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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斑潜蝇的求偶交配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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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验室内研究了三叶斑潜蝇求偶交配行为遥 结果表明袁三叶斑潜蝇求偶基本分为接近尧识别尧接受尧交配等
步骤遥 其交配主要在白天发生袁交配持续时间大部分在 10~30 min遥 遮蔽场所是三叶斑潜蝇交配发生的必要条件袁其在
寄主和非寄主植物上均可交配袁植物挥发物可以增加其交配频次袁而食物尧环境颜色和染色标记对三叶斑潜蝇的交配
无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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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urtship and Mating of Liriomyza trifolii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YIN Lixin WANG Wei

(Weichang Branch, Hebei Agricultural Radio and Television School, Weichang Hebei 068450)
Abstract The courtship and mating behavior of Liriomyza trifolii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studied in the laborat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urtship of Liriomyza trifolii was basically divided into the steps of approaching, identifying, accepting and mating. Mating mainly occured in the day, and most of the mating duration was 10-30 min. A sheltered place w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mating of Liriomyza trifolii. It could mate on both host and non-host plants. Plant volatiles could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mating. However, food, environmental color and dyeing markers had no effect on the mating of Liriomyza trifo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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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斑潜蝇渊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冤又名三叶草

斑 潜 蝇 袁 隶 属 于 双 翅 目 渊Diptera冤 潜 蝇 科 渊Agromyzi -

调查遥 结果表明袁在杭州地区三叶斑潜蝇的分布已经
很广袁 可与其他斑潜蝇混合发生袁9 月为混发盛期袁以

dae冤袁是世界上蔬菜尧瓜类和观赏植物最重要害虫之

三叶斑潜蝇的危害占多数袁 已经查到有 13 种寄主作

茄尧丝瓜尧芹菜等多种作物遥 1988 年以前袁我国并没有

交配行为在生物界普遍存在袁是生物体为了延续

一袁也是我国重要的园艺及蔬菜害虫袁可为害豇豆尧番
该虫的分布遥 2005 年 10 月袁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物受三叶斑潜蝇的危害遥

后代而发生的现象遥 昆虫的交配行为复杂多变遥 交配

在中山市坛洲镇蔬菜基地产地检疫时首次发现三叶

过程与取食过程非常相似袁一般情况下包括兴奋尧接

斑潜蝇入侵中国遥 该虫自 2005 年传入我国广东地区袁

近尧求爱尧跨骑尧拥抱尧交合尧清洁等步骤袁其中求爱和

随后又陆续在海南尧浙江等地的蔬菜和花卉上发现危

交合这 2 个步骤最复杂遥 求爱的方式多种多样袁包括

害 遥 近几年袁随着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袁三叶斑潜

舞蹈尧发音尧触摸袁甚至还会送野彩礼冶遥

蝇的种群数量也随之快速上升袁危害日益严重遥斑潜蝇

生殖行为是个体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袁作为一

的寄主范围广袁成虫尧幼虫均可对寄主植物造成危害袁其

种重要生理活动的昆虫繁殖袁会受到食物质量丰度尧寄

幼虫潜食寄主植物叶片或叶柄袁影响寄主植物的光合

主环境优劣以及温湿度等自然环境条件的显著影响袁

作用袁导致落叶尧落花袁生长发育延迟袁严重时枯死曰成

继而严重影响昆虫种群的定殖尧扩散及发展遥 大量研

虫可刺破叶片袁在叶片上取食尧产卵袁同时寄主植物受害

究表明袁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仅会改变昆虫自身的

的伤口还为病菌入侵提供了途径[2]遥 周 湾等[3]于 2007要

交配器官功能尧发育及其相关生理代谢途径袁还会对

[1]

2009 年在浙江杭州对三叶斑潜蝇的发生情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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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求偶及交配行为产生影响遥 如郝大翠等[4]通过
不同温度对果蝇羽化至交配时间的影响试验袁发现低
温会推迟果蝇的交配行为遥
不同动物种类渊包括昆虫尧鱼类尧鸟类和哺乳动
物冤都有聚集交配的现象遥 一般都是雄虫发生聚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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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袁在雌虫经过时将其截获袁因而雄虫在性选择过程

这将对三叶斑潜蝇的物理防控具有重大意义遥

中起着重要作用袁这也说明雌虫的性选择能力可能较

1 材料与方法

弱袁这一聚集行为不是由于环境或是抚育子代的原因

1.1 试验材料

所致袁而是为了能给雌虫提供配子以繁殖后代 遥 在种
[5]

群密度极高的情况下袁三叶斑潜蝇雄虫会有争夺配偶

的野打架冶行为袁当竞争者靠近时袁求偶者将持续扇动
翅膀直至对手离开遥
大部分三叶斑潜蝇成虫羽化后不久即进行交配袁
且一般在羽化后 24 h 以内遥 羽化和交配之间的时期称
为预交配间隔袁这段时间的长短与温度成负相关且有

雌雄差异遥 正常求偶时间是 30~60 min袁但也可能短至
10 min袁交配持续时间约为 3 h遥 雌雄虫交配次数都在

1 次以上袁且雌虫进行多次交配有利于产卵最大化遥 交

配可发生于 1 d 内的任何时间段袁但一般发生于早晨遥
交配时袁雄虫在雌虫后上方渊偶尔在雌虫前方冤袁与雌

虫身体约呈 45毅角袁雄虫用前足抓住雌虫中胸袁中足抓
住雌虫腹部袁后足趴在雌虫翅膀上遥 在人工饲养条件

下袁雌雄成虫分别可存活 15~20 d 和 10~15 d遥 若温度

过高袁寿命缩短遥 如果有花蜜作为食物供给其取食袁寿
命则会延长遥

1.1.1 供试昆虫遥 三叶斑潜蝇于 2015 年采集于海南

省三亚市的寄主植物豇豆上遥 将采集得到的 2 种三叶

斑潜蝇连续饲养纯化于实验室内遥 饲养条件为温度

渊26依1冤益袁光周期渊L/D冤=14颐10袁相对湿度 50%~60%遥

纯化饲养寄主为温室培育的健康矮生菜豆渊Phaseolus

vulgaris L.冤遥 选取健康尧初羽化的斑潜蝇成虫准确分出

雌雄后供试遥

1.1.2 仪器设备遥 采用透明塑料交配盒渊直径 12 cm袁

高 6.5 cm袁盒上盖有透明有机玻璃板以便观察袁四周扎

有小孔以保证盒内透气冤进行交配试验遥 求偶交配行
为监测所用摄像机为实验室自制的小型昆虫行为连
续监控系统渊24 h 连续监测冤遥 人为观察交配事件的时
间为每天 6院00要20院00遥

1.2 试验方法

1.2.1 三叶斑潜蝇的求偶交配遥 淤三叶斑潜蝇的求偶

交配过程遥 待三叶斑潜蝇羽化后袁将处女成蝇 10 雌 10

雄放入交配盒中袁交配盒中放有寄主菜豆叶片遥 采用

三叶斑潜蝇的交配行为通常发生在寄主植物叶

小型昆虫行为监控系统对求偶交配过程进行全程监

片上袁雄性慢慢接近雌性袁当距离接近时袁雄性结合视

控袁监控持续 24 h袁共设置 8 个重复遥 待监控结束后回

袁嗅觉

放录像进行求偶交配过程的分析遥 于三叶斑潜蝇羽化

的求偶行为大体相同遥 在一些豆类品种中袁为了保证

蝇单雌单雄放入交配盒中袁交配盒中放有寄主菜豆叶

觉渊摆动冤和听觉渊鸣声冤的信号进行求偶行为

[6-7]

性信号未见报道遥这与上述中黑盲蝽尧白背飞虱和果蝇
雌性卵子最大限度地受精袁斑潜蝇雌虫不止交配 1 次袁
但其实雌雄进行单次交配可以足够实现三叶雌性卵

子受精 遥 在实验室条件下的小笼子里袁经常可以观察
[8]

到雌性交配多次 遥 但是袁在这样的小笼子里袁对于雌
[9]

后 24 h 的交配次数遥 待三叶斑潜蝇羽化后袁将处女成

片袁其叶柄插入水中以保湿遥 采用人为观察的方式观
察记录交配次数遥 根据 24 h 连续监控结果袁三叶斑潜

蝇的交配时间集中在 6院00要20院00袁故人为观察设置
在此时间段遥 共设置 35 次重复遥 盂雄蝇求偶来向遥 非

性的自发拒绝行为袁如通过飞或者爬行来逃跑的行为

对称性是生物界的一个普遍现象遥 为弄清三叶斑潜蝇

有明显的限制遥 因为这些重复交配的行为并不是雌性

的求偶是否具有非对称性袁对观察到成功交配的求偶

自己的选择袁可能是雄性在小的或人工交配的场所被

事件进行了记录与分析遥 共划分 8 个雄虫求偶来向进

迫做出的结果

遥 三叶斑潜蝇是一种野一妻多夫冶的

[10-11]

物种袁在三叶斑潜蝇一生中大多数的雌性成虫都经

行记录院雄虫求偶时在雌虫的左上方尧左侧尧左下方尧
正前方尧正后方尧右上方尧右侧尧右下方遥

过不止 1 次的交配袁而且雌性的繁殖力渊后代的数量冤

1.2.2 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因子遥 淤有无寄主对三

历年来各界学者对各种昆虫交配行为的研究数

发现有无寄主对其交配影响很大遥 因此袁设置保湿寄

与交配频率成正相关 遥
[9]

不胜数袁在求偶方式尧交配前动作尧交配方式尧交配时
长尧交配次数等因素对产卵量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多

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在研究三叶斑潜蝇交配过程中
主叶片尧离体寄主叶片和空白 3 个处理进行试验遥 每

个处理重复 50 次遥 观察时间为 6院00要20院00遥 于食物

报道遥 虽然前人对三叶斑潜蝇的交配行为进行了研

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设置了蜂蜜水作为食物的

究袁但对于斑潜蝇交配行为的报道却并不是很多袁而且

验证试验袁即用棉花蘸取蜂蜜水后置于交配盒中观察

观察并不细致袁仍存在很多不明之处遥 探明三叶斑潜

单对交配情况袁以无蜂蜜水处理作对照遥 每个处理重

蝇的交配规律及引发雄虫求偶和雌虫接受雄虫的因
子袁有助于针对影响因子开发出相应的引诱剂或阻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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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50 次袁观察时间 6院00要20院00遥 盂叶片颜色及挥发
物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设置了将叶片放置于交

殷利鑫等院三叶斑潜蝇的求偶交配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配盒下方的试验袁共设 3 个处理袁即下方不透气为叶

片颜色处理袁下方透气渊布满小孔冤为叶片挥发物处

右上方 5.32%渊5 次冤尧 右侧 6.38%渊6 次冤 和右下方

22.34%渊21 次冤遥 以从雌虫后方渊左后尧右后和正后方冤

理袁以空白作对照渊CK冤遥 每个处理重复 50 次袁观察时

接近最多遥

响遥 共设 5 个处理袁即在交配盒中放置滤纸片尧牛皮

补充水分冤上观察了 35 对斑潜蝇用以确定单对三叶

间 6院00要20院00遥 榆遮蔽场所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
片尧锡箔纸以及绿色塑料假叶片进行试验袁以空白作

2.1.3 单雌单雄 24 h 的交配次数遥 在菜豆叶片渊叶柄

斑潜蝇 24 h 内的交配次数袁其中不交配的有 2 对袁交

对照渊CK冤遥 每个处理重复 50 次袁观察时间为 6院00要

配 1 次的有 27 对袁交配 2 次以上的有 6 对遥 成功配对

3 个处理袁即比较三叶斑潜蝇在离体菜豆叶片尧葡萄叶

2.1.4 交配起始时间和交配持续时间遥 统计了 375 次

20院00遥 虞非寄主植物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共设

片和圆叶牵牛叶片上的交配差异遥 每个处理重复 50

次袁观察时间为 6院00要20院00遥 愚菜豆植株不同部位对

率为 94.29%遥

交配事件渊750 对三叶斑潜蝇冤在羽化后 24 h 内单对配

对的交配起始时间和持续时间遥 24 h 交配监控和人为

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共设 3 个处理袁即比较了三

观察表明袁三叶斑潜蝇的交配在白天渊6院00要20院00冤

每个处理重复 50 次遥 观察时间为 6院00要20院00遥 舆荧

观察到交配最长持续 72 min袁其中持续 10~30 min 的

叶斑潜蝇在离体菜豆叶片尧茎秆和豆角上的交配差异遥
光染色标记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染色标记对研

究昆虫个体的生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研究尝试使
用荧光粉标记技术对三叶斑潜蝇进行标记袁标记后
人为观察记录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情况袁重复 50 次遥 标

记试验在离体菜豆叶片上进行袁观察时间为 6院00要

20院00遥

1.3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分析使用 IBM SPSS 19.0渊SPSS Inc.袁Chi-

cago袁IL袁USA冤处理袁所有种群比例的百分比数据在统

计分析前均进行反正弦转换袁使其服从正态分布遥 采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渊ANOVAs冤里的 Tukey忆s HSD
test 进行处理间的比较渊在 0.05 水平上进行分析冤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叶斑潜蝇的求偶交配

2.1.1 求偶交配过程分析遥 对三叶斑潜蝇 10 雌 10 雄
24 h 的监控录像总结可知袁其典型的求偶交配可分为

以下 5 个步骤院淤雄蝇从各个方向向雌蝇接近渊分快

速接近尧缓慢接近和追逐接近冤曰于在雌蝇附近停住袁
双方进行交配识别渊靠视觉和听觉袁可能还伴有嗅觉冤袁
雄蝇振动身体进行求偶袁雌蝇回应渊回应机制不明确冤曰
盂雄蝇爬上雌蝇进行交配尝试渊如果步骤于识别错误袁
将结束交配尝试遥此时雌蝇仍可能拒绝雄蝇袁表现为爬

进行遥 8院00要14院00 的交配概率最大袁占 55.47%渊表 1冤遥
表 1 单对三叶斑潜蝇 24 h 在菜豆叶片上的交配起始时间

时间
6院00要8院00
8院00要10院00
10院00要12院00
12院00要14院00

频次
36
72
73
63

时间
14院00要16院00
16院00要18院00
18院00要20院00

持续时间/min
0~10
10~20
20~30
30~0

频次
31
132
140
49

持续时间/min
40~50
50~60
跃60

表 2 单对三叶斑潜蝇 24 h 在菜豆叶片上的交配持续时间

2.2 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因子

2.2.1 有无寄主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以 10 个

为一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可知渊每个处理观察 50 对冤袁

补水叶片尧离体叶片和空白对照组羽化后 24 h 内交配

概率分别为 94%尧70%和 8%袁各处理之间呈现显著性
差异渊图 1冤遥 表明寄主叶片对三叶斑潜蝇的交配起关

键作用袁三叶斑潜蝇更喜欢在保鲜渊近似活体植株冤的

80

20

程步骤淤冤袁共观察到 94 次求偶行为袁频次分别为左

上方 6.38%渊6 次冤尧左侧 6.38%渊6 次冤尧左下方 21.28%

渊20 次冤尧正前方 13.83%渊13 次冤尧正后方 18.09%渊17 次冤尧

b

60

雄蝇爬下袁双方清理生殖器袁交配结束遥

蝇可从各个方向接近雌蝇进行求偶渊2.1.1 所述求偶过

a

100

40

的监控分析和单雌单雄人为观察 14 h 的总结表明袁雄

频次
13
6
4

交配事件最多袁占 72.53%渊表 2冤遥

动将雄蝇甩下冤曰榆接受雄蝇袁两虫不动袁开始交配曰虞
2.1.2 雄蝇求偶来向遥 对三叶斑潜蝇 10 雌 10 雄 24 h

频次
45
57
29

0

c
空白对照渊CK冤

叶片渊离体冤

叶片渊补水冤

处理
注院交配概率是指 24 h 内每 10 对的交配率遥 下同遥

图 1 寄主叶片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

寄主叶片上进行交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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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以 10 个为 1

80

并不影响三叶斑潜蝇的交配遥 在不补充蜂蜜水的情况

60

2.2.2

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袁分析表明羽化后补充食物与否
下袁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概率为 8%袁在补充蜂蜜水的情

20

的差异不显著遥

0

ns

8

ns

6

ab

ab

40

况下袁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概率为 6%渊图 2冤遥 两者之间
10

a

b
c
空白对照 滤纸
渊CK冤

棕色 锡箔纸
牛皮纸

绿色塑
料叶片

处理
图 4 不同遮蔽渊栖息冤场所下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概率

4

2.2.5 非寄主植物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以 10 个

为 1 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袁三叶斑潜蝇在离体菜豆叶

2

片尧葡萄叶片渊非寄主冤和圆叶牵牛叶片渊非寄主冤上的

0

无蜂蜜水渊CK冤

有蜂蜜水
处理

图 2 三叶斑潜蝇在有无食物渊蜂蜜水冤情况下的交配概率

2.2.3 叶片颜色及挥发物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以 10 个为 1 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表明袁叶片颜色渊绿
色冤对三叶斑潜蝇的交配并无影响袁但叶片的挥发物
却能促进其交配遥 对照组交配概率为 8%袁叶片颜色影
响下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概率为 6%袁叶片挥发物影响

下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概率为 32%渊图 3冤遥 说明叶片挥

发物中有某种或某些成分参与了三叶斑潜蝇的求偶

交配不呈现显著性差异遥三叶斑潜蝇在菜豆叶片尧葡萄

叶片尧圆叶牵牛叶片上的交配概率分别为 68%尧60%尧

50%渊图 5冤袁三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遥 这表明无论在寄

主还是非寄主上袁三叶斑潜蝇均能完成交配行为袁可在
非寄主叶片上交配完成后再去寻找合适的寄主进行
产卵遥
70
60

ns

ns

50

ns

40
30

交配过程遥
35

a

30

20
10
0

25
20

菜豆叶片
渊寄主冤

葡萄叶片
渊非寄主冤

圆叶牵牛叶片
渊非寄主冤

处理

15
10

b

0

空白对照渊CK冤

5

图 5 三叶斑潜蝇在寄主和非寄主叶片上的交配概率

b
叶片颜色

2.2.6 菜豆植株不同部位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叶片挥发物

处理
图 3 叶片颜色和挥发物影响下三叶斑潜蝇的交配概率

2.2.4 遮蔽场所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遥 以 10 个
为 1 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袁结果表明遮蔽渊栖息冤场所

能显著增强三叶斑潜蝇的交配袁但不同颜色或材质对
其交配亦有影响遥 本研究测试的几种遮蔽袁以棕色牛

以 10 个为 1 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袁表明三叶斑潜蝇在
菜豆叶片尧茎秆和豆角上均能完成交配袁且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袁交配概率分别为 70%尧42%和 60%渊图 6冤遥

2.2.7 因子的交叉作用遥 以 10 个为 1 组统计交配频

次差异袁牛皮纸结合植物挥发物的交配概率最高袁而滤
纸+蜂蜜水和滤纸+植物挥发物的交配概率无差异渊图

7冤袁说明因子交叉的差异主要来自栖息环境渊牛皮纸冤袁

而与挥发物及食物无关遥

皮纸的交配概率最高袁 达 74%曰 其他依次为绿色塑

2.2.8 荧光染色标记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渊离体

渊图 4冤遥 此试验亦表明挥发物不是三叶斑潜蝇交配的

处理和雄性荧光染色处理的交配概率无显著性差异

料叶片渊64%冤跃滤纸渊54%冤跃锡箔纸渊34%冤跃对照渊8%冤
必然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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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叶片冤遥 以 10 个为 1 组统计交配频次差异袁不染色

渊图 8冤袁说明对雄性进行荧光染色不影响三叶斑潜蝇

殷利鑫等院三叶斑潜蝇的求偶交配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80

在这种条件的交配行为研究中袁 寄主叶片对三

ns

ns

60

ns

40

叶斑潜蝇的交配起关键作用袁且更喜欢在保鲜渊近似
活体植株冤的寄主叶片上交配袁但无论在寄主还是非
寄主上袁 三叶斑潜蝇均能完成交配行为遥 叶片颜色

渊绿色冤对三叶斑潜蝇的交配并无影响袁但叶片挥发
物却能促进交配遥 三叶斑潜蝇在菜豆叶片尧茎秆和豆

20

角等不同部位均能完成交配袁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0

茎秆

叶片

豆角

处理
图 6 三叶斑潜蝇在菜豆植株不同部位上的交配概率
70

a

60
50
40

遮蔽渊栖息冤场所的不同颜色或材质对其交配亦有影
响袁因子交叉的差异主要来自栖息环境袁与挥发物及
食物无关遥 对雄性进行荧光染色不影响三叶斑潜蝇的
研究打下了基础遥
三叶斑潜蝇的求偶行为十分精细袁雌雄成虫之间

30

要经过充分的识别后袁才能相互接受并完成交配袁这对

20

于稳定种群是十分必要的遥 在雄蝇求偶行为中袁通过

10
0

但遮蔽渊栖息冤场所能显著增强三叶斑潜蝇的交配袁

交配行为袁这为后期复杂的交配尧干扰及杂交行为的

b

b

羽化后补充食物与否并不影响三叶斑潜蝇的交配遥

滤纸+蜂蜜水

滤纸+植物
挥发物

牛皮纸+植
物挥发物

处理
图 7 因子交叉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
80

ns

ns

对三叶斑潜蝇 10 雌 10 雄 24 h 的监控分析和单雌单
雄人为观察 14h 的总结可知袁其典型的求偶交配可分

为以下 5 个步骤院淤雄蝇从各个方向向雌蝇接近渊分

快速接近尧缓慢接近和追逐接近冤曰于在雌蝇附近停住袁
双方进行交配识别渊靠视觉和听觉袁可能还伴有嗅觉冤袁
雄蝇振动身体进行求偶袁雌蝇回应渊回应机制不明确冤曰

60

盂雄蝇爬上雌蝇进行交配尝试渊如果步骤于识别错

40

为爬动将雄蝇甩下冤曰榆接受雄蝇袁两虫不动袁开始交

误袁将结束交配尝试遥 此时雌蝇仍可能拒绝雄蝇袁表现
配曰虞雄蝇爬下袁双方清理生殖器袁交配结束遥 其中袁雄

20

蝇可从右上方尧右侧尧右下方尧正后方尧正前方尧左上

0

未标记

雄性荧光标记
处理

图 8 荧光标记雄性对三叶斑潜蝇交配的影响

方尧左侧尧左下方等 8 个方向接近雌蝇进行求偶袁其中
从雌虫后方渊左后尧右后和正后方冤接近最多遥

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的发现和选择主要包括
定向和定位 2 个行为过程遥 在对寄主植物及生境的定

的交配行为袁这为后期复杂的交配尧干扰及杂交行为

向反应中袁昆虫的嗅觉和视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在对

的研究打下了基础遥

寄主植物种类和取食尧产卵的定向反应中袁昆虫的触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袁三叶斑潜蝇成虫羽化后不久即可进行

觉和嗅觉起着重要作用曰通常认为袁寄主植物的挥发
性物质尧颜色和形状等在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的定

交配袁成虫交配时间主要出现在白天 6院00要20院00袁而

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遥 植物化学成分对三叶斑

72 min袁其中持续 10~30 min 的交配时间最多袁这正

明叶片颜色渊绿色冤对三叶斑潜蝇的交配并无影响袁但

8院00要14院00 的交配概率最大袁观察到交配最长持续

潜蝇寄主选择性或偏好性具有重要影响[13]遥 本试验表

符合雌尧雄虫羽化后开始交配的时间遥 对三叶斑潜蝇

叶片挥发物却能促进其交配袁说明叶片挥发物中有某

单雌单雄次数在菜豆叶片渊叶柄补充水分冤 上观 察

种或某些成分参与了三叶斑潜蝇的求偶交配过程遥

24 h 的交配行为中袁成功配对率为 94.29%袁交配 1 次

的概率为 77.14%袁而未交配概率仅为 5.71%袁这表明

三叶斑潜蝇在环境适宜条件下是进行交配行为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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