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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氯氟·噻虫胺ZC对甘蓝温室白粉虱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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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防治甘蓝温室白粉虱的防治效果，于2016年进

行田间小区药效试验，并确定其最佳使用剂量以及对甘蓝的安全性。 试验结果表明，在白粉虱卵孵

高峰期至低龄若虫盛发期施药，药后7 d，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93.75～112.5 g/hm2处

理对甘蓝温室白粉虱平均防治效果达88%，且对甘蓝生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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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阜宁县设施蔬菜栽培面积不断

扩大，甘蓝是秋季设施蔬菜主要品种之一。甘蓝病

虫害呈逐年加重趋势，严重影响了甘蓝的产量、品
质、效益。白粉虱隶属同翅目粉虱科，是温室、大

棚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其成虫和若虫大量吸食

植物汁液，导致叶片失绿、卷曲、萎缩，其分泌的

蜜露还会诱发煤污病。白粉虱繁殖速度快，在温

室条件下1年可发生10代左右，导致田间世代重

叠严重，防治难度较大 [1-2]。目前，防治白粉虱仍以

化学药剂为主，常用的化学药剂有拟除虫菊酯

类、有机磷类、新烟碱类农药 [3-4]。由于拟除虫菊酯

类、有机磷类农药长期单独使用，导致白粉虱对

这些药产生抗性。
本研究采用拟除虫菊酯 类农药高效 氯氟氰

菊酯与新烟碱类农药噻虫胺的复配制剂（20%氯

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对甘蓝温室白粉虱

进行了田间小区药效试验，确定其最佳使用剂量、
防治效果以及对甘蓝的安全性，为生产上推广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剂

供试药剂：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

（18%高效氯氟氰菊酯＋2%噻虫胺），江苏辉丰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对照药剂：2.5%高效氯氟氰菊酯水

乳剂，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20%噻虫胺

悬浮剂，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2 试验概况

试验地设在阜宁县阜城街道新港村，土壤质地

为砂壤土，肥力中等，pH值为7.6。甘蓝于2016年10
月11日播种，11月16日移栽，667 m2定植3 500株，栽

培条件均匀一致。施药时甘蓝处于7～8叶期。试验

地温室为连栋大棚，下带地膜覆盖，小拱棚加温，小

气候平均气温15～20℃，相对湿度为75%～80%。
温室白粉虱为田间自然种群，发生程度中等。

甘蓝品种为“春光1号”。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6个处理：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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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剂75 g/hm2（有效成分用量，下同）、20%氯氟·噻

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93.75 g/hm2、20%氯氟·噻虫

胺微囊悬浮-悬浮剂112.5 g/hm2、2.5%高效氯氟氰菊

酯水乳剂12 g/hm2、20%噻虫胺悬浮剂90 g/hm2、空白

对照。小区面积20 m2，每处理4次重复，共计24个小

区，随机区组排列。
试验于2016年12月10日上午施药，施药时田间

白粉虱处于卵孵高峰期至低龄若虫盛发期。施药当

天天气晴，棚内气温15～20℃，相对湿度75%～80%。
1 hm2喷液量600 L，采用电动背负式喷雾器（工作压

力0.2～0.4 MPa）对甘蓝均匀喷雾。

试验前和试验期间未施用其它药剂防治虫害。
1.4 调查内容和方法

施药前调查白粉虱基数，施药后1, 3, 7 d调查白

粉虱残留活虫数。每小区平行挂牌定株调查20株，

统计残留活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及防效。并于药

后1, 3, 7 d目测各药剂处理区甘蓝生长情况，观察有

无药害现象发生。

2 结果与分析

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对甘蓝温室

白粉虱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结果见表1。

表1 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防治温室白粉虱试验结果

处理/(g·hm-2)
虫口基数/

头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虫口减退率/% 防效/% 虫口减退率/% 防效/% 虫口减退率/% 防效/%

20%氯氟·噻虫胺ZC 75.00 106.25 16.00 18.74 bB 54.35 58.42 dD 78.35 82.58 cB
20%氯氟·噻虫胺ZC 93.75 102.00 20.34 22.96 aAB 68.87 71.61 bB 86.27 88.86 aA
20%氯氟·噻虫胺 ZC 112.50 98.50 22.84 25.39 aA 75.13 77.37 aA 86.55 89.10 aA
2.5%高效氯氟氰菊酯EW 12.00 97.00 13.92 16.72 bB 63.40 66.73 cC 79.64 83.58 bcB
20%噻虫胺SC 90 91.25 14.25 17.10 bB 64.38 67.61 cBC 82.74 86.02 abAB

注：表中数据为4次重复平均值；防效一栏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1%、5%水平下差异显著。

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在有效成

分75～112.5 g/hm2用量下，对白粉虱的防效随着用

药量的增加而增加。其药后1 d的防治效果仅在

18.74%～25.39%之间，说明供试药剂速效性差；

药后3 d的防治效果在58.42%～77.37%之间；药

后7 d的防治效果在82.58%～89.10%之间，说明药

剂的持效性较好。
对 照 药 剂 2.5% 高 效 氯 氟 氰 菊 酯 水 乳 剂 12

g/hm2、20%噻虫胺悬浮剂90 g/hm2处理药后1 d的防

治效果分别为16.72%、17.10%，药后3 d的防治效果分

别为66.73%、67.61%，药后7 d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3.58%、86.02%。两者速效性差，持效性较好。
采用DPS中Duncan's多重比较法对试验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药后1 d，在5%水平下，20%氯氟·噻虫

胺微囊悬浮-悬浮剂低剂量处理防效与中、高剂量

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与对照药剂处理间无显著差

异；供试药剂中、高剂量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药后3
d，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低、中、高剂量

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中、高剂量处理对温室白粉

虱的防效显著好于对照药剂处理。药后7 d，20%氯

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中、高剂量处理间无显

著差异，显著好于其低剂量处理及对照药剂处理。
药后1, 3, 7 d目测各处理区甘蓝生长情况。观察

结果显示，在本试验条件下，供试药剂20%氯氟·噻

虫胺微囊悬浮-悬 浮 剂 和 对 照 药 剂2.5%高 效 氯

氟氰菊酯水乳剂、20%噻虫胺悬浮剂各处理对甘蓝

生长均安全，无明显药害现象发生。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显示，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

浮剂在有效成分用量93.75～112.5 g/hm2时，对甘蓝

温室白粉虱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持效期可达7 d。
该药剂在试验有效成分用量75～112.5 g/hm2范围内

对甘蓝生长安全，无明显药害发生。
20%氯氟·噻虫胺微囊悬浮-悬浮剂适宜施药时

期为白粉虱卵孵高峰期至低龄若虫盛发期，药剂加

水均匀喷雾施药1次。白粉虱发生严重时，应适当提

高施药剂量或再次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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