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草地贪夜蛾调查监测技术规程》 

（报批稿）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农业农村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0 年第四批地

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要求，《海南省草地贪夜蛾调查监测技术规程》

项目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承担，项目编号 2020-Z028。 

1.2 制定标准背景 

草地贪夜蛾属鳞翅目（Lepidoptera），夜蛾科（Noctuidae），灰翅夜蛾属

（Spodoptera）。是一种世界性的迁飞性害虫。该虫 2019 年在全国 25 个省区造成

危害，严重威胁我国粮饲生产的安全。2019 年 4 月 30 日，海南首次确认草地贪

夜蛾入侵，而后在全部 18 个市县均发现草地贪夜蛾危害。 

摸清该虫的发生分布情况，监测重点区域该虫的种群动态，是科学防控该害

虫扩散、危害的基础。由于缺少专门针对该虫的调查监测技术规程规范，目前防



 

治工作比较混乱，不对症施药、不按使用剂量和方法施药、不按合理时间施药等

现象普遍存在。并由此带来草地贪夜蛾防治的效果不理想、防治成本偏高，并对

环境污染问题等造成不利影响。鉴于草地贪夜蛾危害的严重性及防治中存在的问

题，极有必要尽快制定草地贪夜蛾的调查监测技术规程，为草地贪夜蛾的调查监

测及防治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1.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为吕宝乾、卢辉、唐继洪、何杏等。吕宝乾、卢辉、唐

继洪责资料收集、试验研究及标准的编写等工作，何杏对本标准格式和部分内容

进行修改补充。 

任务下达后，我们确定了制标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并根据任务进行分工。

一方面整理项目组已完成的关于草地贪夜蛾形态、分布、寄主、生物学、发生危

害规律等研究资料，同时收集整理国内外已有的相关资料，并根据标准制定要求

继续补充完善草地贪夜蛾的生物学观察、监测技术、性诱剂诱芯有效期、高空诱

虫灯诱集节律等标准制定依据的相关试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草地贪夜蛾的危害特征及识别特征；（2）草地贪夜蛾的监测方法；（3）草地贪夜

蛾的调查取样方法；（4）草地贪夜蛾性诱剂有效期；（5）草地贪夜蛾高空灯诱集

节律等。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田间调查及监测试验结果撰写标准初

稿，组织环植所内相关专家讨论研究后，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的编写格式要求撰写《海南省草地贪夜蛾调查监测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根据“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管理办法”要求，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发送至海口海关热带植物隔离检疫

中心、云南农业大学、海南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省南

繁管理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漳州市英格尔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儋州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检疫站负责人和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

11 个单位，12 位专家征求意见，共 64 条，合并后共 44 条。2020 年 11 月底，

我们对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形成征求意见汇总表。在总结和整理

完成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送审讨论稿。 



 

2020 年 11 月 29 日制标小组在线上召开的“海南省草地贪夜蛾调查监测技

术规程视频会议”，会上六位专家与起草负责人针对《海南省草地贪夜蛾调查监

测技术规程》内容进行详细探讨，总共收集到 12 条修改建议，制标小组在会后

逐一完善标准内容，使标准送审稿更为严谨、规范。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及论据 

2.1 标准的编制原则 

鉴于草地贪夜蛾为入侵害虫，调查监测涉及准确识别、科学取样等技术关键

问题，本标准是根据草地贪夜蛾发生及为害特点及调查、监测技术需要，并参照

EPPO 类似标准的格式与内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编写、制定。标准制定力

求简单，但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制定的规范要求经济上合算、技

术上可行、水平上先进。 

2.2 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 

2.2.1  关于标准中的术语与定义 

本规范对与草地贪夜蛾调查、监测技术有关的术语进行的介绍。 

2.2.2 关于草地贪夜蛾准确鉴别 

准确鉴别是防治的关键。本标准对草地贪夜蛾的形态识别特征进行了描述，

以期能对其准确鉴别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考虑到草地贪夜蛾的分布与危害和发

生规律对其鉴别也有参考作用，对其监测和防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将其纳

入标准内容。 

2.2.3 关于草地贪夜蛾的监测 

监测是防治草地贪夜蛾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标准对监测区域的选择及监测方

法等进行了明确阐述。监测区域是根据草地贪夜蛾的分布及寄主提出的；监测方

法主要是针对草地贪夜蛾成虫、卵、幼虫和蛹等的数量和危害程度提出的。 

3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 

3.1 海南草地贪夜蛾的发现与识别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J. E. Smith），又称秋黏虫、伪粘虫，属

鳞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是一种迁飞性农业重大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原生于

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2016 年 1 月从入侵非洲，2018 年传入南亚和东南亚一

些国家，侵入全球 100 多个国家。该虫具有强大的繁殖力、适应性和迁飞能力，



 

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威胁极大。 

2019 年 1 月草地贪夜蛾从缅甸入侵我国以来，从云南开始逐步向北迁飞扩

散，截至 9 月份，草地贪夜蛾已在我国 25 个省份发生为害，见虫面积 1500 多万

亩，实际危害面积 246 万亩，田间草地贪夜蛾主要分为玉米型（Corn-Strain）和

水稻型（Rice-strain）两个亚群体。经采用分子标记手段鉴定，确认入侵我国云

南的草地贪夜蛾为玉米型。2019 年 4 月 30 日，本标准制定单位专家会同海南省

植保总站及海南大学相关专家在海南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首次确认草地贪夜蛾

入侵海南，而后在全部 18 个市县均发现草地贪夜蛾危害。 

通过对草地贪夜蛾的观测和总结，草地贪夜蛾形态特征如下所述： 

成虫 

体长 15 mm~20 mm，翅展 32 mm~40 mm；前翅深棕色，后翅灰白色，边缘

有窄褐色带；前翅中部具一黄色不规则环状纹，其后为肾状纹；雌蛾前翅无明显

斑纹，呈灰褐色或灰色棕色杂色；雄虫前翅顶角向内具一三角形白斑，环状纹后

侧有一浅色带从翅外缘至中室，肾状纹内侧具一白色楔形纹。 

卵 

圆顶状半球形，直径约为 0.4 mm，高约 0.3 mm，卵多产于玉米叶上部几个

叶片的正面，族群稠密时则会产卵于植物的任何部位，通常 100~200 粒卵堆积成

块状成多层。卵块表面有雌虫腹部灰色绒毛状的分泌物覆盖形成的带状保护层。

初产时卵块为浅绿色或白色，12 h 后转为棕色，孵化前则接近黑色，在夏季，卵

2 d~3 d 即可孵化。 

幼虫 

一般 6 个龄期，体长 1 mm~45 mm，体有浅黄、浅绿、褐色等多种，最为典

型的识别特征是末端腹节背面有 4 个呈正方形排列的黑点，三龄后头部可见倒 Y

形纹。 

蛹 

被蛹，椭圆形，体长 15 mm~17 mm，体宽 4.5 mm，化蛹初期体色淡绿色，

逐渐变为红棕色至黑褐色。第二至第七腹节气门呈椭圆形，开口向后方，围气门

片黑色，第八腹节两侧气门闭合。第五至七腹节可自由活动，后缘颜色较深，第

四至七腹节前缘具磨砂状刻点。腹部末节具有两根臀棘，臀棘基部较粗，分别向

外侧延伸，呈“八”字形，臀棘端部无倒钩或弯曲。幼虫通常在 2 cm~8 cm 深的



 

土壤表层化蛹，化蛹时常会做一个松散的茧，也有少量在玉米果穗穗轴中化蛹。

如果土壤太硬，老熟幼虫会与玉米叶片残体和其它材料形成一个茧在地表化蛹。

蛹期的持续时间在夏季约为 8 d~9 d，草地贪夜蛾的蛹期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寒冷

天气。

 

A.卵 



 

 

B.幼虫 

 

C.蛹 



 

 

D.成虫-雌 

 

D.成虫-雄 

图 1 草地贪夜蛾（图片由泰国农业部生物防治中心提供） 

A.卵；B.幼虫; C.蛹；D.成虫 

 

3.2 草地贪夜蛾监测方法的确定 

项目组成员吕宝乾、卢辉唐继洪等对草地贪夜蛾的监测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

和提炼。提出海南草地贪夜蛾监测适宜因地制宜选择使用灯光诱集或性诱剂诱集

的方法进行长期监测。 

3.2.1 性诱监测 



 

选取专一性强的草地贪夜蛾诱芯。诱芯有效期 2 周以上，诱捕器可长期使用。

每块田（3 亩）放置 3 个诱捕器。苗期玉米等低矮作物田，3 个诱捕器呈正三角

形放置，相距至少 25 m，每个诱捕器与田边距离不少于 3 m，诱捕器底口距地面

1.2 m~1.5 m 左右。成株期玉米等高秆作物田，最好选田埂走向与当地季风风向

垂直的田块，诱捕器放置于田边方便操作的田埂上，与田边相距 1 m 左右，诱捕

器呈直线排列、间距至少 50 m。每 30d 更换一次。调查记录每个诱捕器内的诱

虫数量，并注意与其他几种常见害虫的区别，结果记入草地贪夜蛾性诱结果记载

表。按照附录 B-1 要求填写，同时备注天气情况。 

7.2 高空灯监测 

春夏季开灯时间晚上 7 点-次日 5 点共计 10 h；秋冬季开灯时间晚上 6 点-次

日 6 点共计 12 h。于开灯次日上午将集虫网（瓶、袋）从高空灯下取出，系好袋

口后置于-20 ℃冰柜中冷冻 1 h 后取出，解冻 10 min 后，将袋子虫体倒入 40 cm×60 

cm 白色搪瓷盘中，从中挑选出疑似的草地贪夜蛾样本。高空灯要定期维护，灯

管坏掉及时更换，标本及时收集、整理、分类。 

3.3 草地贪夜蛾的调查取样方法 

通过在海南三亚、东方、儋州、海口等多地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

在田间呈聚集分布，高龄幼虫呈均匀分布。而苗期玉米多为低龄幼虫，喇叭口期

至花粒期玉米多为高龄幼虫。因而用对角线 5 点取样的调查方法可较好地摸清田

间虫情。 

3.4 草地贪夜蛾性诱剂有效期 

在儋州通过对市售的多个公司的草地贪夜蛾性诱剂诱芯包括橡胶诱芯，微管

诱芯进行测试，发现草地贪夜蛾诱芯的有效期通常在 15-45d 之间，因而在使用

性诱剂监测草地贪夜蛾时，两周左右更换一次诱芯能较好地保证诱芯的有效性。 

 

3.5 草地贪夜蛾高空灯诱集节律 

在海口、三亚、儋州和陵水等地对高空诱虫灯下草地贪夜蛾诱集到的时间段

进行研究发现，草地贪夜蛾被高空灯诱集到的时间段主要分布在晚上 8-10 点以

及凌晨 2-4 点，而在秋冬季时间段有所延后，据此推荐春夏季开灯时间晚上 7 点

-次日 5 点共计 10 h；秋冬季开灯时间晚上 6 点-次日 6 点共计 12 h。 

4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无冲突。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6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的国际标准。 

7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草地贪夜蛾已在海南全省发生，并且具有较大危害性。目前海南尚无相关调

查、监测技术标准来规范其调查和监测，因此推荐使用本标准。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建议在海南省南繁区及东方儋州等市县建立 15~20 个调查监测

及防治示范区。 

9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鉴于目前尚无草地贪夜蛾监测与防治的相关标准，所以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的建议。 

10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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