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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吡虫啉 WP 与 50%吡蚜酮 WG 对 3 种蚜虫
田间防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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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10%吡虫啉WP与50%吡蚜酮WG对蔬菜桃蚜、苹果黄蚜及桃瘤蚜等3种蚜虫的防治

效果，开展了田间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药后1 d，10%吡虫啉WP速效性较好。 药后3 d，10%吡虫啉

WP与50%吡蚜酮WG对蔬菜桃蚜的防效在84.99%以上，且无显著差异；对苹果黄蚜和桃瘤蚜防效

均在93%以上。药后14 d，2种药剂对蔬菜桃蚜、苹果黄蚜和桃瘤蚜的防效依然保持在95%以上，持效

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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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Control Efficacies of Imidacloprid 10% WP and Pymetrozine 50% WG Against Aphido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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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efficacy trial was conducted to confirm the control effect of imidacloprid 10% WP and pymetrozine

50% WG on Aphidoid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midacloprid 10% WP had better rapidly availability on the first day after

spraying. Imidacloprid 10% WP and pymetrozine 50% WG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above 84.99% ) against Myzus

persicae Sulzer.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two insecticides were over 93% on Aphis citricola Vander Goot and

Tuberocephalusmomoni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spraying. On the fourteenth da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two insecticides

were also above 95% against Aphidoidea, two insecticides had better persistent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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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蚜（Myzus persicae Sulzer）属同翅目蚜科，是

危害十字花科蔬菜的主要菜蚜之一。桃蚜世代周期

短，发育速度快，繁殖量大，叶被害后向背面不规则

卷曲皱缩，导致营养恶化，甚至脱落。此外，其还能

传播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其造成的损失更重于直

接为害[1]；桃蚜还分泌蜜露，从而引起煤污病。苹果

黄蚜（Aphis citricola Vander Goot）和桃瘤蚜（Tube-
rocephalusmomonis）对果树的危害日趋严重，成、若
虫吸食植株汁液导致叶片卷曲变黄，分泌的蜜露覆

盖在叶片上，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同时传播病毒

病，严重影响了果实的产量及品质[2-3]。为明确10%吡

虫啉WP和50%吡蚜酮WG对蚜虫的防治效果，进行

了这2种药剂防治不同寄主蚜虫的田间药效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10%吡虫啉WP，沈阳科创化学品有

限公司；50%吡蚜酮WG，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

公司。
防治对象：桃蚜（Myzus persicae Sulzer）、苹果

黄蚜（Aphis citricola Vander Goot）、桃瘤蚜（Tubero－
cephalusmom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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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1.2.1 防治甘蓝桃蚜田间小区试验

试验于2016年在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药效

园玻璃温室内进行。供试作物为甘蓝，品种为京丰

一号，前茬作物甘蓝。试验地地势平坦，土质为中性

沙壤土，排灌水方便，管理良好。甘蓝采用深沟高

厢、畦式栽培，小畦长2.5 m、宽1 m，每畦双行共10
株，株距0.45 m，小行距0.3 m，大行距0.7 m。试验共

设2个药剂处理和1个空白对照处理，每小区面积15
m2，每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供试作物3月下

旬播种，4月下旬移栽。2016年5月16日施药1次，施

药时甘蓝蚜虫处于盛发期，甘蓝处于莲座前期，甘

蓝蚜虫种类为桃蚜。供试药剂10%吡虫啉WP、50%吡

蚜酮WG有效成分用量均为30 g/hm2。喷液量为750
L/hm2。处理当天天气为中雨，气温15.8℃。各处理栽

培期、生长期的水肥管理等均按常规进行。每小区

取15片叶定点调查全叶无翅蚜虫数。施药前调查各

小区蚜虫虫口基数，药后1, 3, 7, 14 d分别调查残存

蚜虫数量，计算防治效果。
1.2.2 防治苹果黄蚜田间小区试验

试验于2016年在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

公司试验田进行，供试作物为苹果，品种为新红星。
树龄4年生，株行距2 m×4 m，平均株高1.60 m，冠幅

1.55 m，行间空闲。耕作条件一致，中壤土，肥力中

等。10%吡虫啉WP、50%吡蚜酮WG处理剂量均为

50 mg/L。于2016年7月23日施药1次，施药时苹果黄

蚜处于盛发期。施药当日天气晴朗，风力2级，最高

气温23.8℃，最低气温17.2℃。2株树为一小区，4次

重复，区组随机排列，平均喷液量为4 L/株。每小区

调查2株树，每株树按东、南、西、北、中固定5个被

害梢，每梢调查顶梢5～10片叶的活蚜数。药前调查

基数，药后1, 3, 7, 14 d调查各处理活虫数，计算防治

效果。
1.2.3 防治桃瘤蚜田间小区试验

试验于2016年在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

公司试验田进行，供试作物为桃树。树龄4年生，平

均株高1.70 m，冠幅1.65 m。于2016年7月30日施药

1次，处理时桃瘤蚜处于盛发期。施药及统计方法同

1.2.2中方法。
1.3 计算方法

采用下列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及防治效果，并

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虫口减退率/%= 药前基数-药后虫数
药前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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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分析

药剂对甘蓝桃蚜防治效果见表1。10%吡虫啉

WP的速效性较好，药后1 d，其防效在90%以上，显

著高于相同有效成分用量50%吡蚜酮WG的防效。
50%吡蚜酮WG处理随着药后天数的增加，防效呈

上升趋势。药后3 d的防效为84.99%。药后14 d，10%
吡虫啉WP防效依然保持在90%以上，持效期较好，

与50%吡蚜酮WG处理差异不显著。
10%吡虫啉WP、50%吡蚜酮WG对苹果黄蚜和

桃瘤蚜的田间防效分别见表2和表3。对苹果黄蚜及

桃瘤蚜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10%吡虫啉WP的速效

性较好，显著高于同剂量50%吡蚜酮WG的防效。
50%吡蚜酮WG药后3 d的防效达到93.91%。同时，

10%吡虫啉WP和50%吡蚜酮WG的持效性均较好，

药后14 d的防效均在95%以上，且差异不显著。

表 1 药剂对甘蓝桃蚜田间试验结果

药剂处理/(g·hm-2) 药前基数/头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4 d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25%吡虫啉WP 30 256.50 93.76 94.11 a 98.44 99.31 a 99.61 99.85 a 100.00 99.84 a

50%吡蚜酮WG 30 312.25 53.48 55.16 b 84.23 84.99 a 94.32 94.86 a 96.56 97.52 a

注：表中减退率、防效为3次重复平均值；防效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药前基数为单片叶平均蚜虫数。下表同。

表 2 药剂对苹果黄蚜田间试验结果

药剂处理/(mg·L-1) 药前基数/头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4 d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10%吡虫啉 WP 50 580.00 93.97 94.00 a 97.76 98.62 a 99.60 99.63 a 99.60 99.61 a

50%吡蚜酮 WG 50 377.33 53.53 51.43 b 95.85 93.91 a 97.61 98.11 a 98.32 98.4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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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生产成本亦会提高，且会给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压力。因此，在使用上述药剂防治白粉病时，应抓

住防治适期。在发病初期使用，可适当降低杀菌剂用

量，保证较理想的产出与投入比，降低对环境的压力。
供试5种药剂均为三唑类杀菌剂。该类杀菌剂

对子囊菌亚门、担子菌亚门和半知菌亚门的病原菌

均有活性，其影响麦角甾醇生物合成，使菌体细胞膜

功能受到破坏，抑制菌丝生长，孢子形成。三唑类杀

菌剂除具有杀菌活性外，许多品种还具有植物生长

调节作用，可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5]。该类杀菌剂作

用位点单一，长期大量使用会使病原菌产生一定的

抗药性。为了延缓抗性发展，应采用三唑类杀菌剂

品种与其他作用机理的杀菌剂轮换使用，也可采用

其与其他品种的复配制剂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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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蚜虫是世界性的重要害虫，其种类多，分布广，

寄主作物多，危害大。蚜虫吸取植物汁液，引起叶片皱

缩、卷曲，影响作物生长。此外，其在迁飞寻找寄主植

物时要反复转移尝食，因此会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

造成更大的危害。蚜虫繁殖能力强，常危害苹果、
梨、桃、李、杏等果树，棉花、茶树、蔬菜、药材等经济

作物以及粮食作物。其发生量大，防治难度较大。
吡虫啉为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作

用，且具有良好的根部内吸活性。害虫接触药剂后，

中枢神经正常传导受阻，使其麻痹死亡。吡蚜酮作

用机理独特，对多种作物上的刺吸式口器害虫表现

出优异的防效。施药后蚜虫几乎立即产生口针阻塞

效应，停止取食，并最终饥饿致死，且这种过程不可

逆转[4]。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

吡虫啉的速效性略优于昆虫摄食阻滞剂吡蚜酮，但

2种药剂对3种蚜虫均表现出很好的防治效果，且持

效期在14 d以上。鉴于蚜虫繁殖速度快、抗药性强的

特点，在实际生产中，当蚜虫发生达到防治指标时

即刻用药，视蚜虫发生情况进行2次防治，以确保防

治效果。同时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种类和剂型的

杀虫剂，以延缓蚜虫抗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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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药剂对桃瘤蚜田间试验结果

药剂处理/(mg·L-1) 药前基数/头
药后 1 d 药后 3 d 药后 7 d 药后 14 d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10%吡虫啉 WP 50 532.00 98.12 98.24 a 99.00 99.31 a 99.25 99.43 a 99.56 99.61 a
50%吡蚜酮 WG 50 593.00 46.63 45.55 b 98.03 98.07 a 98.31 98.29 a 95.67 95.5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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