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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嘧·咪·噻虫嗪 FS 对花生病虫害的防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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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试验，探讨了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对花生出苗率的影响，以及对花生根

茎腐病、蚜虫和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结果显示，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能提高花生出苗率

（9.89%～12.38%），对根茎腐病防效为75.89%～80.85%，对蚜虫防效为62.24%～72.45%，对地下害

虫防效为70.59%～79.41%。 此外，其对花生有增产作用，增产率最高达到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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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是我国重要的花生种植区，2016年花生

种植面积为112.8万hm2，占我国花生种植总面积的

23.9%[1]。花生是河南驻马店市重要的经济作物，花

生生产中的病虫害对花生产量和品质影响很大。随

着市场对花生品质要求的提高，以及农药零增长的

需要，筛选优质高效的种子包衣剂是减量控害和绿

色防控技术集成的重要任务。2016—2017年，驻马店

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对大量种子处理剂进行筛

选。为验证和评价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

种防治花生病虫害的田间效果，以及对花生的安全

性，2017年在河南省平舆县进行了田间应用试验。

1 试验内容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地势平坦，土质为砂姜黑土，有机质质

量分数19.7 g/kg，pH值6.1，土壤肥力中等。前茬作物

为小麦，花生品种为远杂5号。花生于2017年6月1日

播种，播种量为195 kg/hm2。起垄双行，一穴双株，每

667 m2种植6 300穴。试验期间雨水正常，未灌溉。除

试验药剂外，各小区其他生产管理相同，使用720 g/L

异丙甲草胺乳油（江苏辉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250 g/hm2（制剂用量，下同）封闭除草，7月25日和

8月10日用20%甲维·甲虫肼悬浮剂（2%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18%甲氧虫酰肼，江苏辉丰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300 g/hm2和25%戊唑醇可湿性粉剂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600 g/hm2防治叶部

病虫害。
1.2 试验方法

试验药剂：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6%
嘧菌酯＋4%咪鲜胺铜盐＋20%噻虫嗪，注册商标健

仓），江苏辉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30%毒死蜱微囊

悬浮剂（注册商标佳田佳盛），南通联农佳田作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400 g/L萎 锈·福 美 双 悬 浮 种 衣 剂

（200 g/L萎锈灵＋200 g/L福美双，注册商标种盾），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试验共设置7个处理：① 30%嘧·咪·噻虫嗪悬

浮种衣剂60 g（制剂用量）加水100 mL拌15 kg花生

种子；②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60 g加水100
mL拌20 kg花生种子；③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

衣剂60 g加水100 mL拌25 kg花生种子；④ 30%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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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微囊悬浮剂300 g＋400 g/L萎莠·福美双悬浮种衣

剂50 g拌10 kg花生种子；⑤ 3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

240 g＋400 g/L萎莠·福美双悬浮种衣剂40 g拌10 kg
花生种子；⑥ 3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180 g＋400 g/L
萎莠·福美双悬浮种衣剂25 g拌10 kg花生种子；⑦
空白对照。每试验处理设3次重复，共21个小区，小

区面积84 m2（4.2 m×20 m），随机区组排列。播种前

1 d拌种，采用拌种机进行拌种。
1.3 调查内容

1.3.1 种子出苗率调查

播后15～25 d，调查种子出苗率。每小区9点取

样，每点20穴，调查出苗数、缺苗数，计算出苗率、出

苗增加率。

出苗增加率/%= 处理区出苗数-空白对照区出苗数
空白对照区出苗数

×100

1.3.2 根茎腐病调查

在花生初花前调查根茎病害发生情况，5点取

样，每点20株，调查发病株数和病株严重度，计算病

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病情严重度分级标准：0级，根茎部无症状；1

级，根茎基部有褐色小病斑；2级，根茎基部有较大

病斑或绕根茎病斑；3级，50%以下根茎变褐色；4级，

50%以上根茎变褐色，且腐烂，或主根茎变褐色；5
级，根茎部严重腐烂，植株死亡。

病情指数=∑（调查株数×病害级数）
调查总株数×5 ×100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药剂处理区病情指数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1.3.3 蚜虫和地下害虫发生为害调查

在花生初花期前后调查蚜虫发生情况，5点取

样，每点20株，调查蚜虫发生数量，计算百株蚜量和

防治效果。收获时调查地下害虫发生为害情况，5点

取样，每点1 m2，挖土调查地下害虫种类、数量，荚果

被害数量，计算虫量、被害果率和防治效果。

防效/%= 空白对照区虫量-药剂处理区虫量
空白对照区虫量

×100

1.3.4 产量调查

每小区采用对角线5点取样法取样，每点取1 m2

调查花生株数，并抽取其中5株，调查花生荚果数，

晒干，称取荚果重量，计算产量。
统计分析采用Office 2003和DPS V7.05数据处

理软件，显著性检验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拌种对出苗的影响

花生于5月31日拌种，6月1日播种。6月24日，对

田间出苗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各药剂处理

对出苗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0%嘧·咪·噻虫嗪悬

浮 种 衣 剂 拌 种 处 理 的 出 苗 增 加 率 为 9.89%～
12.38%，其出苗率与空白对照出苗率差异显著，与

对照药剂3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400 g/L萎莠·福

美双悬浮种衣剂处理差异不显著（见表1）。30%嘧·
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处理区花生植株绿色较重，

苗旺，该药剂拌种对出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拌种

药剂用量越高，出苗促进效果越好。

2.2 对根茎腐病及蚜虫的防治效果

7月13日调查根茎腐病及蚜虫发生情况，结果

见表2。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60 g拌15 kg种

子的处理对根茎腐病的防效为80.85%，与其他各处

理差异极显著。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60 g
拌20 kg和25 kg种子的处理对根茎腐病的防效分别

为79.43%和75.89%，与对照药剂防效差异显著。对

照药剂拌种处理对根茎腐病的防效为43.97%～
71.63%。试验结果表明，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

剂拌种对花生根茎腐病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拌种

浓度越高，防治效果越好。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各处理对蚜虫的

防效为62.24%～72.45%，与对照药剂对蚜虫的防效

差异显著。对照药剂各浓度拌种处理对蚜虫的防效

均在20%以下，防治效果极差。试验表明，30%嘧·
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种对花生蚜虫具有较好的

防治效果。

处理 成苗数/株 缺苗数/株 出苗率/% 出苗增加率/%
处理① 943 137 87.31 aA 12.38
处理② 935 145 86.57 aAB 11.44
处理③ 922 158 85.37 aAB 9.89
处理④ 887 193 82.13 aAB 5.72
处理⑤ 913 167 84.54 abAB 8.82
处理⑥ 899 181 83.24 abAB 7.15

空白处理 839 241 77.69 bB

表 1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种对出苗的影响

注：表中出苗率一栏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

母表示差异极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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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对产量的影响

2.3 对花生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9月18日调查结果显示，地下害虫以蛴螬为主，

其次为金针虫。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60 g
拌 15 kg种 子 的 处 理 对 地 下 害 虫 的 防 治 效 果 为

79.41%，荚果被害率防效为78.00%，与其他处理防

效差异显著（见表3）。试验表明，30%嘧·咪·噻虫嗪

悬浮种衣剂拌种对花生地下害虫具有很好的防治

效果，拌种浓度越高，防治效果越好。

处理
根茎腐病 蚜虫

总株数/株 发病株数/株 病指 防效/% 百株蚜量/头 防效/%
处理① 300 9 1.80 aA 80.85 aA 18.00 aA 72.45
处理② 300 11 1.93 bB 79.43 bB 19.67 aA 69.90
处理③ 300 12 2.27 cBC 75.89 cBC 24.67 aA 62.24
处理④ 300 13 2.67 cdC 71.63 cdC 68.67 bA -5.10
处理⑤ 300 17 3.67 dC 60.99 dC 53.00 bA 18.88
处理⑥ 300 24 5.27 dC 43.97 dC 62.67 bA 4.08

空白处理 300 42 9.40 dC 65.33 bA

表 2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对花生根茎腐病及蚜虫的防效

处理
荚果 地下害虫

被害率/% 防效/% 蛴螬/头 金针虫/头 平均密度/(头·m-2) 防效/%
处理① 2.69 aA 78.00 12 2 0.9 aA 79.41 aA
处理② 3.06 aA 74.98 13 2 1.0 aA 77.94 bB
处理③ 3.78 bAB 69.09 17 3 1.3 abA 70.59 bcB
处理④ 3.65 bAB 70.16 17 1 1.2 abA 73.53 bcB
处理⑤ 4.08 bcB 66.64 18 3 1.4 bcAB 69.12 bcB
处理⑥ 5.61 cB 54.13 25 5 2.0 cB 55.88 cB

空白处理 12.23 dC 10 68 4.5 dC

表 3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对地下害虫的防治效果

2.4 对产量的影响

根据9月18日的调查，各处理花生产量不同，结

果见表4。各药剂处理花生产量较对照处理均有极

显著增长，增产率为20.67%～40.13%；30%嘧·咪·
噻虫嗪悬浮种衣剂60 g拌15 kg种子处理的花生产量

与其他药剂处理花生产量差异显著。30%嘧·咪·噻

虫嗪悬浮种衣剂对产量要素均有影响，以对百果重

影响最大，其次为总株数。

2.5 安全性

出苗后7 d、15 d、30 d分别目测调查药害发生情

况。各施药小区花生植株生长发育正常，未发现生

长异常现象。

3 结论与讨论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拌种对花生地下

害虫、苗期根茎腐病和蚜虫具有显著的防治效果，

并对花生出苗和苗期生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

药剂对花生有增产作用，增产率最高达40.13%，增

产效果显著，且对花生出苗和生长安全。30%嘧·咪·
噻虫嗪悬浮种衣剂与其他花生种子处理剂相比，花

生田病虫害的首次防治时间推迟了20～25 d，施药

次数减少1次。因此，该药剂可以在花生绿色防控技

术中推广应用。
30%嘧·咪·噻虫嗪悬浮种衣剂用量以60 mL拌

花生种子10～15 kg（170～250倍）为宜，不宜超过20
kg（330倍）。在此范围内，药剂浓度越高，效果越好。

播种期干旱，对花生出苗略有影响。且受秋季连

续3次暴雨和连阴雨天气影响，驻马店市2017年出现

明显的秋汛，对花生后期生长和花生收获有一定的

影响，对本试验后期地下害虫防效也略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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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株数/株
株荚

果数/个
百果重/

g
产量/
kg

增产率/
%

处理① 11 667 a 21.5 a 152.81 aA 306.65 aA 40.13
处理② 10 667 ab 22.0 a 151.70 abA 284.81 abA 30.15
处理③ 12 001 a 20.8 a 150.58 abAB 274.81 bAB 25.58
处理④ 10 001 ab 23.0 a 148.91 bAB 274.01 bAB 25.21
处理⑤ 10 667 ab 21.3 a 148.82 bAB 269.88 bAB 23.32
处理⑥ 11 334 a 21.3 a 137.06 cB 264.08 bB 20.67

空白处理 9 773 b 20.5 a 136.54 dC 218.84 cC

注：表中株数、产量栏数据为667 m2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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