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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蓟马对非嗜食寄主蚕豆植株短期适应的生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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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对非嗜食寄主蚕豆植株短期适应的生化机制，将菜
豆豆荚上长期饲养的西花蓟马转移至蚕豆植株上胁迫饲喂，分别在 12、24、48、72 和 96 h 测定西花
蓟马体内解毒酶、保护酶、消化酶的活性及营养物质的含量。结果表明，取食蚕豆植株后西花蓟马
体内羧酸酯酶（carboxylesterase，CarE）活性不断升高，在 72 h 时达到最高值 0.65 U/mg prot，然后下
降；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GST）活性也显著增加，且随取食时间延长一直升
高，
在96 h时达到最高值18.85 U/mg prot；
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
CYP450）活性在12 h受到
显著抑制，
降至0.02 U/mg prot，
仅为对照的76.89%，
随时间推移，
在72 h时达到最高值并显著高于对照。
过氧化氢酶（catalase，
CAT）、
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
POD）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均先升高后降低，
在48 h时酶活性达到最高值，
分别为1.50、
4.82和41.31 U/mg prot。消化酶
类胰蛋白酶活性在取食 12 h 被迅速激活升至最高水平，为 0.03 U/mg prot，α-淀粉酶和胰蛋白酶活
性变化则相反，
随取食时间先降低后升高。西花蓟马体内总蛋白含量先降低后升高，
总糖含量在前
24 h 内变化不显著，之后便逐渐降低，总脂含量则是一直降低。表明西花蓟马可快速调节体内酶活
性及营养物质含量来适应非嗜食寄主蚕豆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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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chemical mechanism of the short-term adaptation of western flower thrips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to the broad bean, the non-favorite hos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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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biochemical mechanism of the short-term adaptation of western flower
thrips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to its non-favorite host plant, the broad bean Vicia faba, F. occidentalis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kidney bean pod to the broad bean plant at 12, 24, 48, 72 and 96 h, respective‐
ly, and the activities of detoxifying enzymes, protective enzymes, digestive enzymes and nutrient con‐
tents in F. occidentalis were determin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ctivity of carboxylesterase (CarE)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 reached the peak (0.65 U/mg pro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activity of glutathi‐
one-S-transferase (GST)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feeding time, and reached 18.85 U/mg prot
at 96 h. The activity of cytochrome P450 (CYP450)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with the lowest value of
0.02 U/mg prot at 12 h, which was only 76.89% of the control, but then it rose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at 72 h. The activities of catalase (CAT), peroxidase (POD)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 reaching the peaks (1.50, 4.82, 41.31 U/mg prot, respectively) at 48 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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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of tryptase increased to the highest level (0.03 U/mg prot) at 12 h, while the activities of α-amy‐
lase and trypsin de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feeding time. The contents of
total protein de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total sugar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
ly within 24 h, though then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contents of total lipid decreased at all the tim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 occidentalis could adapt to the broad bean plant in a short time by regulating en‐
zyme activities and nutrient contents.
Key words: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preference; broad bean plant; enzyme activity; nutrient; adaptation
植食性昆虫与寄主植物相互影响、适应和进化，

蒙古自治区（高振江等，2017）等多个省区。西花蓟

当寄主植物被取食时，
能够利用其形态结构、次生代

马寄主范围广，可在田间多种植物上转移为害（Re‐

谢物质和防御蛋白等直接抵制昆虫种群的建立（陈

itz，2009）。刘建业等（2017）研究发现在同一 CO2 浓

明顺等，2009；War et al.，2012），或释放挥发物质引

度下，取食不同嗜食寄主的西花蓟马体内解毒酶和

诱天敌间接抑制植食性昆虫对植物的损害（Aljbory &

保护酶活性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蚕豆作为我国重

Chen，2018），而昆虫可以通过变换取食策略、调整

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刘世明等，
2009），
在贵州省各地

发育历期和调控生理生化机制等方法提高对该寄主

种植面积广，
虽是西花蓟马的非嗜食寄主，
但西花蓟

的适应性（彭露等，2010；刘蓬等，2016；Erb & Rey‐

马仍可以为害并且能够适应蚕豆植株（李景柱等，

mond，2019）。其中昆虫体内的各种酶系在昆虫适

2011；袁 成 明 等 ，2011）。 刘 利 等（2019）和 谢 文 等

应寄主植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羧酸酯酶

（2020）分别研究了西花蓟马从菜豆豆荚转换到菜豆

（carboxylesterase，CarE）、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

和蚕豆植株继代饲养 1、2、3 代后，其体内抗氧化酶

thione-S-transferase，GST）以及细胞色素 P450（cyto‐

基因 FoCAT 及胰蛋白酶基因 CL4520.Contig1 可产

chrome P450，CYP450）等解毒酶能对植物次生物质

生响应来适应新寄主。但西花蓟马取食蚕豆植株在

进行解毒代谢（陈澄宇等，
2015；
Heidel-Fischer & Vo‐

短期内是否可以产生明显的应激反应尚未明确。因

gel，2015）；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过氧化物酶

此，本研究将菜豆豆荚上长期饲养的西花蓟马转移

（peroxidase，POD）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至蚕豆植株上胁迫取食，分别在取食不同时间后测

dismutase，
SOD）等保护酶能有效抑制活性氧自由基

定西花蓟马体内解毒酶、保护酶、消化酶的活性及营

对机体的伤害（黄伟等，2007）；α-淀粉酶、胰蛋白酶

养物质的含量，了解西花蓟马对蚕豆植株短期适应

以及类胰蛋白酶等消化酶具有分解植物淀粉和蛋白

的生化机制，以期为进一步揭示西花蓟马与寄主的

质、
参与信息素合成等功能（姜丽娜等，
2017）。

互作机制提供参考。

目前，关于昆虫对寄主植物的短期适应机制已
有一些报道，如周福才等（2010）研究表明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在寄主转换过程中，多功能氧化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mixed function oxidase，MFO）具有快速响应的特

供试昆虫及植物：西花蓟马饲养在贵州大学昆

性和较强的稳定性，而 CarE 和 GST 活性的变化与烟

虫研究所，在光周期 14 L∶10 D、温度（25±1）℃、相

粉虱对寄主的适应度变化基本一致。小地老虎

对湿度（70±5）%的人工气候箱内用菜豆豆荚长期饲

Agrotis ypsilon（张林林等，2013）、草地螟 Loxostege

养繁殖多代，选取生长发育一致的雌成虫作为供试

stieticatis（王倩倩等，2015）、韭菜迟眼蕈蚊 Bradysia

虫源。蚕豆品种为临蚕五号，购自康乐县进忠农产

odoriphaga（杨玉婷等，2017）和亚洲玉米螟 Ostrinia

品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光周期 14 L∶10 D、温

furnacalis（魏鑫和陈日曌，
2020）等害虫取食不同寄主

度（25±1）℃、相对湿度（70±5）%的人工气候室内进行

植物时，
均可通过调节其体内多种酶活性以适应寄主。

培养，
每营养钵培育4株清洁苗，
待蚕豆长至15 cm 高、

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属缨翅目蓟
马科，
可通过取食、产卵和传播病毒对植物造成严重

叶片 8~10 叶时，取长势一致的健康蚕豆植株作为供
试寄主植株。生长期间均不施用任何农药。

危害，是重要的入侵害虫（Reitz et al.，2020）。西花

试剂及仪器：CarE、GST、CAT、POD、SOD、α-淀

蓟马自 2003 年在我国北京市被首次报道之后，迅速

粉酶、胰蛋白酶活性测定试剂盒及考马斯亮蓝法蛋

扩散蔓延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张治科等，2016）和内

白含量测试盒，
苏州科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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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均为国产分析纯。RXZ 人工气候箱，宁波江南仪
器厂；JXFSTPRP-CL 高通组织研磨仪，上海净信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3K30 冷冻离心机，德国 Sigma 公
司；ME104E 电子天平，浙江省余姚市金诺天平仪器
有限公司；1510 多功能酶标仪，美国 Thermo 公司；
Smart Spec Plus 分光光度计，
美国 Bio-Rad 公司。
1.2 方法
1.2.1 西花蓟马胁迫取食处理
将菜豆豆荚上饲养并羽化 3 d 后的西花蓟马雌
成虫接到蚕豆植株叶片上，在其分别取食 12、24、
48、72、96 h，将西花蓟马挑入 2 mL 的离心管中，每
个时间下每种酶和营养物质的测定分别随机吸取
50 头西花蓟马作为 1 个重复，共 4 次重复。以菜豆
豆荚上饲养未取食蚕豆的西花蓟马作对照。
1.2.2 酶液制备
在装有西花蓟马的离心管中加入冰冷的0.1 mol/L、
pH 7.6 的磷酸缓冲液 200 μL，用高通量组织研磨器
在冰浴中匀浆，再用 200 μL 磷酸缓冲液清洗匀浆
器；合并全部溶液于 10 000 r/min、4℃条件下离心
15 min，上清液即为 P450 粗提液。在装有西花蓟马
的离心管中直接加入0.4%预冷的生理盐水200 μL，
用
高通量组织研磨器在冰浴中匀浆，
再用 200 μL 生理盐
水清洗匀浆器；合并全部溶液于 3 000 r/min、4℃条
件下离心 10 min，上清液即为类胰蛋白酶粗提液。
其他酶活性测定的酶液参照相应试剂盒操作步骤进
行制备。
1.2.3 解毒酶活性测定
参考 CarE 和 GST 活性测定试剂盒操作步骤对
2 种解毒酶活性进行测定。在波长 450 nm 下测定吸
光值并计算 CarE 活性，每毫克组织蛋白每分钟催化
增加 1 个单位吸光值定义为 1 个酶活单位。在波长
340 nm 下测定吸光值并计算 GST 活性，每毫克组织
蛋白每分钟催化 1 nmol/L CDNB 与 GSH 结合定义
为 1 个酶活单位。参照张国福等（2015）方法在波长
405 nm 下测定吸光值并计算 P450 活性。
1.2.4 保护酶活性测定
参考 CAT、SOD 和 POD 活性测定试剂盒操作步
骤对 3 种保护酶活性进行测定。在波长 405 nm 下
测定吸光值并计算 CAT 活性，每毫克组织蛋白每分
钟催化 1 μmol H2O2 降解定义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在波长 560 nm 处测定吸光值并计算 SOD 活性，在
黄嘌呤氧化酶藕联反应体系中抑制百分率为 50%
时，反应体系中的 SOD 酶活力定义为 1 个酶活单
位。在波长 470 nm 处测定吸光值并计算 POD 活
性，每毫克组织蛋白在每毫升反应体系中每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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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0 变化 0.005 为 1 个酶活单位。
1.2.5 消化酶活性测定
参考 α-淀粉酶和胰蛋白酶活性测定试剂盒操作
步骤对2种消化酶活性进行测定。在波长 540 nm 处
测定吸光值并计算 α-淀粉酶活性，每毫克组织蛋白
每分钟催化产生 1 mg 还原糖定义为 1 个酶活单位。
在波长 555 nm 处测定吸光值并计算胰蛋白酶活性，
每毫克组织蛋白每分钟催化减少 0.5 个单位吸光值
定义为 1 个酶活单位。参照王英丽等（2014）方法于
波长 405 nm 处测定吸光值并计算类胰蛋白酶活性。
1.2.6 西花蓟马体内营养物质含量的测定
采用考马斯亮蓝（G-250）法测定蛋白质含量，
使用牛血清白蛋白作为标准蛋白（Bradford，1976）。
参照周隆等（2011）方法对西花蓟马体内总糖进行分
离提取，采用蒽酮法测定总糖含量，在分光光度计
620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值。以葡萄糖建立标准曲
线。参照周隆等（2011）方法对西花蓟马体内总脂进行
分离提取，
采用磷酸-香兰素法（Nakamatsu & Tanaka，
2004）测定总脂含量，
在波长 547 nm 处测定吸光值。
以胆固醇建立标准曲线。
1.3 数据分析
试 验 数 据 采 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和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Tukey 检验法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西花蓟马体内解毒酶活性的变化
西花蓟马体内解毒酶活性在不同时间下不同
（图 1）。CarE 活性自 12 h 开始增加，到取食 72 h 后
酶活性达到峰值 0.65 U/mg prot，为对照的 1.82 倍，
96 h 酶活性开始下降（图 1-A）。GST 活性与时间呈
正相关，
处理时间越长酶活性越高，
在 96 h 时达到最
高，为 18.85 U/mg prot，在取食 12、24、48、72 和 96 h
时分别为对照的 1.47 倍、1.61 倍、1.79 倍、1.95 倍和
2.21 倍（图 1-B）。而 P450 活性在取食 12 h 即受到显
著的抑制，仅为 0.02 U/mg prot，为对照的 76.89%，随
后逐渐上升，
在 72 h 时达到对照的 1.10 倍，
之后又下
降至对照水平（图 1-C）。
2.2 西花蓟马体内保护酶活性的变化
3 种保护酶活性在不同时间下的变化也不同
（图 2）。西花蓟马取食 12 h，其体内 CAT 活性略有
下降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随后显著上升，在取食
48 h 时达到最大值 1.50 U/mg prot，
为对照的 1.76 倍，
而后又呈下降趋势，在取食 96 h 后显著低于对照水
平，为对照的 66.54%，活性为 0.56 U/mg prot（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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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西花蓟马体内 POD 和 SOD 活性随取食时间的
延长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图 2-B~C），在取食
48 h 时均达到最高值 4.82 U/mg prot 和 41.31 U/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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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分别为对照的 2.19 倍和 1.62 倍，继续取食 POD
和 SOD 活性虽有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对照，在 96 h
时分别为对照的 1.83 倍和 1.45 倍。

图 1 西花蓟马体内 CarE（A）、
GST（B）和 P450（C）活性的变化
Fig. 1 Changes of CarE (A), GST (B) and P450 (C) activities in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Tukey 检验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
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ukey test.

图 2 西花蓟马体内 CAT（A）、
POD（B）和 SOD（C）活性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CAT (A), POD (B) and SOD (C) activities in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Tukey 检验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
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ukey test.

2.3 西花蓟马体内消化酶活性的变化
α-淀粉酶、胰蛋白酶的活性均随取食时间延长
先降低后升高（图 3-A~B），在 48 h 后下降到最低值
0.06 U/mg prot 和 0.29 U/mg prot，分别降低 6.50% 和
36.63%。随后 α-淀粉酶活性逐渐升高且显著高于
对照，在取食 96 h 时升至最高值 0.07 U/mg prot，是
最低值的 1.13 倍。胰蛋白酶活性在 48 h 后有所上
升，但仍显著低于对照。类胰蛋白酶活性在取食蚕
豆植株 12 h 升至最高值 0.03 U/mg prot，为对照的
1.95 倍，之后随时间的延长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
对照，在 24、48、72 和 96 h 类胰蛋白酶活性分别为对
照的 1.88 倍、1.61 倍、1.68 倍和 1.74 倍（图 3-C）。
2.4 西花蓟马体内主要营养物质含量的变化

白含量与 24 h 相比下降不显著，在 72 h 时总蛋白含
量下降至最低，仅为 4.28%，只有对照的 72.26%，取
食 96 h 回升至对照的 88.85%，差异仍显著（图 4-A）。
总糖含量在取食前期 24 h 内略有上升，但和对照差
异不显著，在取食 48 h 后随时间增加而下降，在 96 h
时其含量最低，只有对照的 72.19%（图 4-B）；总脂含
量则与取食时间成反比，
取食时间越长，
总脂含量越
低，
在 96 h 时仅为对照的 69.37%（图 4-C）。

3 讨论

降至对照的 93.30%，随时间延长继续下降，在 24 h

本研究发现西花蓟马取食蚕豆植株 12 h 后，西
花蓟马体内解毒酶 GST、CarE 和 P450 活性均有明显
变化，说明解毒酶在西花蓟马取食不同寄主植物时
能快速作出反应，但不同解毒酶的活性变化不同，
GST 和 CarE 活性在 12 h 显著上升，而 P450 活性显

时总蛋白含量仅为对照的 82.75%，取食 48 h 时总蛋

著下降。当昆虫转移到非嗜食寄主时，体内酶活性

西花蓟马 取食 12 h 后体内总蛋白含量显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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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升高，这是昆虫适应寄主的表现之一。如周福

上研究报道均与本试验发现的 GST 和 CarE 活性升

才等（2010）研究结果表明烟粉虱从嗜食性较强的番

高的结果一致。然而也有 CarE 和 GST 活性变化不

茄寄主转移到嗜食性较弱的 GK22 棉花、S3 棉花和

同的报道，
如牟峰等（2017）研究发现西花蓟马从最嗜

辣椒上进行取食后，体内 CarE 和 GST 活性均显著高

食菜豆豆荚转换到较嗜食寄主菜豆植株上取食36 h时

于对照；田玉安等（2012）研究发现 B 型烟粉虱取食

体内 CarE 活性显著降低后回升，GST 活性显著升

适应性相对较差的四季秋瓜寄主时，CarE 活性始终

高；而西花蓟马从菜豆豆荚转换到菜豆植株上取食

处于被激活状态；宋国华等（2014）研究表明桃蛀螟

5 d 后，体内 GST 和 CarE 活性无明显变化（李顺欣

Conogethes punctiferalis 幼虫取食嗜食性较弱的向

等，2017）。蒲恒浒等（2018a）将西花蓟马从菜豆豆

日葵、棉花、大豆、蓖麻、柿和无花果等寄主 48 h 后，

荚转换到非嗜食寄主番茄植株上取食 36 h 后，CarE

其体内 CarE 和 GST 活性要显著高于取适宜寄主食

活性并无明显变化，而 GST 活性在取食 24 h 时显著

桃、高粱和玉米时的活性。徐伟等（2018）研究发现

降低，取食36 h后又回升至原来水平。这些研究结果

从大豆田采集的双斑萤叶甲 Monolepta hieroglyphi‐

均与本研究结果差异较大，
可能是不同昆虫对寄主植

ca 转换到非嗜食寄主番茄和水蒿上时，其体内解毒

物存在自身特有的适应机制，
也可能是寄主植物的营

酶 CarE、GST 和 AchE 活性在 48 h 内均显著上升，以

养物质和次生化合物差异所致（戴宇婷等，
2013）。

图 3 西花蓟马体内 α-淀粉酶（A）、
胰蛋白酶（B）和类胰蛋白酶（C）活性的变化
Fig. 3 Changes of α-amylase (A), trypsin (B) and tryptase (C) activities in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Tukey 检验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
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ukey test.

图 4 西花蓟马体内总蛋白（A）、
总糖（B）和总脂（C）含量的变化
Fig. 4 Changes of total protein (A), total sugar (B) and total lipid (C) contents in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Tukey 检验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
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ukey test.

西花蓟马在蚕豆植株上短期适应过程中，体内

寄主蚕豆植株在诱导防御过程中，激发了西花蓟马

保护酶 SOD 和 POD 活性在 12 h 时均迅速上升，而

的反防御反应，
西花蓟马升高体内保护酶活性，
提高

CAT 活性变化不明显，在 24 h 时才显著上升。总体

自身的适应性，使西花蓟马减轻所受有害物质的伤

上 3 种酶活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非嗜食

害 ，后 由 于 逐 渐 适 应 寄 主 酶 活 性 降 低 。 尹 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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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研究表明不同寄主植物对草地螟幼虫后体内

后，
其体内解毒酶、保护酶和消化酶的活性及营养物

CAT 等保护酶均有一定影响，其中取食非嗜食寄主

质的含量等均发生较大变化，表明西花蓟马面对非

马铃薯时，
体内保护酶活性上升明显，
但随着时间延

嗜食寄主蚕豆植株时，可通过快速调节体内酶活性

长，
酶活性变化趋势与取食其他寄主逐渐一致，
这可
能是幼虫逐渐适应了寄主植物，从而酶活力也趋于
平稳状态。牟峰（2015）研究结果表明西花蓟马从菜
豆豆荚转换到菜豆植株取食 36 h，体内 POD 活性变
化趋势与本研究结果相同，而 CAT 和 SOD 活性变化
则差异较大。蒲恒浒等（2016）研究报道西花蓟马从
菜豆豆荚转换到番茄植株上，取食 36 h 期间西花蓟
马体内 POD 活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CAT 和
SOD 活性则无明显变化。这些结果差异可能与酶
的功能差异、寄主和昆虫种类不同有关（刘玉坤等，
2011）。
本研究中西花蓟马体内消化酶 α-淀粉酶和胰蛋
白酶活性先降低后升高。这可能是西花蓟马开始取
食非喜食寄主时，
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
相关酶活性
下降，逐渐适应一段时间后西花蓟马可通过调节自
身体内酶活性来更好地分解寄主植物，导致相应的
酶活性逐渐上升。徐伟等（2018）发现双斑萤叶甲被
迫取食非嗜食寄主番茄和水蒿后，体内消化酶活性
最初被抑制，但随着取食时间的延长，胰蛋白酶等
3 种消化酶活性均明显增加；王倩倩等（2015）研究
报道草地螟取食非嗜食寄主玉米和马铃薯，其体内
中肠胰蛋白酶活性初期呈下降趋势，到一定水平后
开始回升，但淀粉酶活性在取食玉米和马铃薯 96 h
内一直呈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随时间延长而缓和，
可
能是草地螟在转换寄主后 96 h 内未能较好的适应寄
主。而牟峰（2015）研究表明西花蓟马从菜豆豆荚转
换到菜豆植株取食 36 h 后，
淀粉酶活性变化不明显；
蒲恒浒等（2018b）研究表明将西花蓟马从菜豆豆荚
转换到非嗜食寄主番茄植株上取食 36 h 后，
体内淀
粉酶和胰蛋白酶活性明显上升，
均与本研究结果相反，
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西花蓟马在取食非嗜食寄主蚕豆植株时，除了
总糖含量在 48 h 开始显著低于对照水平，总蛋白和
总脂含量在 12 h 就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蚕豆为
西花蓟马的非嗜食寄主，西花蓟马需要消耗体内的
营养物质以满足其发育的需求。周隆等（2011）和刘
玉坤等（2011）发现将长期用甘蓝饲养的 B 型烟粉虱
转换到嗜食性更好的番茄寄主后，其体内总蛋白质
和总糖含量上升，
而总脂含量下降。研究结果的异同
可能是不同昆虫面对不同嗜食寄主的适应策略不同。
综上所述，西花蓟马取食非嗜食寄主蚕豆植株

变化及营养物质含量等来适应寄主。本研究结果将
为阐明西花蓟马对非嗜食寄主的适应机制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为进一步对西花蓟马进行综合防治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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