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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植物源杀虫剂对韭菜迟眼蕈蚊的
毒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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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对韭菜迟眼蕈蚊防治效果好的环境友好型杀虫剂，开展了蛇床子素、苦参碱以及印

楝素3种常见植物源杀虫剂对韭菜迟眼蕈蚊的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表明，采用胃毒

触杀联合毒力法，药后72 h苦参碱、印楝素、蛇床子素的LC50值分别为36.94, 99.95, 197.07 mg/L。 田

间试验中， 药后21 d，0.3%苦参碱水剂3 000, 2 000倍液校正防效分别为72.85%、79.54%；0.5%印楝

素乳油3 000, 2 000倍液校正防效分别为69.10%、76.29%；0.4%蛇床子素乳油3 750, 2 500倍液校正

防效分别为65.14%、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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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y Determination and Control Effect of Three Botanical 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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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efficient pesticides for controlling Bradysia odoriphaga, the toxicity determination and

field trials of osthol, matrine and azadirachtin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C50 values of matrine,

azadirachtin, osthol were 36.94, 99.95, 197.07 mg/L, respectively. On the 21st da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matrine 0.3%

AS 3 000, 2 000 times liquid were 72.85%, 79.54%,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azadirachtin 0.5% EC 3 000, 2 000

times liquid were 69.10%, 76.29%, respectively.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of osthol 0.4% EC 3 750, 2 500 times liquid were

65.14%, 70.0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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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迟眼蕈 蚊（Bradysia odoriphaga Yang et
Zhang）俗称韭蛆，属于双翅目（Diptera）眼蕈蚊科

（Sciaridea）迟眼蕈蚊属（Bradysia），是葱韭蒜类蔬菜

重要的地下害虫[1]。其幼虫群集在韭菜鳞茎及嫩茎

处取食，引起韭菜根部腐烂，甚至造成整株死亡，严

重地块可减产50%以上[2]。因韭蛆为害隐蔽，防治较

为困难，菜农频繁使用大量高毒农药进行防治，影

响韭菜质量安全并对环境造成污染[3]。如何安全有

效地控制韭蛆为害，实现韭菜无害化生产，是韭菜

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日益重视和有机农

业的发展，植物源农药在经济作物上的应用更加具

有优势。植物源杀虫剂的活性物质主要为具有杀虫

活性的某些植物组织器官或植物相应的有效成分

提取物，包含次生代谢物质、植物抗逆诱导剂等[4]。
昆虫对其不易产生抗药性，且其低毒或无毒，对环

境友好、安全，植物源农药成为韭蛆生物防治的

一种有效手段[5]。结合植物源杀虫剂在甘蓝、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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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等作物上的应用，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

防治试验，旨在探讨不同植物源农药在韭菜上的应

用效果，为利用植物源杀虫剂防治韭蛆提供依据[6-8]。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10%蛇床子素母药、0.4%蛇床子素乳油，湖北天

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苦参碱母药，赤峰中农大

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印楝素母药、0.5%印楝

素乳油，云南光明印楝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91%
辛硫磷原药，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0.3%苦参

碱水剂，河北沃德丰药业有限公司；70%辛硫磷乳

油，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1.2 对韭菜迟眼蕈蚊的室内毒力测定

室内毒力测定及田间防治试验在2015年进行。
韭菜迟眼蕈蚊于2012年采自泰安市汶口镇陈家石

墙村。幼虫置于铺有滤纸的培养皿（直径9 cm）中，

饲喂新鲜韭菜假茎（长0.8～1 cm），试虫饲养在人工

气候箱 （RXZ-430C，宁波江南仪器厂） 中，温度

（25±1）℃，相对湿度80%。成虫羽化后，置于铺有湿

润滤纸的交配盒中进行交尾，雌成虫产卵后将滤纸

转移至培养皿中，继代繁殖，并建立稳定种群。
毒力测定挑选实验室饲养多代的韭菜迟眼蕈

蚊3龄幼虫作为试虫，采用胃毒触杀联合毒力法[2]。
将原药用二甲苯、DMF和二甲基亚砜等有机溶剂配

制成母液，再用0.1%吐温-80水溶液按照预设比例

配制7个浓度的药液。用移液枪准确吸取配制好的

药液2 mL，缓慢滴加到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取

0.8～1 cm长的韭菜假茎，浸入相应浓度的药液中10
s，用吸水纸吸干表面水分后放入培养皿内作为食料。
每皿接入试虫30头，每处理重复3次，同时设溶剂对

照，培养条件同上。每天加水保持适宜湿度，并补充

未用药剂处理的新鲜食料。药后72 h观察并记录死

虫数。用毛笔尖轻触虫体，不动者视为死亡。
1.3 对韭菜迟眼蕈蚊的田间防治试验

试验地点设在泰安市汶口镇陈家石墙村。供试

作物为韭菜，品种为平韭6号。试验设0.3%苦参碱水

剂2 000, 3 000倍液、0.5%印楝素乳油2 000, 3 000倍

液、0.4%蛇床子素乳油2 500, 3 750倍液、对照药剂

70%辛硫磷乳油500, 1 000倍液、空白对照，共9个处

理。小区随机排列，4次重复，每小区面积20 m2。灌根

施药，施用药液量为4 500 L/hm2。
受害株率调查：施药后3, 7, 14, 21 d调查每小区

中心2行各10穴（墩）韭菜，统计健株数与受害株数

（以叶尖黄、软、倒伏为准）。施药前与药后21 d分别调

查小区中心区5穴（墩）韭菜，统计鳞茎内外活虫数。
1.4 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采用DPS 7.05数据处理软件对室内试验进行

统计分析，田间数据计算在Excel 2007中实现，用

Duncan's新复极差法分析差异显著性。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虫数-施药后虫数
施药前虫数

×100

防治效果/%＝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受害株率/%＝调查受害株数
调查总株数

×100

保株效果/%＝空白对照区药后受害株率-处理区药后受害株率
空白对照区药后受害株率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物源农药对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的室内毒力测定
药后72 h，杀虫剂对韭菜迟眼蕈蚊的毒力顺序：

辛硫磷＞苦参碱＞印楝素＞蛇床子素（见表1）。辛

硫磷对韭菜迟眼蕈蚊的毒力最高，LC50值 为1.48
mg/L，其毒力是蛇床子素的132.87倍。苦参碱和印楝

素次之，LC50值分别为36.94和99.95 mg/L，毒力分别

是蛇床子素的5.34和1.97倍。

农药品种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LC50值（95%置信区间）/(mg·L-1) LC90值（95%置信区间）/(mg·L-1)
苦参碱 y=2.408 1＋1.653 6 x 0.981 4 36.94（27.99～48.75） 220.02（132.36～365.75）
印楝素 y=1.941 2＋1.529 6 x 0.981 5 99.95（75.25～132.76） 688.06（400.65～1 181.63）
蛇床子素 y=2.164 4＋1.235 8 x 0.995 0 197.07（0.32～228.02） 2 146.24（1 566.43～2 940.66）
辛硫磷 y=4.713 5＋1.673 4 x 0.980 1 1.48（1.13～1.94） 8.65（5.30～14.11）

表 1 不同植物源农药对韭菜迟眼蕈蚊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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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苦参碱处理后试虫体节局部加粗、瘫

痪；印楝素处理后，韭蛆活动缓慢，体节拉长，出现

水肿；蛇床子素处理后，初期试虫身体剧烈扭动，随

着时间延长，试虫体节皱缩，后身体液化死亡。

2.2 不同植物源农药对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的田间试验效果
几种植物源农药对韭菜迟眼蕈蚊的田间防效

结果见表2。

表 2 不同植物源农药防治韭菜迟眼蕈蚊田间试验结果

药剂
稀释

倍数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4 d 药后21 d
受害株率 保株效果 受害株率 保株效果 受害株率 保株效果 受害株率 保株效果 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0.3%苦参碱水剂
3 000倍 2.28 70.83 abc 2.84 73.27 ab 3.10 76.92 ab 3.25 78.94 ab 69.42 72.85 ab
2 000倍 1.50 81.39 ab 1.91 81.28 a 2.16 84.15 a 2.18 85.28 a 77.05 79.54 a

0.5%印楝素乳油
3 000倍 2.98 65.54 bc 3.52 69.72 abc 3.90 70.60 bc 4.03 72.32 ab 65.33 69.10 ab
2 000倍 2.23 75.16 abc 2.94 74.15 ab 3.17 76.27 ab 3.25 78.30 ab 72.99 76.29 ab

0.4%蛇床子素乳油
3 750倍 4.64 43.82 d 5.25 52.00 c 5.67 57.65 c 5.75 61.53 b 59.31 65.14 b
2 500倍 4.04 56.29 cd 4.33 61.64 bc 4.62 66.18 bc 4.78 67.88 b 65.85 70.04 ab

70%辛硫磷乳油
1 000倍 2.37 74.27 abc 2.68 76.69 ab 2.78 79.23 ab 5.70 61.30 b 61.51 67.04 b
500倍 1.22 84.82 a 1.65 85.98 a 1.67 87.20 a 4.89 69.31 ab 69.98 73.34 ab

空白对照 9.25 11.45 13.73 15.54 -14.63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苦参碱、印楝素、蛇床

子素对韭菜迟眼蕈蚊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药后3,
7, 14, 21 d，0.3%苦参碱水剂3 000倍液保株效果分

别为70.83%、73.27%、76.92%、78.94%，2 000倍液保

株 效 果 分 别 为 81.39%、81.28%、84.15%、85.28%；

0.5%印楝素乳油3 000倍液保株效果分别为65.54%、
69.72%、70.60%、72.32%，2 000倍液保株效果分别

为75.16%、74.15%、76.27%、78.30%；0.4%蛇床子素

乳油3 750倍液保株效果分别为43.82%、52.00%、
57.65%、61.53% ，2 500 倍 液 保 株 效 果 分 别 为

56.29%、61.64%、66.18%、67.88%。苦参碱对韭菜迟

眼蕈蚊幼虫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且优于常用植物

源杀虫剂印楝素和蛇床子素。

3 结论与讨论

与对照药剂辛硫磷相比，植物源杀虫剂对韭蛆

的室内毒力相对较低，而田间防效与对照药剂差距

缩小，其原因可能与药剂在田间的施用时间、方法、
剂型、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辛硫磷为低毒有机磷杀

虫剂，能抑制胆碱酯酶活性，以触杀和胃毒作用为

主，适用于防治地下害虫，但其使用量大，残留高，

抗药性加剧。而植物源杀虫剂为植物提取物，含有

植物抗逆和天然昆虫信息素等活性物质，不仅表现

出胃毒、内吸毒杀作用，还可能对有害生物有驱避、
抑制生长发育等作用，能够杀虫抑虫。

苦参碱是以喹嗪啶类为主的生物碱，具有触

杀、胃毒作用[9]。苦参碱防治韭蛆的药效平稳，持效

期在20 d以上，与张文学等[10]研究结果一致。印楝素

是从印楝树中提取的植物源杀虫剂，具有拒食、驱
避、内吸和抑制生长发育作用[11]。袁永达等[12]2005年

田间试验表明，0.3%印楝素乳油在6 000 mL/hm2剂

量下，药后14 d虫口减退率防效在70%左右。蛇床子

素是从伞形科植物中提取的香豆素类化合物，通

过作用于昆虫神经系统而表现出杀虫活性。赵学平

等[6]研究指出，蛇床子素对菜青虫防效好，并且持效

性较长。本研究表明，蛇床子素、苦参碱、印楝素防

治韭菜迟眼蕈蚊均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其中苦参

碱的保株效果和防虫效果优于印楝素及蛇床子素，

防虫效果均在70%以上。与传统化学杀虫剂相比，多

数植物源杀虫剂具有低毒，易降解，不易产生抗药

性，对天敌和哺乳动物安全等优点，符合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对促进韭菜安全生产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13]。3种植物源杀虫剂防治韭蛆的具体应用技术

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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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期，复配制剂3个处理对马铃薯植株黑痣

病的防治效果依次为63.95%、72.09%、75.58%；收获

期，复配制剂处理对马铃薯薯块黑痣病的防治效果

依次为69.35%、77.08%、80.80%。在整个试验调查期

内，防效均以30%噻呋·吡唑酯悬浮剂200～300
g/hm2处理最好，明显优于对照药剂处理30%噻呋酰

胺 悬 浮 剂300 g/hm2、30%吡 唑 醚 菌 酯 悬 浮 剂 300
g/hm2的效果，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在试验过程中，试验药剂对马铃薯植株生长安

全，无药害产生。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噻呋酰胺对马铃薯黑痣病菌的

毒力大于吡唑醚菌酯对马铃薯黑痣病菌的毒力，田

间防治效果与室内毒力测定结果基本一致，这与曹

春梅等[6]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噻呋酰胺是目前防治

马铃薯黑痣病的优良农药品种之一，大田喷雾施

用噻呋酰胺，且有效成分用量在300 g/hm2时，可以

有效控制该病为害。
吡唑醚菌酯虽然对马铃薯黑痣病菌的毒力略

低，但与噻呋酰胺复配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在不

增加用量的情况下，复配制剂对马铃薯黑痣病的防

效有显著提高。由于2种杀菌剂作用机理不同，复配

后可以延缓病菌抗药性的产生，延长农药品种使用

寿命[9]。因此，吡唑醚菌酯与噻呋酰胺复配防治马铃

薯黑痣病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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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占兴，等：噻呋酰胺与吡唑醚菌酯复配对马铃薯黑痣病联合作用及其田间效果

拜耳生物杀线虫剂 Oleaje 获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登记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 （Anvisa） 批准登记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物杀线虫剂Oleaje。Oleaje活性成分为坚强芽孢杆菌

（Bacillus firmus），剂型为悬浮剂。其作为种子处理剂，用于棉花、玉米和大豆防治南方根结线虫（Meloidogyne incognita）、
爪哇根结线虫（Meloidogyne javanica）、根腐线虫（Pratylenchus brachyurus）。2016年，Anvisa批准坚强芽孢杆菌作为种子处

理剂用于防治线虫。但其正式登记还需获得巴西农业部和巴西环保署批准。 （顾林玲译自《A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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