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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对辣椒蚜虫和蓟马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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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药效试验，比较杀虫剂对辣椒蚜虫和蓟马的活性。

试验结果表明：22.4% 螺虫乙

酯 SC 56.00 mg/L、70% 吡 虫 啉 WG 35.00 mg/L、25% 噻 虫 嗪 WG 83.33 mg/L、50% 吡 蚜 酮 WG 125.00

mg/L和25%呋虫胺OD 104.17 mg/L对辣椒蚜虫具有较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 药后 3 d 和 10 d 的防效
在97%以上；0.5%苦参碱 AS 6.25 mg/L防效稍差。 60 g/L乙基多杀菌素 SC 40.00 mg/L对辣椒蓟马速
效性和持效性均较好，药后 3 d 和 10 d 的防效分别为 95.31% 和 92.19% ；药后 10 d，供试药剂对蓟马的
防效低于其药后 3 d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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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icacies of Insecticides on Aphids and Thrips of Pepper
CHENG Ying, YANG Xue-hui, WANG Li-shuang, LI Wen-hong, JIN Jian-xue, ZHOU Yu-hang, LI Feng-liang*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Guizho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iyang 550006, China)

Abstract: Field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to evaluate the activities of insecticides against aphids and thrips of pepper. The
results of field trial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icacies of spirotetramat 22.4% SC 56.00 mg/L, imidacloprid 70% WG 35.00
mg/L, thiamethoxam 25% WG 83.33 mg/L, pymetrozine 50% WG 125.00 mg/L, dinotefuran 25% OD 104.17 mg/L against
aphids were over 97% on the third and the 10th day after treatment.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sophocarpidine 0.5% AS 6.25
mg/L was 82.52%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reatment. The contol efficacies of spinetoram 60 g/L SC 40.00 mg/L against thrips
were 95.31% and 92.19% on the third day and the 10th day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The all pesticides on thrips had
less persistent bioactivity than quick bio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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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是贵州省重要经济作物，也是贵州省最重

液，危害严重可导致叶片卷曲变黄，此外，蚜虫还分

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泌蜜露覆盖在叶片上，影响辣椒植株的光合作用，
而

位。贵州省辣椒常年栽培面积在13.3万hm ，产值约

更为严重的危害则是传播多种病毒[2-3]。

150亿。近年来，随着辣椒产业的迅速发展，种植面
积不断增加，加之贵州气候条件优越，为辣椒蚜虫

辣椒蓟马主要有西花蓟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花 蓟 马（Frankliniella intonsa）、黄 蓟 马

和蓟马的发生和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使其

（Thrips flavus）、烟蓟马（Thrips tabaci）等 [4-5] 。蓟马

在辣椒作物上发生逐年加重，
对辣椒造成重大危害。

成若虫均能刺吸辣椒幼嫩组织，影响植株生长发

辣椒蚜虫主要有桃蚜（Myzus persicae Sulzer）、
棉

育。有些植食性蓟马在取食为害的同时，
还能传播植

蚜（Aphis gossypii Glover）和萝卜蚜（Lipaphis erysimi

物病毒，传播病毒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其直接取食

Kaltenbach）等 。其成虫和若虫可吸食辣椒植株汁

带来的危害，尤其是蓟马所传播的番茄斑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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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WV），其造成的危害最大[6]。防治辣椒蚜虫和蓟
马是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
我国对蚜虫和蓟
马的防治仍主要依靠化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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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剂16.67 mg/L（河北野田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 mg/L（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

。杀虫剂的大量

司）、
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40.00 mg/L（美国陶

使用，导致蚜虫和蓟马抗药性增加，田间实际防治

氏益农公司）、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100.00 mg/L

效果降低。因此，筛选新型杀虫剂并及时评价传统

（河北野田农用化学有限公司）、30%唑虫酰胺悬浮

杀虫剂对辣椒蚜虫和蓟马的田间防治效果，对辣椒

剂100.00 mg/L（美国默赛技术公司）、5%多杀霉素悬

蚜虫和蓟马防治及其抗药性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浮剂41.67 mg/L（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1
1.1

[7-13]

1.2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7年6～7月在贵州省农业科学研究

供试药剂及处理
防治蚜虫药剂及处理：22.4%螺虫乙酯悬浮剂

院试验田辣椒植株上进行。试验区面积1 200 m2，辣
椒品种为黔春201（由贵阳杰丰农业种子有限公司

56.00 mg/L（有效成分质量浓度，下同；拜耳作物科

提供）。试验地管理水平一致。

学有限公司）、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35.00 mg/L（拜

1.3

试验方法

耳 作 物 科 学 有 限 公 司）、
10% 啶 虫 脒 微 乳 剂 16.67

试验小区随机区组排列，蚜虫防治试验设12个

mg/L（河北野田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1.8%阿维菌素

处理，蓟马防治试验设8个处理，均设清水空白对

乳油6.00 mg/L（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60 g/L

照。每处理重复3次，每小区面积为20 m2。采用手动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40.00 mg/L（美国陶氏益农公

利农16 L背负式（HD400型）喷雾器对各小区辣椒植

司）、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83.33 mg/L（河北野田农

株均匀喷雾。

用化学有限公司）、
10%顺式氯氰菊酯水乳剂11.11

1.4

调查统计方法

mg/L（上海生农化制品有限公司）、30%唑虫酰胺悬

施药前每小区标记10株辣椒，记录整株上蚜

浮剂100.00 mg/L（美国默赛技术公司）、50%吡蚜酮

虫、
蓟马的数量为虫口基数。施药后3 d、10 d分别调

水分散粒剂125.00 mg/L（陕西先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查标记辣椒上蚜虫、蓟马的残存数量，统计虫口减

司）、25%呋虫胺可分散油悬浮剂104.17 mg/L（江苏

退率，计算小区防效和药剂处理的平均防效（简称

克 胜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5% 苦 参 碱 水 剂 6.25

防效）。采用Microsoft Excel统计数据，
DPSv8.01版数

mg/L（南通神雨绿色药业有限公司）。

据处理系统作Duncan's新复极差测验，分析防效间

防治蓟马药剂及处理：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的差异显著性。

35.00 mg/L（拜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10%啶虫脒微

按下列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及防效。

虫口减退率/%= 施药前虫口基数－施药后残存虫数 ×100
施药前虫口基数
药剂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防治效果/%=
100－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2
2.1

结果与分析
杀虫剂对蚜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11种杀虫剂对辣椒蚜虫的田间防治效果见表
1。药后3 d，
除0.5%苦参碱AS的防治效果为82.52%，
其他药剂的防治效果均在93%以上。药后10 d，各药
剂防治效果均在90%以上，
11种药剂对辣椒蚜虫均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且持效期较长。因此，在辣椒蚜
虫发生期，用22.4%螺虫乙酯SC 56.00 mg/L、
70%吡
虫 啉 WG 35.00 mg/L、
10% 啶 虫 脒 ME 16.67 mg/L、
1.8%阿维菌素EC 6.00 mg/L、
60 g/L乙基多杀菌素
SC 40.00 mg/L、
25%噻虫嗪WG 83.33 mg/L、10%顺

式氯氰菊酯EW 11.11 mg/L、
30%唑虫酰胺SC 100.00
mg/L、50%吡 蚜 酮 WG 125.00 mg/L、
25%呋虫胺OD
104.17 mg/L和0.5%苦参碱AS进行喷雾防治，能达到
良好的防治效果。

2.2

杀虫剂对蓟马的田间防治效果

7种杀虫剂对辣椒蓟马的田间防治效果见表2。
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对辣椒蓟马具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药后3 d和药后10 d的防效分别为95.31%和
92.19%。70%吡虫啉WG、
10%啶虫脒ME、
1.8%阿维
菌素EC、25%噻虫嗪WG和5%多杀霉素SC对蓟马药
后3 d的防效均在82%以上，药后10 d的防效降到
80%以下。此5种药剂对辣椒蓟马的速效性良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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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效期较短。30%唑虫酰胺SC对辣椒蓟马的防控作
用较差。在辣椒蓟马发生期，
用60 g/L乙基多杀菌素
SC 40.00 mg/L对辣椒进行均匀喷雾，能达到良好的
防治效果。
表1

11 种杀虫剂对辣椒蚜虫田间防治效果
防治效果/%

这几种药剂产生了一定的抗性作用。新型药剂30%
唑虫酰胺SC对辣椒蓟马的敏感性和持效性都较差，
不适合辣椒蓟马的防控。
综合分析认为：在辣椒蚜虫发生期，使用22.4%
螺 虫 乙 酯 SC 56.00 mg/L、
70% 吡 虫 啉 WG 35.00
mg/L、
25% 噻 虫 嗪 WG 83.33 mg/L、50% 吡 蚜 酮 WG

质量浓度/
(mg·L－1)

药后3 d

药后10 d

22.4%螺虫乙酯SC

56.00

98.37±0.26 a

100.00±0 a

70%吡虫啉WG

35.00

97.89±0.74 a

98.61±0.51 a

10%啶虫脒ME

16.67

95.09±0.94 a

98.14±0.17 a

1.8%阿维菌素EC

6.00

95.68±0.47 a

98.43±0.13 a

控制辣椒蓟马为害。同时，蚜虫防治药剂对蓟马也

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40.00

95.46±0.24 a

96.01±0.28 a

能起到一定的防控作用。辣椒蓟马主要集中在花朵

25%噻虫嗪WG

83.33

97.25±0.20 a

98.92±0.13 a

为害，蓟马在花朵中有很好的隐蔽性，特别是在雨

10%顺式氯氰菊酯EW

11.11

95.41±0.38 a

97.79±0.21 a

30%唑虫酰胺SC

100.00

93.99±0.38 b

97.46±0.07 a

天和阴天，很少在外活动，因此，防治辣椒蓟马最好

50%吡蚜酮WG

125.00

97.72±1.14 a

99.78±0.22 a

25%呋虫胺 OD

104.17

98.64±0.45 a

100.00±0 a

0.5%苦参碱AS

6.25

82.52±0.92 c

90.18±1.30 b

药剂名称

表2

7 种杀虫剂对辣椒蓟马田间防治效果

药剂名称

质量浓度/
(mg·L－1)

防治效果/%
药后 3 d

药后 10 d

70%吡虫啉 WG

35.00

89.73±0.77 b 78.53±0.49 c

10%啶虫脒 ME

16.67

86.82±0.18 b 72.64±0.37 d

1.8%阿维菌素 EC

6.00

82.29±0.32 c 75.32±0.86 c

60 g/L 乙基多杀菌素 SC

40.00

95.31±0.57 a 92.19±0.34 a

25%噻虫嗪 WG

100.00

83.46±0.49 c 72.44±0.16 d

30%唑虫酰胺 SC

100.00

74.74±0.39 d 65.46±0.51 e

5%多杀霉素 SC

41.67

85.13±0.41 b 73.81±0.65 c

3

结论与讨论
田间药效试验表明：辣椒蚜虫对22.4%螺虫乙

酯SC、70%吡虫啉WG、
25%噻虫嗪WG、
50%吡蚜酮

125.00 mg/L和25%呋虫胺OD 104.17 mg/L进行喷雾
防治，可达到良好的防控效果。在辣椒蓟马发生期，
使用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40.00 mg/L进行喷雾可

选择在晴天，能增强对其防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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