＫ

方差参数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早稻灌浆期

Ｇｒａ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一年生 （０．７３±０．０３）ａ（０．５１±０．０６）ａｂ（０．５２±０．０６）ａｂ（０．７３±０．０３）ａ犉＝６．７２６，犘＝０．００１

二年生 （０．３６±０．０８）ｃ（０．５２±０．０４）ｂ （０．３０±０．０３）ｃ （０．９９±０．０８）ａ犉＝３４．５８７，犘＜０．００１

晚稻黄熟期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ｐｅｎｅｓｓ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一年生 （０．５５±０．１１）ａ（０．３３±０．０３）ｂ （０．３４±０．０２）ｂ （０．５４±０．０４）ａ犉＝１１．７０４，犘＜０．００１

二年生 （０．３４±０．０２）ｂ（０．２４±０．０６）ｂ （０．２７±０．０９）ｂ （０．５４±０．０４）ａ犉＝４．４２４，犘＝０．０１１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差异显著（犘＜０．０５）。表中５、３、１ｍ
表示香根草丛间距。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犘＜０．０５）．５ｍ，３ｍ，１ｍ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ｖｅｔｉｖｅｒｇｒａｓ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ｐ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图１　不同种植年限香根草防治水稻二化螟的保苗效果

犉犻犵．１　犛犲犲犱犾犻狀犵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狏犲狋犻狏犲狉犵狉犪狊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狊狅狀狊狋狉犻狆狆犲犱狊狋犲犿犫狅狉犲狉犻狀狉犻犮犲犳犻犲犾犱狊

２．２　香根草条带控制二化螟的作用距离

在二化螟发生相对较重的早稻分蘖期，田埂上

种植香根草对稻田中二化螟起到了较好的控制效

果，距离香根草条带５ｍ和１０ｍ的稻桩上，不同丛

间距香根草对二化螟的控制效果优劣排序依次为

１ｍ＞３ｍ＞５ｍ，在距离香根草条带１５ｍ和２０ｍ

的稻桩上，不同丛间距的香根草对二化螟的控制效

果则较为接近（表２）。

表２　香根草种植间距及香根草与水稻的距离对水稻枯鞘率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狏犲狋犻狏犲狉犵狉犪狊狊犮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狋犲狉狏犪犾狊犪狀犱犻狋狊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狅狉犻犮犲狆犾犪狀狋狊狅狀狉犻犮犲犱犲犪犱狊犺犲犪狋犺狉犪狋犲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狊狋犲犿犫狅狉犲狉狊

水稻生育期

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水稻距香根草条带的距离／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ａｎｄｖｅｔｉｖｅｒｇｒａｓｓｓｔｒｉｐｅ

香根草不同种植间距下水稻枯鞘率／％

Ｒｉｃｅｄｅａｄｓｈ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ｖｅｔｉｖｅｒｇｒａｓ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５ｍ ３ｍ １ｍ ＣＫ

方差参数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早稻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ｒｉｃｅ

５ （２．０８±０．０６）ｂ （１．４８±０．０９）ｃ （０．６８±０．１２）ｄ （２．８５±０．１１）ａ 犉＝８２．０１４，犘＜０．００１

１０ （１．９３±０．１０）ｂ （１．６２±０．０５）ｂ （０．９１±０．０７）ｃ （３．６１±０．１７）ａ 犉＝１１４．７３，犘＜０．００１

１５ （１．３５±０．０３）ｂ （１．５４±０．１２）ｂ （１．４０±０．１７）ｂ （２．９０±０．２１）ａ 犉＝２６．１４１，犘＜０．００１

２０ （１．８８±０．０８）ｂ （２．２４±０．１３）ｂ （１．９５±０．１６）ｂ （３．８１±０．１１）ａ 犉＝５３．１６９，犘＜０．００１

晚稻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ｔｅｒｉｃｅ

５ （０．１６±０．０２）ｂ （０．０６±０．０１）ｃ （０．０６±０．０１）ｃ （０．６０±０．０２）ａ 犉＝２６６．００５，犘＜０．００１

１０ （０．４９±０．０６）ｂ （０．１０±０．０２）ｃ （０．０６±０．０１）ｃ （０．９０±０．０８）ａ 犉＝５７．８８５，犘＜０．００１

１５ （０．６２±０．０７）ａ （０．４２±０．０９）ａ （０．６６±０．１１）ａ （０．６６±０．１１）ａ 犉＝１．４５３，犘＝０．２９８

２０ （０．９３±０．１４）ａ （０．３８±０．０６）ｂ （０．３０±０．０３）ｂ （１．０８±０．１１）ａ 犉＝１６．５８８，犘＝０．００１

　　早稻分蘖期，田埂上种植香根草对水稻也有较

好的保苗效果，丛间距１ｍ时，在距离香根草条带

５ｍ和１０ｍ处的保苗效果可以达到７０％以上，在１５ｍ

和２０ｍ处的保苗效果约为５０％；而丛间距为５ｍ

的香根草的保苗效果也较理想，距离香根草条带不

同点的保苗效果达２７．０％～５３．４％（图２）。晚稻分

蘖期，距离香根草条带５ｍ和１０ｍ处均有较好的保

苗效果，在１５ｍ和２０ｍ处的保苗效果则比早稻分

蘖期相对差一些（图２）。综合来看，二年生的香根

草条带的有效作用距离可达到２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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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香根草不同种植间距对水稻的保苗效果

犉犻犵．２　犛犲犲犱犾犻狀犵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狏犲狋犻狏犲狉犵狉犪狊狊犮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狋犲狉狏犪犾狊狅狀狉犻犮犲狆犾犪狀狋狊

２．３　水稻二化螟生态控制的香根草田间布局验证

以一定空间布局在田埂上种植香根草对越冬代

二化螟种群密度的影响见表３、图３。两个试验小区

中，距香根草条带不同距离处的越冬代二化螟百丛

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稻田，且不同距离的二化螟幼

虫密度很接近，不同距离的虫口减退率为７６．２％～

９２．５％，两个生态试验区在距香根草条带２５ｍ距离

上的虫口减退率也达到８０％左右，总体平均虫口减

退率达到８４．２％。说明在辅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技术措施下，香根草行间距５０ｍ、丛间距４ｍ的田

间布局对二化螟的控制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表３　距香根草条带不同距离的稻桩上越冬代二化螟种群密度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狉犻狆狆犲犱狊狋犲犿犫狅狉犲狉狅狀狉犻犮犲

狊狋狌犫犫犾犲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狊狋狅狏犲狋犻狏犲狉犵狉犪狊狊狊狋狉犻狆犲

稻桩与香根草距离／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ａｎｄｖｅｔｉｖｅｒｇｒａｓｓｓｔｒｉｐｅ

二化螟种群密度／头·（１００丛）－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犆犺犻犾狅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犾犻狊

生态试验区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ｚｏｎｅ１

生态试验区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ｚｏｎｅ２
对照ＣＫ

方差参数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５ （８．６１±２．４７）ｂ （７．２２±４．０１）ｂ （９６．６７±９．６２）ａ 犉＝６８．６６１，犘＜０．００１

１０ （１４．１７±２．６８）ｂ （１５．５６±４．３４）ｂ （１００．５６±１７．４６）ａ 犉＝２２．１９４，犘＝０．００２

１５ （１７．２２±１１．４０）ｂ （１２．２０±４．３４）ｂ （７２．２３±１２．５２）ａ 犉＝１０．８８２，犘＝０．０１０

２０ （１３．３４±０．９６）ｂ （１７．２５±６．２６）ｂ （８０．５６±１１．８８）ａ 犉＝１５．９３０，犘＝０．００４

２５ （１５．８３±３．３７）ｂ （１３．８９±５．６３）ｂ （７７．２１±１０．８１）ａ 犉＝２４．３０７，犘＝０．００１

图３　距香根草条带不同距离的稻桩上越冬代二化

螟种群虫口减退率

犉犻犵．３　犚犪狋犲狊狅犳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犲犮狉犲犪狊犲狅犳狋犺犲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狉犻狆狆犲犱狊狋犲犿犫狅狉犲狉狅狀狉犻犮犲狊狋狌犫犫犾犲狊狑犻狋犺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狊狋狅狏犲狋犻狏犲狉犵狉犪狊狊狊狋狉犻狆犲

３　讨论

诱虫植物对靶标害虫引诱作用明显强于主栽作

物，在田间种植小面积的诱虫植物，阻止害虫到达主

栽作物，或使害虫集中到诱虫植物上而被方便地消

灭，从而使主栽作物得以保护。利用诱虫植物防治

害虫可以大大减少杀虫剂的用量，在有些情况下甚

至可以不施杀虫剂，既降低人力物力成本、减少环境

污染，又可保护作物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９１０］。

鉴于诱虫植物环保和可持续的优点，在现代害虫综

合治理中呈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１１２］。

诱集植物的空间布局取决于害虫的类型。对于

迁入性的害虫，诱集植物种植宜采用四周环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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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研究表明，在胡椒园四周种植对胡椒带实蝇

犣狅狀狅狊犲犿犪狋犪犲犾犲犮狋犪（Ｓａｙ）引诱力强的胡椒品种作为

诱集植物，胡椒园内的胡椒受害率仅为１．７％，而化

学防治田受害率达１５．４％
［１３］。在稻田生态系统中，

牺牲水稻种植面积来种植香根草经济效益上并不划

算，根据香根草的生物学特点，田埂上种植香根草是

理性的选择。二化螟的飞行能力较强，常常在临近

的稻田间迁移为害。所以在田块四周或平行的两边

田埂上种植香根草是应用香根草防治二化螟的基本

布局策略。

诱虫植物的田间种植比例也是影响诱虫植物诱

集效果的重要因素。诱虫植物一般是按一定的比

例、在一定的时期种植在作物系统中，如果比例太

大，将会影响主栽作物的产量，种植者不易接受：反

之，如果比例太小，对害虫的引诱力就会降低，控虫

达不到理想效果。一般根据生产实践或田间试验结

果确定适当的比例，大多数诱虫作物占主栽作物种

植面积的１％～１０％
［１４１６］。本试验表明，２年生丛间

距为３ｍ和５ｍ的香根草条带对二化螟的防控效果

和丛间距为１ｍ香根草条带没有显著性差异（表１、

图１）。香根草生长迅速，在种植第１年生物量相对

较小、第２年的分蘖量即可达到几十个乃至百多个

分蘖，株高超过２ｍ，到第３年的生物量还能增长。

因此，香根草的种植间距不宜过密、也不宜过稀，３～

５ｍ比较适宜。从衢州的试验结果来看，在早稻分

蘖期，２年生的香根草条带对距其２０ｍ距离处水稻

保苗效果可以达到５０％（表２、图２），这说明田埂上

种植香根草条带控制二化螟的有效距离可以达到

２０ｍ以上。但作用范围是因具体情况而异的，我们

此前在浙江省余姚和金华等地的试验结果显示，田

埂上种植香根草对稻田螟虫的有效控制距离为８～

１２ｍ，这是二化螟和稻蛀茎夜蛾犛犲狊犪犿犻犪犻狀犳犲狉犲狀狊

（Ｗａｌｋｅｒ）混合发生的稻田的调查结果。稻蛀茎夜蛾

在田埂边为害重而稻田中间发生轻，香根草对稻蛀

茎夜蛾一样具有较好的引诱效果（另文发表），当二

化螟和稻蛀茎夜蛾混合发生时，近田埂１０ｍ左右的

范围内对螟虫的防治效果往往显得更直观一些。上

述为单纯种植香根草的防治效果，当我们采取措施提

高稻田生态系统中的天敌的情况下，种植香根草对二

化螟的控制作用会达到更远的距离、更好的防治效

果。在台州温岭市大溪镇，我们种植了蜜源植物，田

埂上留花留草以提高天敌数量和功能。结果表明，以

丛间距４ｍ在稻田田埂上单行种植香根草条带，两条

平行田埂上香根草行间距５０ｍ的情况下，在种植香

根草的第３年，整个田块越冬代二化螟幼虫平均虫口

减退率８４．２％，且不同距离上效果均匀（表３、图３）。

这说明大田实际应用中，香根草条带间的平行距离可

以在５０ｍ或以上，对稻田螟虫的有效作用距离超过

２５ｍ。香根草的控制作用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而显

现的效果越好，因此，我们推荐香根草在田间的种植

布局是：丛间距３～５ｍ，行间距５０～６０ｍ。

此外，诱虫植物的播期对害虫的控制效果有重

要影响，播期适当，才能使之在主栽作物的关键时期

或整个生长期保持比主栽作物对害虫有更强的引诱

力［１７１８］。其关键是寄主植物的物候期与害虫着卵量

密切相关［１９２０］。香根草为多年生宿根性植物，每年

３月上旬开始抽芽生长，４月－７月进入快速生长期

抽生大量分蘖，７月下旬－１０月中旬生长平缓，但仍

有不少新生分蘖。螟虫喜在新生分蘖上产卵钻蛀，香

根草的营养生长期几乎覆盖整个水稻生育期，因此在

整个水稻生长期香根草对二化螟都保持着强烈的引

诱作用。为保证香根草多抽生新分蘖强化对二化螟

的引诱效果，在７－８月份应对香根草刈割和追肥。

除了诱集害虫这一主要作用，诱虫植物还给天敌

提供避难和繁殖场所，诱虫植物上诱集到的害虫为作

物田繁殖大量的天敌，诱虫植物在调控害虫的同时还

起到天敌库的作用［２１２２］。在实际应用中，在种植布局

香根草的同时，我们推荐稻田田埂留种杂草和种植蜜

源植物，这样可以进一步保护和提高天敌数量，强化

基于诱虫植物香根草技术体系的对二化螟的生态控

制作用。试验中，我们观察到种植香根草的稻田二化

螟寄生蜂尤其是卵寄生蜂的多样性和丰盛度显著高

于对照田，有关研究结果将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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