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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诱剂对露地西兰花主要害虫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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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开展生物食诱剂诱杀试验，验证其对露地西兰花主要鳞翅目害虫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

果表明，生物食诱剂可诱杀西兰花田主要鳞翅目害虫的雌、雄虫，且对雌虫的诱杀效果好于对雄虫
的诱杀效果。 处理后 20 d，诱捕器处理和瓶甩法施药处理对鳞翅目幼虫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91.2% 和

88.2%，防治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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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ect of Phagostimulant on Lepidoptera Pests in Broccoli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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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to verif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phagostimulant on lepidoptera pests in broccoli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hagostimulant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male and female worms of lepidoptera pests. On
the 20th day after treatmen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phagostimulant processing zone and pesticide treatment zone on the
larvae were 91.2%, 88.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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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铜山区露地蔬菜主要害虫多为鳞翅目
害虫，包括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小菜蛾、棉铃虫等。
目前对鳞翅目害虫的防控主要以化学农药为主，化
学农药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且长期使用易使害虫产
生抗药性。食诱剂为农药减量控害的绿色防控技术
措施，采用吸引害虫至某一特定范围集中诱杀以代
替传统全田喷洒的方式，大幅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
用，
保护了环境，
提升了农产品质量[1]。2017年开展食
诱剂对露地西兰花主要鳞翅目害虫的防治试验，为
蔬菜生产中鳞翅目害虫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棉铃虫生物食诱剂（商品名澳朗特）、多功能施
放平台诱捕器、
45%灭多威可湿性粉剂、
60 g/L乙基
多杀菌素悬浮剂，均由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地设在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润嘉公司西
兰花种植基地，试验区面积1.8 hm2。供试作物为西
兰花，2017年8月中旬移栽定植，试验区内西兰花长
势基本一致，采用统一栽培措施。
试验采用2种处理方式，设3个大区，不设重复。
诱捕器处理区（A区，生物食诱剂＋多功能施放平
台诱捕器）设2种诱杀措施：诱杀措施A1，生物食诱
剂与水按质量比1︰1混合，1 L混合液中加入45%灭
多威可湿性粉剂5 g，混合均匀，每诱捕器装100 mL
混合液；诱杀措施A2，生物食诱剂与水按质量比1︰
1混合，1 L混合液中加入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
剂5 mL，
混合均匀，
每诱捕器装100 mL混合液。整个
诱 捕 器 处 理 区 面 积 共 1.33 hm2 ，A1 和 A2 均 按 照
每667 m2均匀间隔放置2个诱捕器的方式放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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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个诱捕器。
瓶甩法施药处理区（B区，生物食诱剂洒施）：生
物食诱剂与水按质量比1︰1混合，1 L混合液中加入
45%灭多威可湿性粉剂5 g，混合均匀，用瓶盖有小
孔的瓶子进行洒施。按正常行走速度均匀洒施到走
道两边的西兰花植株上，洒滴行间距约40 m，混合
液用量为2.25 L/hm2，每7 d洒施1次，共3次，对洒施
区域进行标记。洒施区面积0.33 hm2。空白对照区为
C区，面积0.13 hm2。A处理区和B处理区间隔50 m。
试验期间处理区与对照区均不使用其他化学农药。

1.3

调查方法

1.3.1 对成虫的诱杀效果调查
在鳞翅目害虫成虫高峰期调查2种诱杀措施的
诱杀效果，每隔1 d调查记录所有诱捕器诱杀成虫的
种类、数量和雌雄比，
连续调查10次。每次调查后清
除死虫，
分别记录2种诱杀措施A1和A2诱虫情况。在
瓶甩法施药处理区，每隔1 d调查1次，连续调查10
次，洒施区域调查范围为10 m×1 m，调查并记录诱
杀鳞翅目成虫种类、
数量和雌雄比。
1.3.2 对幼虫的防治效果调查
分别于处理前，处理后10、15、20 d调查各处理
区幼虫存活数量。每处理5点取样，每点标记3株西
表1
处理

兰花，调查整株叶片上主要目标害虫（斜纹夜蛾、甜
菜夜蛾、棉铃虫、小菜蛾等）存活幼虫总数，计算虫
口减退率和校正防效[2]。
虫口减退率/%= 处理前虫口数－处理后虫口数 ×100
处理前虫口数
防治效果/%=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100－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结果与分析

2

虫口数/头

对成虫的诱杀效果

2.1

诱捕器处理区诱杀害虫的种类有：甜菜夜蛾、
斜纹夜蛾、棉铃虫、小菜蛾、甜菜螟、稻纵卷叶螟、银
纹夜蛾、灯蛾等。在瓶甩法施药处理区整个诱杀期
内，未见到目标害虫。
诱捕器处理区36个诱捕器10次共诱集目标害
虫410头，结果见表1。其中，甜菜夜蛾77头，占诱虫
总量的18.7%；斜纹夜蛾35头，占诱虫总量的8.6%；
棉铃虫63头，占诱虫总量的15.5%；小菜蛾235头，占
诱虫总量的57.3%。A1、
A2各放置18个诱捕器，
A1处
理区10次诱杀总虫量为149头，其中甜菜夜蛾40头、
斜纹夜蛾8头、棉铃虫43头、小菜蛾58头；
A2处理区
10次诱杀总虫量为261头，其中甜菜夜蛾37头、斜纹
夜蛾27头、棉铃虫20头、
小菜蛾177头。

诱捕器处理区诱杀害虫效果

斜纹夜蛾

甜菜夜蛾

53

棉铃虫

虫口数/头

占比/%

占比/%

A1

40

26.8

8

A2

37

14.2

27

A（A1＋A2）

77

18.7

35

8.6

小菜蛾

虫口数/头

占比/%

5.4

43

10.3

20
63

诱捕器处理同时诱杀雌、雄虫，且对雌虫的诱
杀效果好于对雄虫的诱杀效果，雌、雄诱杀比例分
别为1.20︰1.00（甜菜夜蛾）、
1.06︰1.00（斜纹夜蛾）、
1.03︰1.00（棉铃虫）、
1.12︰1.00（小菜蛾）。
A2处理日诱虫量多数高于A1处理，主要是A2
诱集小菜蛾的数量多，
见图1。

占比/%

28.9

58

39.2

149

7.7

177

67.8

261

15.5

235

57.3

410

表2
处理区

总虫口数/头

虫口数/头

食诱剂对幼虫的防治效果

处理后10 d

处理后15 d

处理后20 d

虫量/头 防效/% 虫量/头 防效/% 虫量/头 防效/%

A区

4

60.0

7

50.0

4

88.2

B区

2

80.0

2

85.7

3

91.2

对照区

10

14

34

由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诱捕器处理区还是瓶甩
法施药处理区，该生物食诱剂均可降低田间鳞翅目
害虫的幼虫虫口密度。虽然瓶甩法施药处理区未诱
杀到成虫，但对幼虫防治效果明显，处理后10、15、
20
d的防效分别为80.0%、85.7%、
91.2%，均高于诱捕器
处理区。
图1

2.2

捕获器处理区诱虫趋势

对幼虫的防治效果
各处理对幼虫的防治效果见表2。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食诱剂对甜菜夜蛾、斜纹夜
（下转第 56 页下）

第 17 卷 第 4 期

现 代 农 药

56

20% β-羽扇豆球蛋白多肽SL处理区残留花脱落早

缓病原菌对药剂抗性的产生和发展，延长药剂品种

于腐霉利处理区和清水对照区，这大大降低了灰霉

的使用周期。

病菌侵染几率。另外，50%腐霉利WP处理区和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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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450 mL/hm2处理防效显著高于对照药剂处理。
10%溴氰虫酰胺OD在豌豆生产中推荐制剂用量为
2

375～450 mL/hm 。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10%溴氰虫酰胺OD持效
期较长。在实际生产中，可根据豌豆潜叶蝇的发生
情况，对施药时间和施药次数进一步研究，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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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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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棉铃虫、小菜蛾等鳞翅目害虫的成虫有较好的

诱杀效果，且雌、雄成虫均能诱杀；该食诱剂能够显
著降低田间鳞翅目主要幼虫的虫口密度。采用食诱
剂防治蔬菜生产中鳞翅目害虫是绿色防控的一种
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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