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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红蝽特殊取食行为及其偏好性
赵 瑞1

王雅丽 1

王 美1

张晓晨 1

韩渊怀 2

李 锐 1*

（1. 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太谷 030801；2.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太谷 030801）

摘要：为探究地红蝽 Pyrrhocoris tibialis Stål 的特殊取食行为及其取食选择性，通过在室内外观测
并全程记录地红蝽的取食行为，研究其对 12 种植物种子以及不同部位和不同成熟度苘麻种子的取
食偏好性。结果表明，地红蝽室外取食行为包括寻水、吸水、清理、离开、搜寻、摩擦、刺探、插入、携
带、攀爬、取食、静止和离开共 13 个过程；在室内有 92% 的地红蝽具先吸水后取食的行为，8% 只进
行吸水行为。地红蝽对苘麻种子的取食偏好性最高，
选择率为 41.71%，
取食时长为 77.30 min，
刺探
次数为 3.44 次，
均显著高于其余植物种子；地红蝽对苘麻种子种皮厚度最薄（96.12 μm）的左肩部位
取食选择率最高，为 28.93%，显著高于其他部位；对成熟度最高的深色苘麻种子取食偏好性最高，
选择率为 42.00%，取食时长为 182.94 min，刺探次数为 6.44 次，高于次深色和浅色苘麻种子。表明
地红蝽取食行为是吸水-携带种子攀爬-取食的特殊取食行为，且偏好取食苘麻种子并对种皮厚度
最薄部位和成熟度最高苘麻种子的取食偏好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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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pecial feeding behavior and feeding selectivity of red bug Pyrrhoco‐
ris tibialis Stål, the feeding behavior of P. tibialis was investigated and recorded during the whole pro‐
cess through indoor and outdoor observations, and its feeding preference for 12 plant seeds and for the
different seed parts of 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cu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maturity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utdoor feeding process of P. tibialis included 13 stages: seeking water, ab‐
sorbing water, cleaning, leaving, searching, rubbing, probing, inserting, carrying, climbing, feeding,
standing still, and leaving. Indoor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92% of P. tibialis completed the behavior of
absorbing water before feeding, with the rest 8% absorbed water without proceeding to feeding. The
feeding preference of P. tibialis for A. theophrasti seeds was the highest, with a selection rate of
41.71%, a feeding duration of 77.30 min, and the average probing times of 3.44, which were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plant seeds. The feeding selection rate for the left shoulder with the
thinnest seed coat (96.12 μm) was the highest (28.9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parts. The preference for the most mature seeds was the highest, with a selection rate of
42.00%, a feeding duration of 182.94 min, and the average probing times of 6.44, which wer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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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ose of the immature seeds with green and light brown coat. It demonstrated that P. tibialis had a
special feeding behavior consisting of absorbing water, climbing with seeds and feeding. P. tibialis pre‐
ferred to feed A. theophrasti seeds, preferred the mature to the immature among different A. theophrasti
seeds, and preferred to feed the seed area with the thinnest coat.
Key words: Pyrrhocoris tibialis; Abutilon theophrasti seed; feeding behavior; feeding preference
地红蝽 Pyrrhocoris tibialis Stål 属节肢动物门昆
虫纲半翅目红蝽科，
是一种植食性害虫，
具刺吸式口
器，
在田间以植物种子和植物汁液为食，
为害植物范
围较广，有谷子、糜子、玉米、绿豆、黄豆和狗尾草等
多种植物（章士美，1985）。在全国分布范围较为广
泛，
已连续多年在多地暴发成灾，
是一种重要的农业
害虫（刘晨等，
2013）。目前，
国内外对地红蝽的研究
相对较少，刘晨等（2013）研究了牛心朴子提取物对
地红蝽的毒杀作用；Krajicek et al.（2016）通过气相
色谱-质谱法分析了地红蝽的防御分泌物；Zhang et
al.（2019）对地红蝽有丝分裂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但
均未涉及到地红蝽取食行为方面的研究。
昆虫的取食行为是其在接受内外刺激后，神经
系统和肌肉系统做出的综合反应，表现出摄取食物
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周天牧等，
2004），
是昆
虫生理代谢中首要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裴元慧等，
2007）。昆虫主要借助嗅觉感受器和视觉感受器来
发现并找到寄主，随后通过味觉感受器和触觉感受
器对寄主能否取食做出判断（雷宏和徐汝梅，1992；
陆宴辉等，
2008）。有些昆虫在取食过程中具有特别
的取食习性来进一步帮助其完成进食，如唐艺婷等
（2019）观察发现益蝽 Picromerus lewisi Scott 将鳞翅
目幼虫拖至高处处于悬空状态后再将其杀死取食，
地红蝽也可能具有特殊的取食行为，但目前还未见
相关报道。
昆虫寄主选择行为是昆虫取食行为中的研究热
点（陆宴辉等，
2008）。近年来，
对于植食性昆虫对寄
主植物的取食选择性研究越来越多。张云慧等
（2021）研 究 了 草 地 贪 夜 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Smith）成虫和幼虫对嗜食寄主及禾本科杂草的选
择性；房敏等（2020）通过室内饲养观察法明确了草
地贪夜蛾对马唐具有较高的取食适应性；Batallas &
Evenden（2020）通过多项选择饲喂试验得出红背切
夜蛾 Euxoa ochrogaster（Guenée）偏好取食油菜，而
西部灰地老虎 Agrotis orthogonia Morrison 偏好取食
春小麦。目前，国内外鲜有关于地红蝽对寄主的取
食选择性研究。
2015 年夏季，本课题组在大田中偶然发现地红

蝽在清晨时携带苘麻种子攀爬到谷子、玉米和绿豆
等植株上有露水的地方，猜测地红蝽先浸泡软化种
子再刺吸取食苘麻种子内含物，
该现象具有特殊性，
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本研究从地红蝽取食
苘麻种子的特殊现象入手，通过室内外观测地红蝽
取食行为和对取食种子种类、部位、成熟度的取食偏
好性，
探究地红蝽取食苘麻种子的选择性机制，
以期
为其取食行为学研究和防治提供基础理论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虫源：
地红蝽采集于山西农业大学试验田，
带回实验室在人工气候箱内于培养皿中单头饲养。
在每个直径 9 cm 的培养皿中一侧边缘放置一小块
湿棉球，另一侧放置 5 粒成熟饱满的苘麻种子。湿
棉球每天保持湿润状态，苘麻种子每隔 1 周更换
1 次。饲养条件为温度（26±1）℃、
相对湿度（60±5）%、
光周期 14 L∶10 D。选取大小一致的健康地红蝽雌
成虫作为试验材料。
供试种子：通过本课题组在田间的观察以及刘
晨等（2013）的研究结果可知，地红蝽吸食植物种子
汁液，所以选取地红蝽田间取食作物以及常见作物
共 12 种作物的种子供试，分别为苘麻、薏苡、黑芝
麻、黑豆、绿豆、赤小豆、大豆、红豆、豌豆、棉花、苦荞
麦和玉米种子。苘麻种子于山西农业大学试验田采
集，
其他供试种子于太谷县中裕种业农资店购买。
仪器：D7100 单反相机，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
国）有限公司；
VideoMot2 昆虫行为追踪记录仪，
美国
自然基因公司；SZX16 体式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
MGC-300H人工气候箱，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地红蝽取食过程记录
在室外，
于谷子、绿豆等地红蝽寄主植物的生长
发育时期，即 2019 年 5 月初至 10 月初于山西农业大
学杂粮试验基地持续目测观察地红蝽的取食行为，
并且在其活动范围内固定相机于支架上进行拍摄记
录。在室内，于实验室内在直径 9 cm 的培养皿中一
侧边缘放置一小块湿棉球，在其相对边缘位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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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粒成熟饱满的苘麻种子，随后放入 1 头饥饿处理

插入露水边缘或寄主植物叶脉、茎秆或嫩芽中，
吸水

24 h 的地红蝽雌成虫，在昆虫行为追踪记录仪下记

过程中昆虫触角轻微晃动（图 1-A~C）；清理，吸水完

录并且验证其取食行为过程。每次记录 1 头雌成

毕后地红蝽清理口针以及 1 对前足，前足不断相互

虫，
重复 50 次。

摩擦直至摆脱露水；
离开，
爬行离开吸食水分的寄主

1.2.2 地红蝽对不同植物种子的选择性测定

植物；搜寻，地红蝽到处搜寻苘麻种子，找到后用触

在直径为 9 cm 的培养皿中间位置放置一小块

角及口针不断敲打种子，
直到挑选到合适的种子（图

湿棉球，在培养皿边缘随机排列放置 12 种植物种

1-D~E）；摩擦，找到种子后，地红蝽停留在种子周

子，分别为苘麻、薏苡、黑芝麻、黑豆、绿豆、赤小豆、

围，然后用 1 对前足对口针进行摩擦处理（图 1-F）；

大豆、红豆、豌豆、棉花、苦荞麦和玉米种子，均匀分

刺探，地红蝽口针插入种子后再拔出，持续时长 0.5~

布于培养皿边缘一圈。每个培养皿中各种子的大

2.0 min，取食会前进行多次重复；插入，地红蝽口针

小、饱满度都要求基本一致。随后放入 1 头饥饿处

插入种子内部；
携带，
地红蝽利用口针携带搬运种子

理 24 h 的地红蝽雌成虫，
让其自由选择，
并记录取食

并去寻找适宜的寄主植物（图 1-G）；攀爬，地红蝽攀

选择种类、单次取食时长（从地红蝽口针插入种子取

爬到适宜寄主植物的合适位置再取食种子（图 1-

食开始到口针拔出为止）和单次刺探次数。每次测

H）；取食，地红蝽的 1 对前足将种子抱住，通过口针

定 30 头雌成虫，
重复 5 次，
共测定 150 头雌成虫。

释放水状唾液到种子，
头部及口针不断耸动吸食，
有

1.2.3 地红蝽对苘麻种子不同部位的选择性测定

时触角会同吸水时一样轻微摆动（图 1-I~J）；静止，

在直径为 9 cm 的培养皿中一侧边缘放置一小

地红蝽的一个取食阶段完成后，
口针收回紧贴腹部，

块湿棉球，另一侧放置 1 粒成熟饱满的苘麻种子。

前足抱住种子静止不动（图 1-K）；离开，地红蝽取食

随后放入 1 头饥饿处理 24 h 的地红蝽雌成虫等待其

完成后，
放弃种子爬行离开（图 1-L）。

刺吸取食，
取食结束后取出苘麻种子，
在体视显微镜

在室内，
地红蝽雌成虫取食行为全过程分为2步，

下观测被刺吸过的苘麻种子，记录苘麻种子被刺吸

即先吸水后取食苘麻种子（图 2-A~B）。其中，有

的部位；并且使用体式显微镜配套软件 ToupView

92.00% 的地红蝽完成整个取食过程，8.00% 的地红

3.7 中的标尺测量被刺吸部位的种皮厚度。每次测

蝽只吸食水而不刺吸取食苘麻种子，这 2 种行为之

定 10 粒苘麻种子，
重复 5 次，
共测定 50 头雌成虫。

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明地红蝽取食行为

1.2.4 地红蝽对不同成熟度苘麻种子的选择性测定

是吸水-取食-吸水-取食反复的过程。

按照吕鹏辉等（2021）方法将苘麻种子按种皮颜
色分为 3 种成熟度，即深色、次深色和浅色，颜色越

2.2 地红蝽的取食偏好性
2.2.1 地红蝽对不同种子的取食偏好

深成熟度越高。在直径为 9 cm 的培养皿中间处放

地红蝽对 12 种植物种子的取食选择率存在显

置一小块湿棉球，边缘放置 3 个不同成熟度且饱满

著 差 异 ，地 红 蝽 对 苘 麻 种 子 的 选 择 率 最 高 ，为

的苘麻种子各 1 粒，
随后放入 1 头饥饿处理 24 h 的地

41.71%，显著高于该虫对其余种子的选择率；其次

红蝽雌成虫，
让其自由选择，
记录其对不同成熟度苘

为薏苡种子，选择率为 28.41%；再次为黑芝麻种子，

麻种子的取食选择、
总取食时长和总刺探次数。每次

选择率为 15.07%；地红蝽对剩余种子的选择率均较

测定30头雌成虫，
重复 5 次，
共测定 150 头雌成虫。

低，为 0~6.52%。地红蝽对薏苡和黑芝麻种子的取

1.3 数据分析

食选择率显著低于其对苘麻种子的选择率，但显著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应用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地红蝽室内外取食行为过程

高于对剩余其他种子的选择率。地红蝽在 12 种植
物种子上的取食时长由长到短依次为苘麻种子>黑
芝麻种子>薏苡种子>黑豆种子>绿豆种子>赤小豆
种子>其他种子，地红蝽对苘麻种子的平均取食时
长为 77.30 min，显著高于对黑芝麻和薏苡种子的取

在室外试验田，
地红蝽具体取食过程分为 13 步，

食时长 36.09 min 和 30.87 min；
地红蝽对黑芝麻和薏

包括寻水、吸水、清理、离开、搜寻、摩擦、刺探、插入、

苡种子的取食时长显著低于对苘麻种子的取食时

携带、攀爬、取食、静止和离开。寻水，
地红蝽攀爬上

长，
而显著高于对剩余其他种子的取食时长。地红蝽

适宜的寄主植物上，触角及口针不断接触寄主植物

在苘麻种子上的刺探次数最多，平均刺探次数可达

表面来搜寻植物汁液或晨露；
吸水，
地红蝽口针弯曲

3.44 次，显著高于对黑芝麻种子的刺探次数 1.2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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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红蝽在剩余种子上的刺探次数为 0~1.07 次，均显

次数均显著高于其余 11 种植物种子，说明地红蝽对

著低于对苘麻种子的刺探次数（表 1）。总体而言，

不同植物种子表现出不同的取食偏好性，对苘麻种

地红蝽对苘麻种子的取食选择率、取食时长和刺探

子的取食偏好性最强。

A：吸食露水；B~C：吸食植物汁液；D：在地上搜寻苘麻种子；E：在苘麻成熟蒴果上搜寻苘麻种子；F：摩擦口针；G：
携带苘麻种子寻找适宜寄主植株；H：攀爬到寄主植株上寻找合适位置；I~J：取食苘麻种子；K：取食完成后静止状态；
L：被 取 食 后 留 下 的 苘 麻 种 子 。 A: Sucking dew; B-C: sucking plant juice; D: searching for A. theophrasti seeds on the
ground; E: searching for A. theophrasti seeds on mature capsules of A. theophrasti; F: rubbing mouthparts; G: carrying A. theo‐
phrasti seeds to find suitable host plants; H: climbing to the host plant to find a suitable location; I-J: feeding A. theophrasti
seeds; K: the resting state after finishing feeding; L: A. theophrasti seed after being fed.
图 1 地红蝽的室外取食行为过程
Fig. 1 The process of outdoor feeding behavior of Pyrrhocoris tibialis

A：吸取湿棉球中水分；B：刺吸取食苘麻种子。A: Ab‐
sorbing water from the wet cotton ball; B: sucking A. theo‐
phrasti seeds.
图 2 地红蝽的室内取食行为
Fig. 2 The indoor feeding behavior of Pyrrhocoris tibialis

2.2.2 地红蝽对苘麻种子不同部位的取食偏好
地红蝽对苘麻种子不同部位的取食选择性不同
（图 3），其对苘麻种子左肩、右肩和底部的选择率显
著高于其他部位，
分别为 28.93%、
22.68% 和 16.42%，
这 3 个位置的种皮厚度显著低于其他部位，分别为
96.12、105.15 和 106.88 μm；而脐部种皮厚度最大，
为 257.90 μm，与地红蝽对此部位的取食选择率最低

（3.11%）的结果相吻合（表 2）。说明地红蝽取食苘
麻种子的位置与苘麻种子的种皮厚度有关，种皮厚
度越薄，
取食选择率越高。
2.2.3 地红蝽对不同成熟度苘麻种子的取食偏好
地红蝽对 3 种不同成熟度苘麻种子的取食选择
率存在差异，
对深色种子，
即成熟度最高的苘麻种子
的取食选择率最高，为 42.00%；其次为浅色的苘麻
种子，取食选择率为 31.33%；对次深色的苘麻种子
的取食选择率最低，为 17.33%。地红蝽对 3 种不同
成熟度苘麻种子的取食时长存在显著差异，在深色
种子上的取食时长最长，可达 182.94 min，显著高于
地红蝽在次深色和浅色苘麻种子上的取食时长
111.27 min 和 116.69 min。地红蝽在 3 种不同成熟度
苘麻种子上的刺探次数也存在显著差异，在深色种
子上的刺探次数最多，
为 6.44 次，
显著高于在次深色
和浅色种子上的刺探次数 1.37 次和 1.30 次（表 3）。
综合分析，地红蝽对成熟度最高的深色苘麻种子的
取食选择率、取食时长和刺探次数均高于次深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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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色苘麻种子，说明地红蝽偏好取食成熟度高的苘

麻种子。

表 1 地红蝽对供试植物种子的取食偏好性
Table 1 Feeding preference of Pyrrhocoris tibialis for chosen species of plants seeds
种类
Species

选择率
Selectivity/%

取食时长
Feeding duration/min

刺探次数
Test-probing times

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cus

41.71±4.95 a

77.30±2.56 a

3.44±0.07 a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inn.

28.41±3.48 b

30.87±1.15 b

1.07±0.04 bc

黑芝麻 Sesamum indicum Linn.

15.07±4.14 c

36.09±4.07 b

1.29±0.19 b

黑豆 Glycine max (Linn.) Merr.

6.52±1.01 d

7.20±0.25 c

1.00±0.00 c

绿豆 Vigna radiata (Linn.) Wilczek

4.89±0.79 d

4.90±0.71 cd

1.00±0.00 c

赤小豆 Vigna umbellata (Thunb.) Ohwi et Ohashi

3.40±1.68 d

3.50±0.29 cd

1.00±0.00 c

其他 Others

0.00±0.00 d

0.00±0.00 cd

0.00±0.00 d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
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表 2 地红蝽对苘麻种子不同部位的取食选择性及种皮厚度
Table 2 Feeding selectivity of Pyrrhocoris tibialis for different
parts of Abutilon theophrasti seeds with different
seed coat thicknesses

A：a表示左肩，
b表示右肩，
c表示底部，
d表示左胴，
e表示右胴，
f 表示正面，
f 对立面相同部位表示背面，
g 表示脐部；B：黑色
箭头所指部位表示唾液鞘。A: a, the left shoulder; b, the right
shoulder; c, the bottom; d, the left carcass; e, the right carcass;
f, the front; the opposite part of f, the back, and g, the umbilical
region; B: the salivary sheaths are indicated by black arrows.

取食部位
Feeding site
左肩 Left shoulder
右肩 Right shoulder
底部 Bottom
左胴 Left carcass
右胴 Right carcass
正面 Front
背面 Back
脐部 Umbilical region

选择率
Selectivity/%
28.93±0.91 a
22.68±0.81 b
16.42±0.77 c
10.90±0.66 d
9.36±0.91 d
4.66±0.69 e
3.94±1.27 e
3.11±0.78 e

种皮厚度
Testa thickness/μm
96.12±1.43 d
105.15±1.88 d
106.88±2.54 d
118.66±2.09 c
126.35±2.43 bc
128.34±4.63 bc
136.85±4.43 b
257.90±8.90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图 3 苘麻种子的显微观测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

Fig. 3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on seeds of

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Abutilon theophrasti

range test.

表 3 地红蝽对不同成熟度苘麻种子的取食偏好性
Table 3 Feeding preference of Pyrrhocoris tibialis for Abutilon theophrasti seed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maturity
成熟度
Maturity

选择率
Selectivity/%

取食时长
Feeding duration/min

刺探次数
Test-probing times

深色 Dark color

42.00±6.29 a

182.94±8.92 a

6.44±0.09 a

次深色 Slightly dark color

17.33±3.56 b

111.27±11.11 b

1.37±0.11 b

浅色 Light color

31.33±6.72 ab

116.19±10.75 b

1.30±0.03 b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
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3 讨论
昆虫取食行为一般包括定向、选择食物、取食、
清 洁 梳 理 和 静 息 等 过 程（Matthews & Matthews，
2009；何章章等，2018）。地红蝽定向寄主植株和苘
麻种子、选择合适寄主植株和苘麻种子、刺吸植物汁

液和苘麻种子、梳理口器和前足以及休息静止这些
行为与此类似。刺吸式昆虫取食寄主植物会进行识
别判断、刺穿和进食一系列行为，
周昊等（2020）研究
发现梨冠网蝽 Stephanitis nashi Esaki et Takeya 取食
苹果苗会经过刺探植物表面、刺穿表皮和取食叶肉
细胞及木质部 3 步；于良斌等（2021）研究发现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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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 Aphis craccivora Koch 在取食苜蓿时会进行接触

究结果一致。在昆虫取食过程中，寄主植物的表皮

刺探叶片、刺破细胞膜和吸食植物汁液的过程；
这些

物理性状如表皮毛、蜡质层和表皮厚度等均会对昆

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中地红蝽刺吸取食苘麻种子相

虫取食造成一定影响。如 Lundgren et al.（2008）通过

似。但地红蝽取食行为具有特殊性，在田间地红蝽

选择性试验发现南方小花蝽 Orius similis Zheng 偏

会进行吸水-携带种子攀爬-取食的进食过程，并且

好取食寄主植物中表皮厚度较薄的部位。该结果与

在实验室条件下饥饿处理 24 h 的地红蝽也未出现先

本研究结论一致，即地红蝽偏好选择苘麻种子种皮

取食或只取食苘麻种子的现象，地红蝽会先吸水再

厚度较薄的位置。

取食苘麻种子。推测原因是地红蝽取食的成熟苘麻

有研究表明橘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 Hen‐

种子内含物是固态，
刺吸式口器难以吸食消化，
地红

del喜好完全成熟的乔卡南杧果（Salmah et al.，
2017），

蝽取食之前需要吸食植物汁液或露水在昆虫体内转

梨小食心虫 Grapholita molesta（Busck）对成熟度越

化成酶类物质，随后取食时将酶类通过口针尖端释

高的果实选择性也越高（庾琴，
2019），
亚洲柑橘木虱

放出的水状唾液一同注入到苘麻种子中，将种子内

Diaphorina citri Kuwayama 在成熟寄主上的饲养效

含物溶解成流质状态，再进行取食消化（Madhusud‐

果更好（吴丰年等，
2015），
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中

han & Miles，1998；Felton et al.，2014）。地红蝽携带

地红蝽对成熟度最高即深色的苘麻种子取食偏好性

苘麻种子攀爬到适宜寄主植株合适位置上，推测原

最强的结果一致。昆虫喜食成熟寄主可能是因为随

因是地红蝽在取食苘麻种子过程中为了能够保证充

着寄主果实的成熟，
寄主果实自身的挥发性物质、营

足的水分供其完成取食，而且植物被取食部位即幼

养成分组成变化以及果皮颜色变化等都会刺激昆虫

嫩组织的蜡质层、茸毛密度及长度等物理防御机制

的取食选择性，而且昆虫取食成熟果实也对其生殖

较弱（Elbanna，2011；余源婵，2020），并且能够躲避

和 发 育 起 着 决 定 性 作 用（巫 辅 民 ，2019；蔡 欢 欢 ，

种 内 竞 争 和 天 敌 捕 食（Silva et al.，2014；叶 静 文 ，

2020）。同时，
本研究发现地红蝽对深色与浅色苘麻

2017）。

种子的取食选择率无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田

昆虫对不同取食寄主表现出不同的取食偏好

地中观察发现地红蝽所携带取食的都是深色苘麻种

性 ，粉 纹 夜 蛾 Trichoplusia ni（Hübner）、黄 胸 蓟 马

子，是因为苘麻种子只有在 10 月苘麻完全成熟时蒴

Thrips hawaiiensis（Morgan）和韭菜迟眼蕈蚊 Brady‐

果才会变黑开裂，
种子暴露出来，
地红蝽才可以携带

sia odoriphaga Yang et Zhang 等昆虫对不同寄主植

种子到有水源的位置去取食或者为来年做好存储。

物的取食选择性不同（Sharma et al.，1991；Fu et al.，

在此之前，
地红蝽不能够得到浅色种子，
而浅色苘麻

2018；
周仙红等，
2019），
这与本研究中地红蝽对不同

种子可能水分饱满且含有可用于其生长发育的营养

植物种子的取食偏好性不同的结论一致。地红蝽对

成分，
也符合其取食标准。

苘麻种子的取食选择率、取食时长和刺探次数均显
著高于其余种子，说明地红蝽对苘麻种子的取食选
择性最高。昆虫的取食选择行为可能是由寄主体表
物理性状、体内营养物质组成、寄主次生代谢产物以
及昆虫解毒酶活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向玉
勇等，
2016；
李路莎等，
2018；
张楚君，
2020）。
昆虫取食寄主时，
会对寄主表面造成机械损伤，
从而确定昆虫取食寄主的位置（Owens et al.，
2013）。
如植食性臭蝽 Ailanthus altissima（Mill.）Swingle 每
次进食时，
都会在进食的地方留下一个唾液鞘，
此现
象可以准确判断臭蝽的取食部位（Zeilinger et al.，
2015）。茶翅蝽 Halyomorpha halys Stål 取食蓝莓后

本研究对地红蝽特殊取食行为以及对取食种子
种类、部位以及成熟度的选择偏好性进行了观测，
但
取食选择性试验是在室内条件下进行的，与田间自
然条件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本试验未对种子
养分组成、种子表面物理性状以及昆虫消化酶活性
进行取食选择性关联分析，而且未用触角电位（elec‐
troantennogram，EAG）技术对种子挥发性物质进行
触角电生理反应分析，
所以无法从营养成分、种子物
理特性、消化酶以及种子挥发物等方面解释地红蝽
的取食选择性机制。今后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
以深度解析地红蝽的取食选择性机理。

在其表层形成针鞘，以此来作为褐背臭蝽进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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