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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生物农药对稻飞虱混合种群的田间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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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试验了5种生物农药对稻飞虱混合种群的田问防治效果。结果表明，1．8％阿维菌素EC 750 mL／hm 

对稻飞虱混合种群的防治效果最好，药后 3 d、7 d、15 d的防效分别为63．21％、66．61％和63．62％，与25％噻嗪酮sc 

450 mL／hmz相当，而药后 7 d、15 d的防效则极显著低于50％P~蚜酮WG 150 g／hm ；400亿孢子／克球孢白僵菌WG 

1500 g／hm 防效次之，药后 15 d防效达66．98％，显著高于 1．8％阿维菌素EC 750 mL／hm2和25％噻嗪酮SC 450 mL／ 

hm ；0．3％苦参碱EC 1500 mL／hm 也有一定的防效，药后3—15 d防效为38．51％一50．16％；48％多杀霉素SC 375 mL／ 

hmz和0．5％印楝素EC1500 mL／hm 对稻飞虱无明显防治效果，药后3—15 d防效在 11．24％一38．8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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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飞虱是我国水稻的主要害虫之一，其主要种群 

有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白背飞虱(Sogatella 卜 

cifera)和灰飞虱(Laodelphax striatellus)三种。近年来， 

受我国水稻栽培制度变化、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化学农 

药不合理使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稻飞虱在我国各稻 

区均普遍发生，且危害日趋严重，已严重威胁着水稻的 

安全生产『11。目前，生产上防治稻飞虱常用的杀虫剂主 

要有吡虫啉、噻嗪酮、吡蚜酮和烯啶虫胺等。然而化学 

农药的长期大量使用，不仅使害虫的抗药性明显增强， 

而且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了破坏[2_31。相对于传统的化学 

农药，生物农药有着无农药残留、对人畜安全、不污染 

环境等优点 。为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提 

高水稻无公害生产水平，有必要寻找一些高效低毒的 

生物农药替代化学杀虫剂来防治稻飞虱。为此，笔者于 

2011年9—10月份在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进行了400 

亿孢子／克球孢白僵菌 WG等 5种生物农药防治稻飞 

虱的田间药效试验，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生物农药：1．8％阿维菌素 EC(河北威远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48％多杀霉素 SC(美国陶氏益农公 

司)；0．5％印楝素EC(云南光明印楝产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0．3％苦参碱EC(河北省石家庄市植物农药研究 

所)；400亿孢子／克球孢白僵菌WG(江西天人生态股 

份有限公司)。化学农药：50％P1~蚜酮 WG(瑞士先正达 

作物保护有限公司)；25％噻嗪酮 SC(成都皇牌作物科 

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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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8个处理 (制剂用量)：A，1．8％N维菌素 

EC 750 mL／hm ；B，48％多杀霉素 SC 375 mL／hin ；C， 

0．5％印楝素 EC 1500 mL／hm ；D，0．3％苦参碱 EC 1500 

mL／hm ；E，400亿孢子／克球孢白僵菌WG 1500 m ； 

F，50％吡蚜酮 WG 150 g／llm ；G，25％噻嗪酮 SC 450 

mL／hm。；CK，清水空白对照。每处理 3次重复，小区面 

积 30 m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设验设在宁波市鄞州区 

邱隘镇上万龄村一种粮大户晚稻田中进行。试验田土 

壤类型为水稻土，肥力较好，排灌方便，各试验小区水 

肥管理一致。试验水稻品种为宁81，机插种植。 

1．3 施药时间与方法 

于2011年9月 23日下午施药，采用 “合美”牌 

HM一16A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广东省中山市合美电 

器有限公司生产，工作压力为0．2—0．4MPa)均匀喷雾， 

用水量为750 kg／hm 。施药时水稻为灌浆期，稻飞虱为 

低龄若虫盛发期，田间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灰飞虱混合 

发生，且以褐飞虱为优势种群。施药时田间保留3～5 

em水层，药后不排不灌，让其 自然落干。施药当天多 

云，平均气温为 19．7℃，微风，2 d内没有降雨。整个试 

验过程只施药 1次。 

1．4 调查与统计方法 

每小区平行跳跃法调查 10点，每点 2丛，共查 20 

丛。用内径为20 em的塑料盆在稻桩基部拍查，记录稻 

飞虱数量。施药前调查稻飞虱虫口基数，药后 3d、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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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据为 3次重复平均值；防效后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O．O1和O．05水平差异显著性。 

和15d分别调查各处理的虫口数，同时观察试验药剂 

对作物生长的安全性。根据调查结果，按下式计算各药 

剂处理区的防治效果，并采用 DPS数据处理系统阎对 

防效进行Duncan’s新复极差法(DMRT)差异显著性分 

析。 

防治效果(％)=『1一(空白对照区药前活虫数×药剂 

处理区药后活虫数)／(空白对照区药后活虫数×药剂处 

理区药前活虫数)]x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药剂防治效果 

调查结果(表 1)显示，5种生物农药中，1．8％阿维 

菌素EC 750 mL／hm 对稻飞虱混合种群的防治效果最 

好，药后 3 d防效为63．21％，略高于化学药剂5o％N：蚜 

酮 WG 150 g／hm 和25％噻嗪酮SC 450 mL／hin ，但无 

显著性差异；药后 5 d、7 d的防效与25％噻嗪酮相当， 

但极显著低于5o％~1t：蚜酮处理的防效。400亿孢子／克 

球孢 白僵 菌 WG 1500 g／hm 药后 3 d的防效 为 

40．54％，显著低于阿维菌素及吡蚜酮和噻嗪酮处理的 

防效，但药后7 d、15 d防效逐渐增加，药后 15 d防效 

达到66．98％，．明显高于阿维菌素和噻嗪酮处理的防 

效，且差异显著。0．3％苦参碱EC 1500 mL／hm 处理对 

稻飞虱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药后 3 d、7 d、15 d的防 

效逐步上升，药后 15 d防效上升为50．16％，但极显著 

低于球孢白僵菌和阿维菌素处理的防效；48％多杀霉 

素 SC 375 mL／h1TI 和 0．5％印楝素 EC 1500 mL／hm 处 

理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均很差 ，最高 防效仅 为 

38．86％。 

2．2 对水稻安全性 

施药后 3 d、7 d和 15 d观察发现，各药剂处理水 

稻生长正常，叶色、株高等无明显异常，表明各药剂在 

试验剂量下对水稻生长是安全的。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 5种生物农药中 1．8％阿维菌 

素 Ec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最好，防效与化学对照药 

剂 25％噻嗪酮SC相当，均在60％以上，生产上可用于 

稻飞虱的防治；400亿孢子，克球孢白僵菌 WG防效次 

之，药后 15 d的防效达66．98％，但杀虫效果较慢，药后 

3 d防效才40．54％，故在应用时应适当提前用药；0．3％ 

苦参碱EC对稻飞虱也有一定的防效，药后 15 d防效 

为50．16％，但极显著低于化学药剂 25％噻嗪酮 SC，生 

产上不宜单独用来防治稻飞虱；48％多杀霉素 SC和 

0．5％印楝素EC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很差，其防效在 

11．24％～38．86％之间，生产上不宜用来防治稻飞虱。实 

践表明，生产上单独使用生物农药来防治稻飞虱，往往 

见效慢且防效不高。因此，为提高防效，并延缓稻飞虱 

抗药性的上升，在使用生物农药时应适当提早用药，且 

在阴天或傍明时施药[61，田间虫量较大时不宜单独使 

用，可与吡蚜酮、噻嗪酮等化学杀虫剂配合使用，以达 

到对稻飞虱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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