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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药器械防治褐飞虱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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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认防治褐飞虱适宜器械及用水量，分别选用手动喷雾器、电动喷雾器、弥雾机3种不同

的施药器械，在4代褐飞虱低龄若虫盛期喷雾施药，考察40%吡蚜·呋虫胺水分散粒剂对稻飞虱的防

效。 结果表明：用水量450 kg/hm2的电动喷雾器处理与用水量750 kg/hm2的手动喷雾器处理对褐飞

虱的防治效果相当，药后7 d的防效为90.59%～93.30%，药后21 d防效在98%以上；两处理防效极显

著优于用水量225 kg/hm2的弥雾机处理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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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飞虱以成、若虫群集于稻丛基部，刺吸稻株

汁液为害，具有隐蔽性、暴发性和毁灭性。由于水稻

植株茂密，防治难度较大，对水稻生产造成严重威

胁和重大损失。2005年以来，褐飞虱在沿江稻区不

仅暴发频率显著增加，而且危害面广。长期以来，农

民普遍使用小型手动喷雾器械，采用大容量淋雨式

喷雾法施药，施药方式比较粗犷，防治褐飞虱的用

水量要求在750 kg/hm2以上。朱金文等 [1-3]研究认

为，用水量太多会使药剂过度稀释，降低了助剂的

作用，药液表面张力增大，不利于药液在靶标植物

上沉积。袁会珠等[4]认为，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中，

药剂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有适当的雾滴沉积密度

就能取得满意的防治效果，不必采用传统的大容量

喷雾技术。电动喷雾器省力，且雾滴均匀，已逐步取

代手动喷雾器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中的地位，成为

目前农民首选的施药器械。为更好地利用这些施

药器械，指导农民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于2015年

水稻生长中后期［七（4）代褐飞虱低龄若虫盛期］进

行不同药械和不同用水量对褐飞虱防效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药剂：40%吡蚜·呋虫胺水分散粒剂（15%吡蚜

酮＋25%呋虫胺），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施药器械：益群YQ-16B型手动喷雾器（容量16

L、工作压力0.3～0.45 MPa），台州市路桥益群喷雾

器厂；华绿HBD-16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容量16 L、
工作压力0.2～0.4 MPa、流量0.8～2.5 L/min）和华绿

HH-18型背负式喷雾喷粉机（容量11 L、标定功率

1.18 kW、转速5 000 r/min、水平喷雾量≥1.7 kg/min、
水平喷粉量≥2.2 kg/min），华辉动力机械（南通）有

限公司。

1.2 处理设计

40%吡蚜·呋虫胺水分散粒剂制剂用量为300
g/hm2。试验分别设手动喷雾器对水750 kg/hm2、电动

喷雾器对水450 kg/hm2、弥雾机对水225 kg/hm2 3个

处理，以及不用药对照处理。共4个处理，重复3次，

共计12个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35.9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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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土壤为沙壤土，pH值为7.8，有机质质量

分数为21 g/kg。供试水稻品种为南粳9108，田间长

势均衡。2015年9月4日施药，水稻处于齐穗期，褐飞

虱 处 于 低 龄 若 虫 盛 期。褐 飞 虱 低 龄 若 虫 占 比

96.12%，高龄占比0.80%，成虫占比3.08%。
1.4 其他病虫害防治

9月4日用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600 g/hm2防治

稻穗颈瘟，250 g/L嘧菌酯悬浮剂600 mL/hm2防治水

稻纹枯病（兼治稻曲病），25%甲维·茚虫威水分散粒

剂225 g/hm2防治稻纵卷叶螟。药剂用量皆为制剂用

量。水稻田间采用正常水浆管理。
1.5 天气情况

施药当天（9月4日）天气多云，平均温度26.0℃，

相对湿度79%，无风。药后1周内的雨日数为3 d，雨

量72.7 mm，平均温度24.0℃。
1.6 调查与记载

分别于药前，药后3, 7, 14, 21 d调查褐飞虱虫

量。调查时每小区用白色搪瓷方盘（33 cm×45 cm）

平行跳跃法拍查10点，每点2穴稻，记载褐飞虱虫

量，计算防治效果。对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和邓

肯氏新复极差多重比较。

防效/%=（1- 对照区药前虫量×施药区药后虫量
对照区药后虫量×施药区药前虫量

）×100

2 结果与分析

药后3 d，用水量750 kg/hm2的手动喷雾器处理

和用水量450 kg/hm2的电动喷雾器处理对褐飞虱

的杀虫效果相近，防效在80%～83%之间，较用水

量225 kg/hm2的弥雾机处理防效高17～19百分点，

在P=0.05水平上差异极显著。药后7 d，各处理对

褐飞虱的杀虫效果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较药后

3 d各处理的防效约提高10百分点。手动喷雾器、
电动喷雾器施药处理对褐飞虱的防效都在90%以

上。药后14, 21 d，药效趋于稳定，与药后7 d保持一

致（见表1）。

表 1 3 种施药器械处理对褐飞虱的防效

施药器械
药前基数/

头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4 d 药后21 d
百穴虫量/头 防效/% 百穴虫量/头 防效/% 百穴虫量/头 防效/% 百穴虫量/头 防效/%

手动喷雾器 587 185 82.49 aA 235 90.59 aAB 57 96.90 aA 55 98.88 aA
电动喷雾器 640 198 80.88 aAB 178 93.30 aA 28 98.55 aA 52 99.14 aA
弥雾机 898 567 63.50 bB 958 72.93 bB 798 70.58 bB 2 133 72.71 bB
空白对照 368 637 1 440 1 110 3 083

从药后各期褐飞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用水量

在450～750 kg/hm2之间的处理对褐飞虱的速效性

和持效性保持一致，明显好于用水量225 kg/hm2的弥

雾机处理。

3 小结与讨论

电动喷雾器作为手动喷雾器的替代产品，现已

成为一家一户用于水稻、小麦、蔬菜等作物最主要

的施药器械。电动喷雾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

压力稳定，雾滴细，在适当减少用药量时，依然可以

保证防治效果。在防治水稻稻飞虱中，电动喷雾药

液只需要保证450 kg/hm2的用水量，即可达到手动

喷雾器750 kg/hm2用水量的效果，提高了农药利用

率，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
稻飞虱通常群集于稻丛基部取食为害，为保证

防治效果，在防治中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用水量，保

证药液能够喷淋到植株的中下部。目前农民习惯用

水量为225 kg/hm2，该用水量下药剂无法喷淋到水稻

的基部，不能有效防治水稻中下部病虫害。提高弥

雾机水量至与电动喷雾器用水量相同，防治效果有

待进一步试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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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据均为3次重复平均值；同列数据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P=0.01，0.05水平下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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