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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是中国草地贪夜蛾危害最重的省份，也是境外草地贪夜蛾向中国内地迁移的首站. 在云南开展
草地贪夜蛾区域防控，对于破解云南省草地贪夜蛾大范围危害难题，具有现实性全局性指导意义. 作者开创
性提出区域生态防控思想，即从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出发，根据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和草地贪夜蛾的发生
发展规律，对防控区域加以片区划分，综合多种防控手段，对草地贪夜蛾开展区域层面可持续绿色防控. 研究
以滇西北地区草地贪夜蛾区域防控为样本，结合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寄主种植制度及草地贪夜蛾发生特征，
将滇西北地区分为 5 个生态防控区，探讨了在滇西北地区开展区域生态防控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为在云南
开展草地贪夜蛾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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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是当前云

多具体防控措施等技术性问题，更牵涉到全域防控

南位居首位的玉米害虫，其原产于南美洲，2019 年

战略部署. 创新整体防控思路，提出全域防控方案，

1

月在中国首次报道于云南江城 [1]，6

月扩散至云

南省 126 个县级行政区，7 月蔓延到全国 22 个省
市自治区 [2].

对于破解云南省草地贪夜蛾大范围危害难题，具有
现实性全局性指导意义.

草地贪夜蛾发展速度之快，发生面积

本研究以滇西北地区草地贪夜蛾区域性防控

之大，危害程度之重，在云南省乃至中国玉米害虫

为样本，从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出发，结合云

危害史上均无先例[3].

南生态环境条件，针对草地贪夜蛾在该区域的发生

云南是草地贪夜蛾入侵中国的首站，是国内草

发展规律，开创性提出区域生态防控思想，探索区

地贪夜蛾危害损失最重、危害面积最大的省份 [4].

域生态防控的原则和方法，为在云南开展草地贪夜

2019 年，草地贪夜蛾在云南省的危害面积达 1 005

蛾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万亩·次（67 万
右[5].

hm2·次），占全国受害面积的

60% 左

玉米是云南省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的农作物，

年种植面积常年为2 550 万亩·次，对云南省农业生
产、粮食安全具有巨大支撑作用 [6].

1 滇西北生态防控区域背景信息
本研究区涉及 6 个行政辖区（州），即楚雄、大

草地贪夜蛾成

理、保山、怒江、丽江、香格里拉，区域范围西至怒

为云南省玉米的首要害虫、大范围危害，将对云南

江州怒江流域中上游地区，东及楚雄至金沙江河谷

省玉米种植业产生重大且深刻的影响 [7-8].

云南省

向北到丽江华坪，南起大理至保山一线，北至香格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全省草地贪夜蛾防控高度

里拉与西藏和四川分界，大体在北纬 24.67°～29.01°，

重视，组织多次专题研究会，提出多项专项研究课

东经 98.73°～101.89°，国土面积约 8.61 万 km2.

题. 本研究项目——云南省重点研发计划“草地贪

该区域生态系统复杂、气候垂直差异明显，景

夜蛾跨境入侵、迁移规律与生态防控研究”，即在

观类型多样. 西部以怒江、澜沧江为主导的河谷自

该背景下立项资助.

然景观，为典型的纵向岭谷区；从大理至保山向北

如何科学绿色可持续防控草地贪夜蛾，涉及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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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至丽江是滇西北部重要农产区，纵向山脉与断

节发生区的大规模迁移扩张，就可以极大地降低草

陷盆地相间，山谷与坝区相连；从楚雄元谋至永仁

地贪夜蛾发生数量，减轻甚者消除草地贪夜蛾在滇

再到丽江的华坪为金沙江河谷区，属于亚热区，热

西北地区的大范围危害. 在滇西北地区开展区域生

量丰富；香格里拉位于滇西北北端，大部为高山高

态防控，目标是将草地贪夜蛾控制于周年发生区，

海拔地带，河谷盆谷相间，多种气候随纬度海拔交

阻止其在滇西北季节发生区的大规模扩张，降低草

错呈现.

地贪夜蛾在滇西北地区的危害程度.

滇西北地区玉米种植多为一年一茬，常在当年

区域阻截防控是在区域层面开展的对草地贪

雨季前后播种，10—11 月收获. 金沙江河谷地区热

夜蛾的阻截防控，核心思想体现在区域和阻截两方

量丰富，当地有种植冬玉米习惯，但冬玉米种植地

面. 所谓区域，指该防控措施是在区域层面进行；所

块分散、单块面积较小.

谓阻截，是要阻截草地贪夜蛾的迁移扩张. 通过区

总体上，滇西北地区为草地贪夜蛾季节发生区，

域阻截，将草地贪夜蛾阻扼于迁出源头，阻截于迁

发生危害时期大体从当年 5—6 月至 9—11 月. 滇

移途中，阻止其区域性扩张，将滇西北草地贪夜蛾

西北不同地方环境生态条件差异较大，受海拔、地

危害降到最低.

形、地貌以及纬度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到各栖息地，

概言之，区域生态防控应作为我们开展滇西北

草地贪夜蛾年发生时间有明显差别. 保山潞江坝、

地区草地贪夜蛾防控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区域

金沙江河谷地区等，海拔低气温高，草地贪夜蛾可

阻截防控是实现该区域草地贪夜蛾生态防控的基

周年发生. 在滇西北南部地区如南涧、弥渡一带，

本原则. 以区域生态防控理念为引领，通过区域阻

冬季气温总体适宜草地贪夜蛾发生，但具体到特定

截防控，实现对滇西北地区草地贪夜蛾的区域治

年份，草地贪夜蛾冬季发生情况与当年冬季最冷月

理. 区域生态防控是根据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和草地

低温状况有关. 在香格里拉高海拔地区，草地贪夜

贪夜蛾发生规律的深入分析所提出的，是对草地贪

蛾于当年 10 月之后便无踪迹. 冬季草地贪夜蛾发

夜蛾区域防控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防控实践

生与其主要寄主玉米存在很大关联性. 野外实地调

价值.

查发现，凡种植冬玉米的地方，就很有可能有草地

2.2 以区域阻截防控为主导，构建区域总体防控

贪夜蛾.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草地贪夜蛾对其寄

体系

主玉米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和关联性.

夜蛾迁移的技术支撑和组织保障. 滇西北地区地形

2 滇西北区域生态防控思想与原则

区域总体防控体系是开展区域阻截草地贪

地貌复杂，玉米种植分散，草地贪夜蛾迁移扩散路
径繁复交错，迁移过程持续绵延. 草地贪夜蛾防控

区域生态防控是采用生态学原理，根据当地生

必须摒弃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防控现状，否则，

态环境条件、玉米种植制度及草地贪夜蛾发生特

将难以阻止草地贪夜蛾在区域范围的扩散，区域阻

征，综合各种防控方法和措施，在区域层面上对草

截更无从谈起. 所以，构建区域整体防控体系，是实

地贪夜蛾开展的广范围大规模的防控，是生态的、

现草地贪夜蛾区域阻截防控必然要求.

可持续的区域防控. 根据草地贪夜蛾在滇西北地区

如何建立区域总体防控体系，建立区域总体防

发生规律，结合滇西北地区自然生态条件和玉米种

控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首先，要树立区域全

植制度，在此提出在滇西北地区开展区域生态防控

局观，统一防控部署，形成跨行政区域跨自然地理

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单元的防控配置，统筹防控资源，协调防控举措，全

2.1 建立区域生态防控理念，实施区域阻截防控

局谋划，联防联控，形成区域防控新格局. 其次，根

战略

滇西北大部分地区为草地贪夜蛾季节发生

据区域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开展科学布控设防.

区，当地草地贪夜蛾是在春季从周年发生区迁移而

滇西北区域广阔，科学设防布控是能否阻截草地贪

至. 草地贪夜蛾在该区域的发生规模和扩散范围，

夜蛾迁移的关键. 研究表明，草地贪夜蛾主要通过

取决于草地贪夜蛾迁入种群数量及在当地的种群

河谷山谷迁移，多在坝区盆地汇聚，山形地势和地

增长. 显然，区域性迁移扩张是导致草地贪夜蛾大

形地貌极大影响到草地贪夜蛾的迁移路径进程与

范围危害的主因. 可以设想，如果能将草地贪夜蛾

时空分布格局，河谷山谷、通道关隘、山间坝区等

阻截于周年发生区，抑或有效阻止草地贪夜蛾在季

地，是开展草地贪夜蛾迁移阻截防效的关键地点，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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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防控资源优先配置. 再次，根据草地贪夜蛾
迁移危害特征，构建多维防控网络. 草地贪夜蛾迁
移能力较强，生活史世代重叠，迁移过程持续绵延，
仅凭一次一时一点的防控，是难以实现区域阻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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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施也可能所有差异.

3 滇西北区草地贪夜蛾防控片区划分及防
控构想

的. 多维防控网络将考虑各种迁移扩散可能，协调

3.1 关于防控片区划分

各时空防控要素，整合各种防控措施，统筹区域防

总体思路是，控制草地贪夜蛾向季节发生区迁入，

控布局，将草地贪夜蛾置之于全时空控制之中.

降低草地贪夜蛾区域性危害程度，阻截草地贪夜蛾

2.3 开展分区划片，分区因地政策

向滇西北北部地区的区域性扩张，实现区域性整体

滇西北地区

区域广阔，纵横数百平方公里，不同地区景观生态

滇西北地区区域防控的

生态防控效益.

条件差异较大，各地虫情特征和发生规律不尽一

为强化各地域防控效能，根据各地域的自然景

致. 因此，开展草地贪夜蛾防控应因地制宜，因势利

观和虫情特征，我们将该滇西北地区分为 5 个生态

导，根据当地虫害特点采取相应对策.

防控片区，即：怒江—澜沧江河谷区、大理—保山

分区划片是针对不同地域自然生态条件和虫
情发生规律提出的，是在防控操作层面的具体
安排.

中山山地区、大理—丽江山谷与断陷盆地区、金沙
江河谷区，以及香格里拉高山区.
需要指出，各片区之间在地理空间、虫害作用

分区划片应以景观结构和虫情特征为依据. 景

和防控效应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在关联.

观结构包括地形地貌、植被构成、气候条件等基本

例如，怒江—澜沧江河谷区的防控效果，将直接影

景观要素，其中，种植玉米的时间及面积、地形地

响到香格里拉片区的虫害防控. 所以，片区划分不

貌（河谷、盆地、山脉）基本构型对草地贪夜蛾迁移

是将防控工作加以简单分割，而是根据各片区虫害

扩散和发生危害具有深刻影响，是最重要的景观要

特点和发生规律，突出各片区防控重点. 片区划分

素. 例如，河谷廊道景观和坝区斑块景观，拥有不同

本身是区域防控思想的具体体现，目标是实现区域

的生态学内涵，对草地贪夜蛾产生不同的生态效

防控的总体目标和整体效益.

应. 草地贪夜蛾多以河谷廊道为迁移通道，实现定

3.2 怒江—澜沧江河谷区

向迁移扩张；而在坝区斑块内，玉米种植集中连片，

峡谷地貌，草地贪夜蛾迁移危害活动极大受限于河

往往会造成草地贪夜蛾汇聚危害. 不同的景观构造

谷景观，具有鲜明的河谷迁移发生特征. 怒江、澜

影响着草地贪夜蛾发生和危害特征，这就要求我们

沧江纵向排列，河谷狭窄深切，两岸高山陡峻. 怒江

必须根据这些发生特征和危害规律，采取针对性防

州最北边的贡山县城海拔 1 500 m，一月平均最高

控措施，即所谓分区施策.

气温 16 ℃，平均最低气温 2 ℃，玉米多种植于河谷

那么，在操作层面上我们如何进行片区划分呢？
这里预设两个层面. 首先是区域层面，就滇西北防

该区为典型的高山、

坝区或半山坡地，地块小而分散，一年一茬，5—6
月种植，10—11 月收获.

控区域，它是根据草地贪夜蛾所表现出区域性发生

草地贪夜蛾在该区域每年 11—12 月向南收缩

规律而确定的. 滇西北区域防控区是草地贪夜蛾季

至泸水市及以南，周年与季节发生区分界较为分

节性发生区，季节性迁移扩张是该区域草地贪夜蛾

明. 草地贪夜蛾每年于 4 月初开始北向迁移，2019

发生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划定区域范围的主要依

年和 2020 年泸水首次记录到草地贪夜蛾的时间分

据. 所以，草地贪夜蛾防控部署应在该区域范围内

别是 4 月 30 日和 1 月 7 日，6 月底即可抵达怒江云

展开. 其次是片区层面，片区主要结合景观构造与

南境内最北端的丙中洛. 草地贪夜蛾在两河谷的发

虫情局域发生特点予以确定，如怒江河谷廊道景观、

生规律大体相同，澜沧江流域冬季发生区略向南移，

丽江坝区斑块景观、大理与丽江相连的山谷廊道

草地贪夜蛾在该流域的迁移进程明显快于其在怒

景观等. 片区的景观结构相对单一，片区之间的景

江河谷区.

观构成可以区分，不同片区草地贪夜蛾发生特征有

河谷迁移是草地贪夜蛾得以在该区域中上游

所不同. 片区可以视为规划草地贪夜蛾防控的相对

地区蔓延危害的主因，阻截防控应作为两河谷中上

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 不同防控片区所面临的防控

游地区草地贪夜蛾防控的基本对策. 河谷阻截防控

问题不同，所确定的防控目标不尽一致，采用的防

包括冬季防控与春季防控. 冬季防控可以理解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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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防控，要旨是向南压缩草地贪夜蛾越冬区，降低

种植水稻，玉米种植面积小而零散. 在海拔 1 500～

冬季种群基数，减少其春季外迁规模，迟滞其外迁

2 500 m 的山区、半山区是玉米的主要种植区. 每

时间. 春季防控聚焦于阻截，防控布局需考虑草地

年 4—6 月是大理、丽江山区和半山区玉米播种期，

贪夜蛾一次性迁移距离、迁移飞行垂直高度、玉米

8—10 月收获. 大理—丽江多处断陷盆地区经山谷

种植地河谷坡地散布、河谷气流气温等要素及其

首尾相连，形成了坝区（斑块）−山谷（廊道）的景观

综合效应，河谷、坝子、峡口等地形地貌特征应作

结构，是草地贪夜蛾南向北迁移的重要通道.

为防控设施布设的重要因素. 河谷阻截防控应纵深

在大理—丽江山谷与断陷盆地区，草地贪夜蛾

布局、立体化构建，形成体系化配置. 考虑到澜沧

的防控一方面应针对坝区实施单元防控，通过轮作、

江上游抵达香格里拉北部，是草地贪夜蛾入侵香格

减少虫源田，减少迁入和迁出的虫源基数；另一方

里拉德钦的关键通道之一，防止草地贪夜蛾向香格

面针对山谷通道实施通道阻截，划分阻截带防控.

里拉迁移应作为澜沧江上游生态防控的重点.

对虫口密度高、集中连片的地方，抓住幼虫低龄期

3.3 大理—保山中山山地区

大理—保山中山区

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对玉米种植分散的地方

山谷河谷密布，境内大大小小的山间盆地镶嵌在高

实施重点挑治和点杀点治，截断草地贪夜蛾迁移路

山峡谷间，形成了破碎复杂的地貌形态. 保山同缅

径，降低向北迁移的种群数量.

甸 接 壤 ， 国 境 线 长 167.78 km， 平 均 海 拔 为 600～

3.5 金沙江河谷区

1 500 m，气温高，雨水充沛，整个冬季都有不同时

指沿金沙江河谷区域，涉及楚雄的元谋、永仁，丽

期的玉米，10—12 月鲜食玉米播种面积较小且分

江的华坪、永胜等部分地区. 该区冬季气温较高，

散，翌年 1 月农户开始大面积种植玉米，为草地贪

完全满足草地贪夜蛾对热量的需求. 当地有种植冬

夜蛾提供持续食物供给，草地贪夜蛾周年发生；东

玉米的习惯，玉米种植从当年 10 月到次年 1 月因

部大理所辖的云龙县、永平县和漾濞县属云岭山

地因人而异，次年 2 月有各个生长期的玉米. 冬玉

区，海拔约为 2000～2 500 m，冬季作物主要是蚕豆

米种植规模不大，小块分散，多集中在坝区或地势

和豌豆等豆类，夏季则以玉米和杂粮为主，2019 年

相对平缓山脚坡地. 凡有冬玉米种植的地方几乎都

和 2020 年 4 月开始种植玉米后就陆续有草地贪夜

有草地贪夜蛾危害. 该区域属于草地贪夜蛾周年发

蛾迁入，5、6 月发生最严重.

生区，是滇西北草地贪夜蛾最重要的虫源输出地，

受海拔、降水、地貌和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
该地区可将山间盆地斑块划分为防控单元，草地贪

针对草地贪夜蛾而言，主要

对丽江、楚雄等地草地贪夜蛾春夏季发生规模有
重要影响.

夜蛾防控重点应以局域阻截和单元防控为主. 在海

由此，冬季虫源地防控应该作为当地草地贪夜

拔 600～1 500 m 的地区，山间盆单元防控应压缩冬

蛾防控的重中之重. 冬季防控的重点首先应放在冬

春玉米面积，减少春季本地迁出虫数量；腾冲、龙

玉米种植地，避免其成为外迁虫源. 其次是河谷防

陵等边境地区基于草地贪夜蛾迁入特征进行防控

控，即防止草地贪夜蛾沿河谷通道从临近地区传

单元划分，其防控重点是全力阻截境外迁入虫源，

入. 金沙江河谷地形复杂，且与四川相关县市相邻，

遏制迁入虫源在当地快速繁殖，防止迁出种群数量

草地贪夜蛾沿河谷传输在两地间扩散. 再次是迁出

增加. 海拔 1 500 m 以上的周年发生区与季节发生

防控，即防止草地贪夜蛾在春夏季从金沙江河谷区

区的交界地带如云龙功果桥镇、苗尾傈僳族乡和

外迁. 如此构成三层防控体系，主要目标是，把虫害

永平县的杉阳镇一带，建立阻截带阻截春季周年发

控制在河谷地区以内，防止河谷草地贪夜蛾成为滇

生区虫源向季节发生区迁出，减轻季节发生区防控

西北地区主要虫源.

压力.

3.6 迪庆山区

3.4 大理—丽江山谷与断陷盆地区 大理、丽江地

平 均 海 拔 之 高 数 云 南 之 最 [11]. 其 中 海 拔 2050～

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结合部位，境内湖泊、坝子

3 000 m 的山区是迪庆州玉米的主要种植区，占全

众多. 坝子以南北走向的断陷盆地为主，山谷将坝

州耕地面积的 70% 左右 [12]. 迪庆山区，玉米一年种

子首尾连接，呈带状分布 [9]. 该地区玉米种植区与

植一季，大约每年 6 月播种，10—11 月收获. 2019

村镇分布有关，城镇集中在坝区，乡村则较多分散在

年 5 月 15 日金江镇首次记录到草地贪夜蛾，6 月

山谷中 [10].

28 日最北部的佛山乡（平均海拔 2 772 m）首次发现

坝区内冬季主要种植蚕豆和蔬菜，夏季

迪庆州 89.2% 的区域属高寒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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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发生. 迪庆山区草地贪夜蛾发生的时间

http://www.yndxxb.ynu.edu.c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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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雪晴, 屈天尧, 李亚红, 等. 2019 年云南省草地贪夜

相对云南其他地区较晚，虫源可能来自于金沙江河

蛾春夏季节发生特征 [J]. 植物保护, 2019, 45(5): 84-90.

谷、澜沧江河谷和与迪庆南部相邻的季节发生区.

Zhao X Q, Qu T Y, Li Y H, et al. Seasonal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ll armyworm, Spodoptera fru-

严防输入是迪庆山区草地贪夜蛾的防治重点.

giperda, in Yunnan in 2019 spring and summer[J].

如果能将草地贪夜蛾控制于周年发生区内，或将草
地贪夜蛾阻截于从周年发生区向季节发生区迁移

Plant Protection, 2019, 45(5): 84-90.
[7]

吴秋琳, 姜玉英, 胡高, 等. 中国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

的途中，使草地贪夜蛾迁出种群数量从周年发生区

草地贪夜蛾春夏两季迁飞轨迹的分析 [J]. 植物保护,

向季节发生区逐渐递减，或使季节发生区由南向

2019, 45(3): 1-9.

北的发生时间向后延迟，草地贪夜蛾种群到达迪庆

Wu Q L, Jiang Y Y, Hu G, et al. Analysis on spring and

山区的时间晚于玉米受危害的主要生长期，迪庆州

summer migration routes of fall armyworm (Spodoptera frugiperda) from tropical and southern subtropical

玉米就可以免遭草地贪夜蛾侵扰，或危害程度降到
最低.

zones of China[J]. Plant Protection, 2019, 45(3): 1-9.
[8]

国的路径分析 [J]. 植物保护, 2019, 45(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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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logical control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Northwest Yunnan
YE Hui1**，FENG Dan2，CHEN Peng2
(1. School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2. Yunnan Academy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Kunming 650201, Yunnan,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fers to the deployment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at regional level. Yunnan Province is a serious disaster area of S. frugiperda and also the bridgehead for
the mi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alien pest to the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reg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
frugiperda has realistic and overal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arge-scale damage caused by S.
frugiperda in Yunnan Province.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ecolog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put forward.
Northwestern Yunnan, as a regional control sample of S. frugiperda, was divided into five ecolog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landscape ecology. By combi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of Northwestern Yunnan with the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the S. frugiperda, the ideas and
principle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re discussed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S. frugiperda
control.
Key words: Spodoptera frugiperda；maize；Yunnan；pest control；reg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