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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8

香蕉蚜蟲（蕉蚜）
學名：Pentalonia nigroneruosa   Coquerel  

英名：Banana aphid 

一、前言
為香蕉萎縮病毒（Banana bunch top virus, 

BBTV）媒介昆蟲。20世紀初蔓延成災，曾

造成台蕉中部產區幾乎滅絕。

二、危害狀
以口器刺吸蕉株組織韌皮部，造成植株

發育受阻或呈畸型；被害部份多數呈黑色或

紅棕色痕跡，有時分泌蜜露誘發煤病。主要

危害在於可傳播香蕉萎縮病（參考香蕉萎縮

病）。有翅及無翅型蕉蚜均可藉非持續性傳

播方式（non-persistent transmission）快速傳

播香蕉萎縮病毒，但帶毒能力亦隨時間而減

弱，除非繼續在病株上吸食。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常蚜科 Aphididae

（二）分布

源自香蕉發源地之東南亞。目前普遍存

在全球香蕉產區。

（三）寄主

香蕉為主要寄主，另外包括荳蔻類、月

桃、番茄、芋頭、薑科、赫蕉、薑花、美人

蕉、牛筋草、馬齒莧等。

（四）形態

成蟲體小、約0.1 ~ 0.2公厘，具光澤，

紅至黑褐色或全黑。觸角具6節、與體長相

蚜蟲類
學名：Pentalonia nigroneruosa （Coquerel）（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棉蚜）

Myzus persicae （Sulzer） （桃蚜）

A. maidis; Rhopalosiphum prunifoliae; R. nymphae（黍蚜）

圖一：無翅型蕉蚜常群聚於香蕉葉鞘或葉柄基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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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有翅及無翅2型。有翅型具明顯、黑

色或褐色之翅脈。腹管管狀，略腫脹；尾片

圓錐形，近基部細縊，細縊之下有側毛4、5

根。腹節管後骨片及尾前節有微刺列。

（五）生活史

行孤雌生殖。生活史由若蟲至成蟲需9 ~ 

16天。成蟲壽命約8 ~ 26天，一年可產生30

個世代以上。

四、發生生態
香蕉蚜蟲很少遷移，喜歡成群聚集，數

代雜居一處。繁殖力強，發育期短，一年約

20代以上。其發生次數與氣候、蕉園管理、

天敵等均有密切關係，其中以溫度影響最為

明顯。當溫度過高或過低時，有翅型胎生蚜

蟲較多，無翅蚜蟲較少，皆可爬行。有翅蚜

蟲體小翅弱，無法飛遠，但可藉徐風或氣流

散播至遠處。上午9 ~ 11點以及下午5點至傍

晚期間為其飛行高峰。

五、防治方法
選用37 % 繁米松溶液1,500倍，或35 % 

裕必松乳劑1,000倍，或40.64 % 加保扶水懸

劑800倍施用。

六、參考文獻
 1.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2. Hill, D. S. 1983.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Coq. p.203. In Agricultural Insect Pests of the 

Tropics and Their Control,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46 pp.

 3. Kolkaila, A. M. & A. A. Soliman. 1954. 

A Study of the Banana Aphid,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Coq. （Hemiptera: Aphididae）. 

Bull. Soc. Fouad. Ier Entomol. 38: 231-250.

 4. Waterhouse, D. F. 1987. Chapter 6. 

Pentalonia nigronervosa Coquerel. pp. 42-49 

In Biological Control: Pacific Prospects. D. F. 

Waterhouse & K. R. Norris, Ed. InkataPress: 

Melbourne. 454 pp.

 5. Zimmerman, E. C. 1948. Insects of Hawaii, 

vol 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464 pp. 

圖二：可飛行之有翅型蕉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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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嵌紋病之媒介蚜蟲

（棉蚜、桃蚜、黍蚜）

棉蚜
學名：Aphis gossypii  Glover 

英名：Cotton aphid 

桃蚜
學名：Myzus persicae  Sulzer

英名：Green peach aphid

黍蚜
學名：A. maidis; Rhopalosiphum 

prunifoliae; R. nymphae

英名：Cotton leaf aphid；Apple grain aphid

一、前言
為傳播香蕉嵌紋病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之媒介昆蟲。目前為影響國內

香蕉組織培養苗定植初期成活率偏低之主要

因素，嚴重發生時，可造成定植僅2 ~ 3個月

之組培蕉苗園整區受到感染。

二、危害狀
以口器刺吸蕉株組織韌皮部，造成植株

發育受阻或呈畸型；主要危害在於可傳播香

蕉嵌紋病。有翅及無翅型蚜蟲均藉非持續性

傳播方式快速傳播香蕉嵌紋病。

三、害蟲概述
（一）分類地位

半翅目 Hemiptera

常蚜科 Aphididae

（二）分布

目前普遍存在全球香蕉產區。

（三）寄主

棉蚜—臺灣有記載之被害寄主植物，合

計有43科132種以上。豆科、茄科、瓜科、

木瓜、香蕉、棉花、龍葵、牛筋草諸多雜草

等寄主。黍蚜—玉米、香蕉、雜草等。桃蚜

—寄主植物相當廣泛，包括十字花科、豆

科、旋花科、石竹科、茄科、菊科、玄參

科、馬鞭草科、芸香科、薔薇科等作物。

（四）形態

棉蚜—無翅胎生成蟲體長1.5 ~ 1.8公

厘，體色因季節、溫度及寄主而有不同，一

般以暗綠色或綠色較普遍，足之脛節未端及

爪呈灰褐色，眼黑紅色，腹管管狀黑色，較

尾片長，尾片乳頭狀，尾毛數介於4 ~ 6根之

間。有翅成蟲翅透明，脈黃褐色，翅痣灰色

或淡褐色，體長1.2 ~ 1.5公厘，翅展約5.4公

厘。有性型雌者無翅，腹管特別細小，尾片

亦較退化，雄者有翅。

桃蚜—無翅胎生成蟲體長約2公厘，體

色有淡紅、棕褐、黃褐、淡綠、黃綠等，會

因寄主植物及季節不同而有所不同，甚至在

同一時間、同一植株上危害的桃蚜，有時也

有體色不同的情形。其頭部觸角著生處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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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瘤狀突起，中額凹下，腹管管狀，長過

尾片，尾片有毛6根。有翅胎生成蟲頭、胸

部黑褐色，腹背有大方形黑色斑紋。

（五）生活史

棉蚜—隨溫度及寄主植物不同而有差

異，若蚜之平均發育時間為4.6 ~ 23.8天，成

蚜之平均壽命9.4 ~ 26.8天。桃蚜—隨溫度及

寄主植物不同而有差異，若蚜之平均發育時

間為5.4 ~ 50.3天，成蚜之平均壽命5 ~ 59.5

天。

四、發生生態
清晨及黃昏涼爽時分，有翅型蚜蟲較易

發現於田間組培苗蕉株上方未展開之心葉內

或展開新葉之葉面，多零星出現。秋冬季9

月至隔年3月為組培蕉苗園區有翅型蚜蟲高

峰期。進入炎熱多雨季節後，蚜蟲密度驟

減。

五、防治方法
（一）田畦舖設銀色反光塑膠布，忌避有翅

蚜蟲飛入組培苗蕉區傳播嵌紋病。

（二）組培蕉苗定植初期，避免氮肥過量使

用，降低蚜蟲滋生風險。

（三）充分噴灌降低蚜蟲滋生速度。

（四）藥劑防治參考香蕉蚜蟲防治方法。

（五）組培蕉苗延後至5 ~ 6月雨季期間種

植。

六、參考文獻
 1. 陶家駒。1999。臺灣省蚜蟲誌。臺灣省

立博物館。327頁。

 2. 陶家駒。1999。中國蚜蟲總科（同翅

目）名錄。農業試驗所特刊第77號。144

頁。

 3. 趙治平、劉盛興、陳新評、黃明道、李

勳獎。1995。香蕉嵌紋病發生調查及防

治研究。植物保護學會會刊37:445-446

頁。

 4. 賴宏煇。1985。香蕉栽培指導手冊。臺

灣香蕉研究所印行。95頁。

（作者：王文哲、趙治平）

圖一：出現於香蕉組培苗葉面之有翅型棉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