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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降低农药使用量，提高防治效果，在省水、省药、省时方面，评价了低容量连杆多喷头

喷雾组件电动喷雾器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结果表明：和常规喷雾器械相比，低容量连杆多喷
头喷雾组件能够节省用水 ６４．９％ ，平均节省用药 ６４．９％ ，缩短施药时间 ３２．２％ 。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
雾组件具有高效、省药的特点，对防治草地贪夜蛾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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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ｗ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ｒｏｄ ｍｕｌｔｉ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ｐｒａｙｅｒ ｏｎ
spodoptera frugiperda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ｒｏｄ ｍｕｌｔｉ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ｐｒａｙ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ｓａｖｅ ６４．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６４．９％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３２．２％ ｏｆ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ｏｗ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ｒｏｄ ｍｕｌｔｉ ｎｏｚｚｌｅ ｓｐｒａｙｅｒ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ｇ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spodoptera frugipe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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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 （Ｓｍｉｔｈ）属鳞
［１］

景下，关注防治效果的同时，降低农药的使用量是

翅目夜蛾科，是一种杂食性害虫 。自入侵我国以

绿色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笔者探索新型低容量

来，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发生，对玉米及其他农作

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电动喷雾器对入侵生物草地

物的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目前我国有学者研究

贪夜蛾的防治效果，评价新型喷雾器在省水、省药、

［２］

［３］

了斑蝥素 、骆驼蓬总碱 对草地贪夜蛾细胞的影

省时等方面的应用效果，为草地贪夜蛾的防治及农

响，同时也研究了印楝素、虱螨脲及溴氰菊酯等对

药的减量使用提供参考。

［４］

草地贪夜蛾胚胎发育的影响 。目前防治措施中采
用的氯虫苯甲酰胺、高效氯氟氰菊酯及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等药剂的防治效果较好。常规喷雾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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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试剂与器械

及喷头雾滴粒径大，在作物表面及有害生物靶标上

５％高效氯氟氰菊酯微乳剂，德强生物股份有限

面的沉积量较少，药液的流失量较大，难以达到较

公司；５％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溶粒剂，佳木

好的防治效果。在国家要求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背

斯兴宇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助剂：奇功（基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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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乙烯醚改性三硅氧烷的化合物），桂林集琦生化
有限公司。
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电动喷雾器３ＷＢＤ－
１８Ｂ型，贵州黔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背负式电动喷
雾器３ＷＢＤ－１６Ａ型，台州市奇鸣机械有限公司。

１．２

环境与设施栽培情况

试验地点设在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州大冲村
新街组。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初期，田间玉米叶片
出现其幼虫为害状，叶片被取食后形成“窗孔”，或
叶片呈大小不等的孔洞，剥开玉米生长点卷曲心叶
可见大量幼虫及其粪便，心叶被咬食呈破烂状。
供 试 作 物 为 玉 米 ，长 势 良 好 ，进 行 常 规 田 间
管理。

１．３

表１
药前
活虫数／头

处理

重复
１

５２

Ａ

２

３０

３

１８

１
３

ＣＫ

１．４

施药及药效计算方法

施药采用喷雾法。确定每种喷雾方式喷施每个
处理的药液用量，按设定药液浓度计算各处理用药
量及用水量，采用二次稀释法配制药液，助剂用量
为每１５ Ｌ药液加入５ ｍＬ奇功。配制好的药液使用背
负式电动喷雾器３ＷＢＤ－１６Ａ型分别连接连杆多喷
头和常规喷头均匀喷施植株各部位，以植株全部叶
片被药液润湿不滴为标准。记录同样面积小区的喷
雾时间及用水量。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施药１次，药后３ ｄ
（５月１３日）、７ ｄ（５月１７日）各调查１次草地贪夜蛾死
虫数，合计调查２次。小区采用全田调查，药后３ ｄ、７
ｄ各调查１次小区草地贪夜蛾死虫总数，按式（１）和
式（２）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试验设计

各试剂有效成分用量分别为：５％高效氯氟氰菊
酯微乳剂０．０５ ｍｇ／ｋｇ；
５％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可溶粒剂０．６７ ｍｇ／ｋｇ；奇功（基于聚氧乙烯醚改性三
硅氧烷的化合物）０．０００ ３３ ｍｇ／ｋｇ。
试验共设３个处理：处理Ａ的使用器材为低容量
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其生产单位为贵州黔霖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处理Ｂ的使用器材为常规喷雾器，其
生产单位为台州市奇鸣机械有限公司；不经农药处
理的小区为空白对照（ＣＫ）。
试验共设９个 小区，每个小 区的面积为 ９０ ｍ２
（１５ ｍ×６ ｍ）；每个处理设３次重复。

Ｂ

第 １８ 卷 第 ５ 期

现 代 农 药

K／％＝ Nｂ－Nａ ×１００
Nｂ

（１）

E／％＝ K－Kｃ ×１００
１－Kｃ

（２）

K为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Nｂ、
Nａ分别为药前、药后
式中：
活虫数；
Kｃ为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E为田间防治效果。

２

结果与分析

由表１可见，
药后３ ｄ，
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
（处理Ａ）和常规喷雾器（处理Ｂ）两种喷雾设备对草
地贪夜蛾的平均防效均为９６．０７％；
药后７ ｄ的平均防效
在防治效果上无显著差异。
分别为９２．８６％和９３．０４％，

两种处理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药后３ ｄ

活虫数／头

药后７ ｄ

虫口减退率／％

防效／％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５５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６５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２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５５

３６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６５

３

３６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１

２９

２８

２

４６

４４

３

５０

４８

平均防效／％

活虫数／头

虫口减退率／％

防效／％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３．１０

９６．０７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３．４７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９９

１

９５．００

９３．４４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３．４７

１

９７．２２

９２．２２

３．４５

２７

６．８９

４．３５

４３

６．５２

４．００

４６

８．００

两种处理防治草地贪夜蛾的用水量、用药量及
用时的统计结果显示，使用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
组件和常规喷雾器械的用水量分别为１３０．０５ ｋｇ／ｈｍ２
和３７０．２０ ｋｇ／ｈｍ２；
喷雾时间分别为７ ５７０．５ ｓ和１１ １７２ ｓ。
使用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防治草地贪夜蛾，
所用的５％高效氯氟氰菊酯微乳剂和５％甲氨基阿维
菌 素 苯 甲 酸 盐 可 溶 粒 剂 用 药 量 分 别 为 ０．００６ ４５
ｇ／ｈｍ２和０．０８７ ０ ｇ／ｈｍ２；常规喷雾器械的用量分别为

９６．０７

平均防效／％
９２．８６

９３．０４

０．０１８ ｇ／ｈｍ２和０．２５５ ｇ／ｈｍ２。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
组件较常规喷雾器械的节约量分别为：省水６４．９％，
省药６４．９％，省时３２．２％。

３

结论与讨论

自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以来，主要采用化学杀
虫剂来控制，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苯甲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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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一定浓度的２８－高芸苔素内酯可以提
高小麦产量［７－８］。戴爱梅等［９］通过比较穗粒数、穗数和
千粒重等数据证明芸苔素内酯对小麦的增产作用，
且在小麦上使用芸苔素内酯可明显降低生产成本。
本试验根据以上指标对比３种结构的芸苔素内酯对
小麦产量的影响，发现３种结构的芸苔素内酯对小
麦穗粒数和千粒重提升明显，也能提高苗期的根
数、株高、根长和分蘖数，与戴爱梅等的研究结果相
似，其中具有显著增产作用的是２８－高芸苔素内酯。
吴明荣等［９］从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方面分析了芸
苔素内酯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并发现芸苔素内酯处
理对小麦的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无明显影响。但
本试验研究结果显示，芸苔素内酯能较好地提升小
麦淀粉的含量，与吴明荣等［１０］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
是由于试验田内氮元素含量不同，或是使用的小麦
品种不同。另，本试验在淀粉含量方面的研究结果
与解备涛 ［１１］的研究结果有相似性，芸苔素内酯在一
定浓度范围内有助于提高小麦淀粉的含量。但是对
蛋白质和水分含量无显著影响。因此，在提高小麦
产量和品质方面，建议使用０．０４ ｍｇ／ｋｇ ２８－高芸苔
素 内 酯 、０．０４ ｍｇ／ｋｇ ２８－ 表 高 芸 苔 素 内 酯 和 ０．０６
ｍｇ／ｋｇ ２４－表芸苔素内酯，以上３个处理的作用效果
依次递减。其中０．０４ ｍｇ／ｋｇ ２８－高芸苔素内酯在提高
产量的同时能 够 较 大 程 度 地 提 高 小 麦 淀 粉 的 含
量，因此较为推荐使用。
（上接第 48 页）

酰胺、乙基多杀菌素等对草地贪夜蛾防治效果显
著［５］。生物制剂多杀霉素、阿维菌素和苏云金芽孢杆
［６］

菌等对草地贪夜蛾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然而，同
种农药使用不同的喷头及喷雾器械对病虫害防治
效果不一致 ［７］。由于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低毒
和低残留的特点，本研究采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混用；为了提高药液在玉米
叶片上的附着及渗透能力，添加了喷雾助剂奇功。
结果表明，采用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防
治草地贪夜蛾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和常规喷雾器
械相比，低容量连杆多喷头喷雾组件能够节省用水
６４．９％；
高效氯氟氰菊酯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两种农药平均节省６４．９％；
施药时间能够缩短３２．２％。
在草地贪夜蛾大面积发生时能够快速有效地进行
防治，同时能达到农药减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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