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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科普

为什么能用昆虫激素杀虫
李阳阳

1905 年 10 月 19 日，英国科学家斯塔林和贝利斯
发现一种腺体的分泌物，并定名为荷尔蒙，这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激素。说起激素，你可知道我们能利用
昆虫体内的激素来杀死害虫，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昆虫好像是魔术师，它的一生会变好多花样，由
卵变成幼虫，由幼虫变成蛹，再由蛹变成虫，虫又产
卵……它的各个发育阶段，都由它身体里分泌的激素
来控制的。昆虫激素可分成两大类，即昆虫的内激
素和昆虫的外激素。
昆虫的内激素就是昆虫体内分泌的
一种物质，能促使昆虫生长、发育，
或者促使昆虫性成熟，增强其繁殖后
代的能力。蜕皮激素和保幼激素就是
昆虫的两种内激素。蜕皮激素的作用
是使昆虫从幼虫经蜕皮后长成蛹，蛹再蜕
皮就长成具有生殖能力的成虫。保幼激素的
作用是保持昆虫幼年期的特征，同时对卵巢的
发育也起抑制作用。昆虫生长到某个阶段必然
会分泌出某种激素，
或者停止某种激素的分泌，
以保持昆虫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因此，蜕皮激
素和保幼激素的分泌是随着昆虫的生长而增减。
如果用人工方法把蜕皮激素或保幼激素过多地注入昆
虫体内（例如，
给某种农作物的叶子喷洒内激素，
让害虫
啮食入体内），
昆虫体内由于有了过多的内激素，
就使昆
虫生长不正常，
或者昆虫一直停留在幼虫期，
或者昆虫
过早蜕皮，
变成一种小而无生殖能力的成虫，
失去繁殖
能力，
就能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
昆虫的外激素是什么呢？许多动物为了维持它
们种族的生存繁殖，使用各种手段进行个体间的相互
联系。这种情形在昆虫中也不例外。
在自然界中，为什么小小的雌雄昆虫能够彼此找
到配偶？人们观察到：有些昆虫是利用物理方法取得

联系的，如声音，蟋蟀雄虫唧唧鸣叫声能
招引方圆 10 米内的雌虫，蚂蚁会发出超
声波等等。有些昆虫利用化学方法取得
联系，即昆虫释放有微量气味的物质来
保持雌雄间的通信联系。例如，雌虫会
释放一种特殊物质引诱雄虫，在交配期
间雌虫腹部有一种腺体，能释放这种特
殊物质引诱雄虫前来赴会；雄虫则借助于触角上的感
受器来察觉这种特殊物质，从而辨认雌虫的所在方
位。这就是雄虫如何找到雌虫进行交配，而雌虫又是
用什么方法和雄虫保持联系的秘密。我们把昆虫产
生和放出来的、能引诱和激起同种异性个体赴会，并
进行交配的化学物质（昆虫外激素），统称为昆虫性
信息素。通过对这种化学气味物质的研究，
不仅能了解到昆虫的生理和行为特点，
并可用它来人为地控制昆虫的行为，用
于防治害虫。
目前科学家已能用化学方法提纯或
合成几种昆虫的性信息素，诱捕消灭大
量的同种异性昆虫；或者向空中施放大量
性信息素，使昆虫迷失方向，破坏雌雄昆虫之
间的性信息联系，使雌雄虫不能交配繁殖，达到防治
害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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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动态
江北区科协
举办反邪教文艺汇演活动
近日，江北区防邪办、区委宣传部、区
科协等部门，在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元佳广
场联合举办“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共建和
谐文明城区”
文艺汇演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一步弘扬科学和法治精神，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邪反邪意识和能力，
增强参与反邪教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
性，努力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防邪反邪，
从我做起”
的良好氛围。
据悉，此次活动还悬挂反邪教横幅，
设立反邪教咨询台，摆放反邪教宣传展
板，共发放反邪教宣传资料、宣传笔、宣传
围裙、宣传环保袋等 2000 余份。
（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江北区科协供稿）

南岸区科协
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为宣传第 18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近日，
南岸区科协联合区科委、区食药监分局等
在南岸区茶园永辉广场开展了 2018 年知
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以“倡导创新文化，尊重
知识产权”为主题，现场以知识产权宣传咨
询活动和发放相关资料为主，接受群众咨
询 100 余次，共计发放资料 1500 余份，积
极推进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
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此次活动的开展增加了居民群众对知
识产权相关知识的了解，使居民群众了解
了如何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提高了公民
的科学素质。
（南岸区科协供稿）

北碚区科协
推进
“科普文化重庆云”
建设
推进科普工作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全民科学素质知识试题（一）
单项选择题
1. 蜂蜜用哪种水冲泡更好？
（ ）
A. 热水 B. 温水 C. 凉水 D. 冰水
答案：B
2. 对于意识清醒的食物中毒的伤病员，现场救护原
则是（ ）。
A. 速送医院 B. 立即催吐排毒同时呼叫 120
C. 观察 2～3 小时后再决定是否送医院 D. 为中
毒者灌水
答案：B
3. 被热油烫伤了，
应该（ ）。
A. 立即用凉毛巾冷敷，
然后擦烫伤膏 B. 立即擦猪
油
C. 立即擦豆油 D. 立即用肥皂水冲洗
答案：A
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在针对农民科学
素质行动的任务中提出，促进在广大农村形成（）
的良好风尚，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A. 讲文明、
爱科学
B. 崇尚科学、
鼓励创新、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C. 讲科学、
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
D. 崇尚科学、
鼓励创新
答案：C
5. 下列不属于生物安全管理内容的是：
（ ）
A. 制定和编制操作手册 B. 定期培训
C. 控制啮齿动物 D. 给工作人员提供充足的营养
答案：D

6. 下列食物中维生素 A 含量丰富的是（ ）。
A. 鸡肝 B. 猪肉 C. 玉米 D. 牛肉
答案：
A
7. 某地区纬度 45.5 度自霜降至惊蜇平均太阳高度
角为 24 度，若设计光线与玻璃的交角为 60 度，则
该地区温室玻璃面角度理论值是（ ）。
A.21.5 度 B.36 度 C.38.5 度 D.14.5 度
答案：
B
8. 蔬菜、
水果中不能提供的维生素是（ ）。
A. 叶酸 B. 维生素 D C. 维生素 E D. 维生素 B1
答案：
B
9. 可吸收颗粒物是指直径小于等于（ ）的微粒。
A.5／μm B.10／μm C.15／μm D.20／μm
答案：
B
10. 对可能有骨折或颈椎、腰椎受伤的人，抢救时
（ ）。
A. 要立即背负到医院治疗
B. 要尽快将伤员拉出，
并立即送往医院
C. 要由抢救者搀扶或背负到担架上再搬运
D. 不可强拉硬拖，
要设法暴露全身，
再整体搬运
答案：
D
11. 下列哪种物质是国家允许作为食品添加剂的？
（ ）
A. 吊白块 B. 硫磺 C. 色素 D. 双氧水
本题答案：
C
（试题节选自《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题库）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娟）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关于开展科普中国百城千校万村行动
的意见》精神，按照重庆市科协做好科普信
息化应用工作落地要求，
北碚区科协多措并
举深入推进
“科普文化重庆云”
项目建设。
北碚区科协确立基层科普文化重庆云
平台管理联络员制度，
做好各街镇、社区、学
校及科普示范基地多媒体终端设备的有线
网络的开通及电源配置到位等正常运行的
配套工作，
并在乡镇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信息化设备上推广安装科普文化重庆云软
件，重点宣传推广“科普中国”
“科普文化重
庆云”
品牌，
推动科普信息化落地应用，
营造
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奉节县科协
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德生）为充分发挥
“双联系”工作机制紧贴中心、服务大局的
作用，日前，奉节县科协组织科普自愿者同
永安街道香山社区以
“双联系”
便民服务活
动为载体，通过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食品卫生、健康保健、平安建设等科普知
识开展技术咨询和科普宣传等活动。
活动现场，科普自愿者围绕全国文明
县城创建，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目的，采
取了面对面座谈、宣讲，发放有关科技宣传
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科普宣传。通过此次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学科学、用科
学的意识，营造了浓厚的文明城市创建氛
围，
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