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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毛虫生态学特性及室内饲养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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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茶毛虫（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室内饲养技术及安徽大别山地理区系茶毛虫的生物发育过程进
行了研究，以期为茶毛虫的人工饲养及田间防治提供理论指导。结果表明，利用水培茶枝饲养技术，茶毛虫在(25±0.5)
℃，70%～80%相对湿度，L:D 为 12:12 的人工饲养条件下，能够很好地生长繁殖。雌雄成虫在羽化时间上存有差
异，雄成虫比雌成虫羽化平均早 2.3 d，整个羽化期有 2 个高峰。同日羽化的雌雄蛾配对产卵量率达 70%以上，远
高于 40%不同日羽化配对的产卵率。研究证明，提高同日羽化雌雄蛾配对率是茶毛虫室内饲养技术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茶毛虫；室内饲养；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羽化
中图分类号：S4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2)05−0686−06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ficial rearing techniques of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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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rearing technique and biological growth of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were studied in
the present paper. E. pseudoconspersa was well reared in hydroponic tea twigs at the conditions of 25±0.5℃,
relative humidity (RH) 70%-80% and a photoperiod of 12 h : 12 h (L:D). Two peaks appeared in the emergence
period of E. pseudoconspersa. The emergence date of the male adult was 2.3 days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adult, which severely baffled the female’s fecundity and artificial rearing efficiency. Success rates of mating
and oviposition were over 70% in those populations that the female and the male adults emerged in the same
day, whereas the rates were much lower in the population emerged in different days. So the key for artificial
rearing technique of E. pseudoconspersa is to ensure synchronicity of emergence of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adults.
Key words: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artificial rearing technique;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emergence
茶毛虫(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属鳞翅目，
毒蛾科。全国各产茶省均有分布，是我国茶区的一
种重要食叶类害虫，危害严重时可将整丛叶片吃光，
严重影响茶叶产量和树势生长[1]，在室内饲养叶片
嚼食完后，经常会有啃食树皮的现象。同时更为严
重的是幼虫态具有毒毛，当人体触及到时奇痒红
肿[2-3]，对于茶叶的采摘和茶园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不
利，安徽省金寨、霍山等主产茶区茶农多是谈虫色

变。在自然条件下，安徽茶区 1a 发生 2 代，以卵块
越冬。
目前，茶毛虫依然为化学防治，但由于单纯化
学防治带来的茶叶农药残留、害虫抗药性及再猖獗
的“3R”问题已十分明显[4-5]。开辟新的防治技术与
方法，建立起生态调节能力强的有机茶园是解决这
一难题的重要途径。新的防治技术与方法的研究需
要较成熟的茶毛虫室内饲养技术，为研究提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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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健康的虫源；而生物学的研究则将直接为田
间防治提供指导。但从目前研究来看，关于茶毛虫
的室内饲养技术仍没有完整的相关报道；而对茶毛
虫的生物学研究也十分粗放。殷坤山等在研究茶毛
虫不同地理种群幼虫期龄数与历期的差异性中提
到，用 500 mL 罐头瓶直接投入茶树叶片饲养茶毛
虫的方法[6]。由于茶毛虫 4 龄前幼虫取食量不大，
而该饲养方法的茶树叶片容易失水干枯，对茶毛虫
的生长都不利。茶毛虫生长不良，将会对后继的生
物学及其它相关研究造成很大影响。这种饲养环节
的空白，突显了茶毛虫人工饲养技术及关键环节研
究的重要性。成熟而高效的人工饲养技术将为后继
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关于茶毛虫的生物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对
茶毛虫形态特征和田间生活习性的描述[7-9]，以及虫
害的发生与常规防治措施[10-11]。殷坤山等在研究茶
毛虫不同地理种群幼虫期龄数与历期的差异性研究
中发现，同一环境饲养不同地理区系的茶毛虫，其
幼虫期的龄数及发育历期存在很大的差异[6]。茶毛
虫的性信息素与病原微生物也是历来研究的热门
[12-15]
。安徽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大省，而大别山与黄
山地区是我省的茶叶主产区，具有自身的地理区域
特点。茶毛虫也是这些茶区的重要食叶害虫。为更
好地控制这一重要害虫，研究我省茶区茶毛虫种群
的生物发育进程十分重要。
本研究以安徽省大别山区的茶毛虫为研究对
象，研究了茶毛虫的生物学特性及生长发育进程。
以期为茶毛虫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同时，研究与
完善了茶毛虫的人工饲养技术，通过对茶毛虫生物
发育进程的研究，从中发现影响人工饲养效率的关
键环节。成熟而高效的人工饲养技术将为科学研究
提供大量健康而虫龄一致的虫源，也为针对茶毛虫
的病毒制剂的获取[16-17]及病原真菌的筛选等提供了
可能。

1

材料与方法

虫源
2011 年 3 月 4 日在安徽省金寨县张冲桥茶场采
集的 2010 年越冬卵块。
1.2 饲养技术与方法
根据茶毛虫室内饲养过程中，各种方法的比较
与改进，设计出水培茶枝法养虫装置，使得茶枝得
到很好的保鲜，能满足茶毛虫完成一个生命周期的
需要。装置是将高 10 cm，口径 10 cm 左右的一次
性塑料杯子底部穿孔，将带有 3～5 片叶的茶枝穿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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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孔 4～6 cm，然后将该杯重叠放入另一无孔塑料
杯中，无孔杯内置 3～5 cm 高度的清水，以此可以
保鲜茶枝条以供饲养幼虫及成虫产卵。饲养过程均
在人工智能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内置加湿器，温湿
度计，(25±0.5)℃，70%～80%相对湿度，L:D 为
12:12，充分模拟自然环境。
1.3 卵的培养及孵化
将采集到的越冬卵块连同茶枝条，置入 1.2 所
述双层杯子装置，在上述设置环境中进行培养。每
两日清换下层杯子内的清水，保证茶枝条鲜活。待
卵块孵化，将上层杯子用纱网罩住，橡皮筋扎紧，
以防幼虫逃逸。
1.4 幼虫饲养与化蛹培养
初孵幼虫身体较弱，行动缓慢，不易触动，让
其自由活动取食卵块周边叶片。孵化 3～5 日内将幼
虫转入新鲜枝条的杯子中，视其取食情况更换新鲜
枝条及下层杯子中清水、清理粪便。3 龄后幼虫取
食量急剧增大，此时将幼虫分装，每杯 30～50 头，
此后每日更换枝条，清理粪便。老熟幼虫出现时，
及时清理出来，放在内有湿度保持在 10%～20%的
沙土的杯子中，待其蜕皮化蛹取出埋入湿度保持在
10%～20%的沙土杯子中，深度不超过 1 cm，杯子
罩上纱布，等待蛹的羽化。
1.5 成虫交配及产卵
待茶毛虫蛹羽化以后，将雌雄成虫配对产卵。
由于成虫雄蛾飞翔能力较强，雌蛾次之，羽化时很
容易逃逸，选择在晚上将室内日光灯关闭，在台灯
下进行。在台灯下将当日羽化的成虫按雌雄 1:1 配
对放置于 1.2 所述带有新鲜枝条的双层杯子中。雌
蛾多产卵在偏底部的叶片背面，少数产在杯壁上，
在卵块孵化时不利于初孵幼虫取食，需在孵化时放
新鲜叶片在旁边。
1.6 生物学观察与数据处理
1.6.1 不同温度幼虫历期 将人工智能培养箱设置
3 个温度(20±0.5)℃；(25±0.5)℃；(30±0.5)℃，将
初孵幼虫分别放入饲养，每个温度下 5 杯幼虫，每
杯 30 头。每天观察记录蜕皮情况。
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的计算[18]：
T=C+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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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温度，K 为有效积温，C 为发育起点温
度，V 为发育速率（历期的倒数），n 为处理数，T
为理论温度，K、C 的标准误差分别为 Sk、Sc。
1.6.2 雌雄蛹体长 茶毛虫雌雄个体大小有很大悬
殊，很容易肉眼观察出来，用游标卡尺测量成熟雌
雄蛹各 30 头，记录数据进行对比。
[19]
1.6.3 雌雄比例与羽化时间差异
将收集到的
雌雄蛹分离后分别进行沙土培养，沙土含水量保持
在 10%～20%之间。在羽化时每天观察雌雄羽化情
况并记录数目，以加权平均法计算雌雄成虫羽化时
间差：
M（d）=雄虫羽化 m-雌虫羽化 m，m=（X1×
1+X2×2+…+Xn×n）/（X1+X2+…+Xn）
，M 为成虫
羽化时间差，m 为成虫羽化时长，Xn 为第 n 天（自
羽化初日算起）的羽化数量。
1.6.4 雌雄配对产卵情况 每晚 20:00～23:00，关
掉室内日光灯，在台灯下小心翼翼的将羽化的雌雄
成虫取出配对，分别设有如下处理：当日羽化 2 头
♂+当日羽化 1 头♀；当日羽化 1 头♂+当日羽化 1
头♀；当日羽化 2 头♂+次日羽化 1 头♀；次日羽
化 2 头♂+当日羽化 1 头♀。将配对完毕的成虫放
入如 1.2 所述带有新鲜枝条的杯中，每日观察并记
录产卵情况。
1.6.5 雌蛾怀卵粒数与卵块卵粒统计 将未交配的
雌蛾单独收集起来，在蜡盘中解剖统计卵粒数。将
已产卵块取出，去除表面茸毛，统计卵粒数。
[19]
1.6.6 补充营养对成虫寿命的影响
待成虫羽
化，在台灯下取出成虫单独放入一次性杯子中，设
有如下处理：杯子中不加任何东西；杯子中放置道
孚管，管中放沾有清水的棉球；杯子中放置沾有稀
释蜂蜜的棉球。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成虫寿命：
M（d）=（X1×1+X2×2+…+Xn×n）
（X1+X2+…
/
+Xn），M 为成虫寿命，Xn 为第 n 天（自羽化初日
算起）的成虫死亡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温度对茶毛虫各龄幼虫发育历期的影响及发
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茶毛虫幼虫发育历期与温度呈负相关。温度越
低，历期越长；温度越高，历期越短（表 1）。低龄
幼虫（1～3 龄）比高龄幼虫（4～7 龄）历期短。历
期数据显示，茶毛虫 4 龄后危害时间加长，且高龄
幼虫取食量大，会造成严重危害。茶毛虫在 25℃饲
2.1

大

学

学

2012 年

报

养条件下总幼虫期 38.1 d，该结果与张汉鹄研究的
皖南茶区、殷坤山研究的浙江茶区结果相比少 3.5 d
左右[20-21]，比艾洪木等研究的福建茶区结果多 7.6 d
左右[22]。
表 1 3 种不同温度下茶毛虫各龄幼虫的发育历期
Table 1 Developmental durations of the different instars
larvae of E. pseudoconspersa at 20℃, 25℃and 30℃
发育历期/d
虫龄
Developmental duration
Instar
(20±0.5)℃
(25±0.5)℃
(30±0.5)℃
1 龄 1-day old

6.0

5.0

4.0

2 龄 2-day old

7.0

5.0

4.4

3 龄 3-day old

6.0

4.5

3.6

4 龄 4-day old

8.0

5.5

5.0

5 龄 5-day old

8.5

5.5

5.0

6 龄 6-day old

9.0

6.3

5.4

7 龄 7-day old

11.0

7.3

6.4

累计 Cumulative

55.5

38.1

33.8

根据测定的不同温度下各龄幼虫的生长发育数
据（表 1），建立直线回归方程。计算出茶毛虫各龄
幼虫的发育起点温度与所需的有效积温（表 2）
。由
表 2 可知，茶毛虫各龄幼虫的发育起点温度不同。1
龄最低，发育起点温度为(0.66±2.85)℃；5 龄最高，
为(6.69±6.04)℃。各龄所需的有效积温也不同，3
龄最少，为 90.00 日·度；7 龄最高，为(144.91±34.33)
日·度，与殷坤山等研究结果相比[21]，5 龄前发育起
点温度均偏低，6、7 龄偏高；1、3 龄有效积温比较
接近，其它各龄均有 10 日·度左右的相差。整个幼
虫 期 发 育 起 点 温 度 (4.92 ± 5.00) ℃ ， 有 效 积 温 为
(815.88±199.11)日·度，与艾洪木等[22]研究的发育起
点温度(10.20±2.55)℃相比要低，比其有效积温
(479.88±79.93)日·度要高 336 日·度左右。
2.2 雌雄蛹体长
茶毛虫的雌、雄蛹在个体大小差异显著（表 3）
。
雌蛹明显大于雄蛹。雌蛹一般体长超过 1 cm，平均
体长 1.161 cm；而雄蛹体长一般小于 1 cm，平均体
长 0.902 cm，雌雄蛹体长差异显著。这种蛹体长度
的明显差异，使得进行雌、雄蛹的分别饲养变得很
容易进行。由于雌雄蛾在羽化时间上存在差异性，
为了尽量保持羽化同步，在蛹期分雌、雄分别沙藏
于不同温度，从而可以达到调整羽化时间的目的。
在化蛹期茶毛虫毒毛达到高峰，此时毒毛密度大，
易扩散，进行蛹期处理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以
免受到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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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茶毛虫各龄幼虫的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与发育历期预测式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equations of E. pseudoconspersa
发育起点温度 C/℃
有效积温 K/日·度
发育历期预测式
虫态
相关系数 r
Developmental
Effective accumulated
Developmental
Instars larvae
Correlative coefficient
threshold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duration equations
0.66±2.85
118.42±13.67
0.986 8
N=118.42/(T-0.66)
1 龄 1-day old

Table 2

2 龄 2-day old

3.39±4.49

113.72±23.23

0.959 9

N=113.72/(T-3.39)

3 龄 3-day old

5.00±0.00

90.00±0.00

1.000 0

N=90.00/(T-5.00)

4 龄 4-day old

4.31±6.26

122.50±36.43

0.918 7

N=122.50/(T-4.31)

5 龄 5-day old

6.69±6.04

109.99±35.46

0.905 8

N=109.99/(T-6.69)

6 龄 6-day old

5.07±3.35

131.42±21.68

0.973 5

N=131.42/(T-5.07)

7 龄 7-day old

6.44±4.50

144.91±34.33

0.946 9

N=144.91/(T-6.44)

幼虫 Larvae

4.92±5.00

815.88±199.11

0.943 8

N=815.88/(T-4.92)

注：N 为发育历期；T 为平均温度。Note: Letter N indicates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T indicates average temperature.

Table 3

表 3 雌雄蛹的体长
Body length of female and male pupae

性别 Sex

最长/cm Longest

最短/cm Shortest

平均/cm Average

雌蛹 Female pupae

1.236

1.076

1.161±0.054a

雄蛹 Male pupae

0.976

0.862

0.902±0.036b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Note: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图 1 雌雄蛾比例与羽化时间差异
Figure 1 Comparison of emergence dates and number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dults of E. pseudoconspersa

2.3 雌雄性比与羽化规律
从图 1 看以看出，在室内饲养的第 4 代茶毛虫
从 8 月 30 日开始羽化出雄蛾，9 月 8、9 日出现第 1
个羽化高峰，9 月 16、17 日出现第 2 个羽化高峰，

9 月 20 日羽化结束。共羽化成虫 443 头，其中雄虫
219 头，雌虫 224 头，雌雄成虫比例为 1.02:1。雌、
雄成虫在羽化日期上有一定悬差，由公式计算得雄
虫要比雌虫早 2.3 d，羽化时间的不一致，雌雄交尾
成功的机率大大降低。
2.4 雌雄配对产卵情况
雌、雄茶毛虫在成虫羽化日期上存有明显差异，
必然会对成虫的交配产生影响。通过对于不同羽化
日期的成虫配对，及各配对方式下的产卵率测定，
揭示出羽化期的同步性直接影响到雌虫的产卵率与
产卵量（表 4）。同日羽化的雌雄配对产卵几率最大，
达 70%以上；其中同日羽化（2♂+1♀）配对产卵
率达 76.5%，略高于同日羽化（1♂+1♀）的配对，
两处理差异不显著，产卵率与雌雄比相关性不大。
非同日羽化的成虫配对产卵率很低，不超过 40%。

表 4 不同雌雄配对方式对雌虫产卵率的影响
Influence of mating modes of the female and male adults of E. pseudoconspersa on oviposition rates
配对方式
总配对数
产卵对数
产卵率/%
Mating modes
Total number of mating
Laying
Oviposition rate
17
13
76.47±1.39a
同日 2♂+1♀ The same day
Table 4

36

26

72.22±7.15a

当日 2♂+次日 1♀ The day and the next day

5

2

40.00±8.33b

次日 2♂+当日 1♀ The next day and the day

18

6

33.33±7.50ab

同日 1♂+1♀ The same day

2.5

雌蛾怀卵粒数与卵块卵粒统计
未交尾雌蛾体型较雄蛾大，腹部鼓起下垂，内

部充满晶莹剔透的卵粒。经解剖统计，孕卵数为
130～220 粒，平均为 185±32.75 粒；而统计成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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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粒数发现，每雌平均产卵数为 75～213，平均
为 168±37.40 粒（表 5）。从数据来看，雌蛾的孕卵
量要高于实际产卵量。进一步对那些交配、产卵后
死亡的雌成虫进行解剖，发现雌蛾产卵不完全，腹

Table 5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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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尚余有少量卵粒。茶毛虫所产的卵粒会整齐地排
列在养虫盒底部，形成卵块，在这些卵块上附有较
多黄色毒毛，从而对卵起到保护作用。

表 5 茶毛虫的孕卵量与产卵量
Fecundity and ovipositon number of E. pseudoconspersa adult

处理组 Treatment

最高/粒 Maximum

最低/粒 Minimum

平均/粒 Average

雌虫孕卵量 Fecundity

220

130

185±32.75a

雌虫产卵量 Ovipositon

213

75

168±37.40a

表 6 营养与水分补充对茶毛虫成虫寿命的影响
Effects of nutrient and water supplement on adult longevity of E. pseudoconspersa
观察数/头
最高存活时间/d
最低存活时间/d
平均存活时间/d
Observed amount
Maximum survival time
Minimum survival time
Average survival time
15
7
4
5.40±1.05a

Table 6
处理组
Treatment
清水 Water♂
蜂蜜 Honey♂

15

7

1

5.13±1.02a

CK♂

9

6

2

5.0±1.62ab

清水 Water♀

15

6

2

3.9±1.10a

蜂蜜 Honey♀

15

6

2

3.7±1.22ab

CK♀

9

6

2

4.8±1.72ab

补充营养对成虫寿命的影响
对很多鳞翅目昆虫来说，补充营养往往能延长
成虫寿命。本试验设置了清水补充、蜂蜜补充处理
组及对照（表 6）
。茶毛虫成虫的最高存活天数均为
6～7 d，在平均寿命上，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
著。数据说明，利用蜂蜜对茶毛虫成虫进行补充营
养，不能明显提高其成虫寿命。
2.6

3

讨论

不同地理区系的昆虫，由于受到不同环境因子
影响，常表现出不同的生物学特性。这种不同可以
表现在外部形态、繁殖力、甚至是生理代谢功能上
的差异[23-24]。传播松材线虫病的松墨天牛，不同地
理区系的种群在产卵喜好、生活周期的长短、成虫
羽化时间均有很大差异[25-27]。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
茶毛虫也具有明显的地理区系分化特征。不同地理
区系的茶毛虫，其生物学特性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尤其在幼虫期龄数与历期的差异比较明显[6,20-22]。本
研究中对大别山区系的茶毛虫各龄幼虫发育起点温
度和有效积温的测定结果显示，大别山区系与殷坤
山等研究的浙江省杭州市地理区系的茶毛虫的生物
发育进程有所差别，5 龄前的幼虫发育起点温度偏
低，6、7 龄偏高；1、3 龄有效积温比较接近，其它
各龄均有 10 日·度左右的相差。整个幼虫发育期的
有效积温差异接近 100 日·度；与艾洪木等研究的福
建省福州地理区系的茶毛虫整个幼虫期发育起点温

度低 5℃，有效积温高 1.7 倍左右。
研究还发现大别山区系的茶毛虫在雌、雄羽化
日期上相关 2.3 d，这种雌雄羽化的不同步性严重影
响了雌成虫的产卵率与产卵量。同日羽化的雌雄成
虫的交配、产卵率约为隔日羽化成虫的 1 倍。显然，
提高雌、雄成虫羽化的同步性是茶毛虫室内饲养的
最关键环节。因此，根据茶毛虫蛹期的有效积温，
通过温度的分别调节，改变雌雄蛹的羽化时间，提
高雌雄蛾的羽化同步性是一种可行的人工饲养技
术。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可以通过将雄蛹置于 23℃，
雌蛹置于 25℃，雄蛹比雌蛹低 2℃的环境下进行羽
化时期的调节，从而提高雌雄羽化的同步性，从而
最终获得更高的交配与产卵率，提高人工饲养效率。
虽然很多研究报道了补充营养能很好地延长鳞
翅目成虫寿命。但本研究中以蜂蜜为补充营养的试
验却未明显提高茶毛虫成虫的寿命，而仅 5 d 左右
的平均寿命使得雌雄成虫羽化的同步性显得更为重
要。对成虫的补充营养，在营养物的类别上还可以
做些研究，如果能够有效提高成虫的寿命，就有可
能提高成虫的交配率与产卵率，从而提高饲养效率。
本研究中采用水培枝法对茶毛虫进行人工饲
养，该方法吸取了鲜花保鲜的技术。利用水培液进
行茶枝的保鲜。试验结果证明，用水培枝法，在(25
±0.5)℃、RH 70%～80%，L:D 为 12:12 的人工饲养
条件下，茶毛虫能很好地完成其世代。通过蛹期调
节的方法，提高雌、雄蛹的羽化同步性，将极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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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茶毛虫人工饲养的效率。
对茶毛虫的研究是个艰苦的过程。在茶毛虫生
长发育的众多时期均会产生大量毒毛。人工饲养与
研究过程中与茶毛虫的频繁接触，将使袖口、领口
等裸露部位红肿、奇痒，眼睛刺痛等，因此，对茶
毛虫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防护，以免造成重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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