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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寻防治绿豆病毒病的有效药剂，开展了5种药剂对绿豆病毒病的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

表明，8%宁南霉素AS对绿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为70.73%、增产率为24.28%，与对照处理相比具有

显著的防病和增产效果；0.06%甾烯醇ME虽然对绿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仅为53.56%， 但增产率为

32.70%，因此在生产中两者可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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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creening of Pesticides Against Mung Bean Virus Disease
Gu Chun-yan, Ge Hong, Wang Xue-jun, Wang Kai-hua, Miao Ya-mei, Zhao Na, Xue Dong

(Jiangsu Yanjia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 Jiangsu Rugao 22654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elect effective pesticides for controlling mung bean virus disease, five kinds of pesticides were

tested on the efficacy of mung bean virus disease in the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ningnanmycin

8% AS on mung bean virus disease was 70.73% and the yield increasing rate was 24.28%.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reatment, it had significant control effects. The control effect of β-sitosterol 0.06% ME on mung bean virus was only

53.56%, but the yield increased by 32.70%. Therefore, the two pesticides can be used alternately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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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Vigna radiata (Linn.) Wilczek.），原产于中

国，别名青小豆、植豆，在我国已有两千余年的栽培

史[1]。绿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多种人

体所需的维生素，且具有清凉解毒、利尿明目的药

用价值[2]，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绿豆病毒病在绿

豆种植区普遍发生，我国为害绿豆的病毒主要有黄

瓜花叶病毒（CMV）、苜蓿花叶病毒（AMV）和番茄

不孕病毒（TAV）等[3]。从绿豆出苗后到成株期均可

发病，田间主要表现为叶上出现斑驳或绿色部分凹

凸不平、叶皱缩、叶片扭曲畸形或明脉，病株矮缩，

开花迟缓或易落花，荚果少而小，畸形或变色，病株

荚果产量和质量降低，经济损失明显[4]。本文选择8%
宁南霉素AS、2%香 菇多糖AS、0.06%甾烯 醇ME、
30%毒氟磷WP、20%吗胍·乙酸铜WP等5种药剂开

展田间药效试验，旨在探寻有效防治绿豆病毒病的

药剂，为其在生产中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30%毒氟磷WP（PD20160338），广西田园生化

股份有限公司；20%吗胍·乙酸铜WP（PD20097955），

齐 齐 哈 尔 华 丰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2%香 菇 多 糖AS
（PD20132500），山东圣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6%
甾烯醇ME（LS20150138），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

有限公司；8%宁南霉素AS（PD20097122），德强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1.2 试验情况

试验安排在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内

进行，种植品种为中绿10号。试验共设6个处理，分

别为30%毒氟磷WP 1 500 g/hm2（制剂用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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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吗胍·乙酸铜WP 3 750 g/hm2、2%香菇多糖AS
900 mL/hm2、0.06%甾烯醇ME 900 mL/hm2、8%宁南

霉素AS 1 500 mL/hm2和清水空白对照。采用随机区

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20 m2。常规防治蚜虫，

2018年8月2日、8月9日进行防治病毒病的药剂喷雾

处理，喷药量750 kg/hm2。
1.3 调查内容及方法

试验于第2次施药后7 d、15 d进行药剂对绿豆

病毒病的防治效果调查，每小区对角线固定5点取

样调查，每点调查相连10株，以株为单位记录调查

总株数、各级病株数，计算病情指数及药剂防治效

果。试验结果采用DPS统计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

析。各试验小区单独收获，测定每个处理及对照试

验区的绿豆产量，计算增产率。
病情分级标准为[5]：

0级，无症状；1级，明脉、轻花叶；3级，心叶及中

部叶片花叶；5级，心叶及中部叶片花叶，少数叶片

畸形、皱缩或植株轻度矮化；7级，重花叶、多数叶片

畸形、皱缩或植株矮化；9级，重花叶、叶片明显畸

形、植株严重矮化甚至死亡。
式（1）～式（3）分别为病情指数、防治效果及增

产率的计算公式。

病情指数= Σ（各级病株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株数×9 ×100 （1）

防治效果/%=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防治区病情指数
空白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2）

增产率/%= 防治区产量-空白对照区产量
空白对照区产量

×100 （3）

观察各药剂处理区绿豆药害发生情况，记录药

害的类型和程度，准确描述绿豆的受损症状，如矮

化、褪绿、黄化、畸形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药剂安全性评价

根据田间目测，施药后各处理绿豆长势正常，

未出现矮化、褪绿、黄化、畸形等症状，所用药剂对

绿豆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2.2 防治效果

由表1可见，5种药剂对绿豆病毒病均有一定的

防治效果。与清水对照相比，8%宁南霉素AS处理的

小区防治效果最好，8月16日、8月23日调查的防治

效果分别为71.17%和70.73%，20%吗胍·乙酸铜WP
处理的小区防效次之，两次调查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68.14%和65.85%。

处理
8月16日 8月23日

株发病率/% 病情指数 防效/% 株发病率/% 病情指数 防效/%
30%毒氟磷WP 42.24 8.23 39.31 50.00 10.00 bAB 34.15 bB
20%吗胍·乙酸铜WP 26.50 4.32 68.14 33.33 5.19 cB 65.85 aAB
2%香菇多糖AS 33.33 6.11 54.94 43.33 7.04 bcB 53.66 abAB
0.06%甾烯醇ME 34.25 6.26 53.83 43.36 7.05 bcB 53.56 abAB
8%宁南霉素AS 23.24 3.91 71.17 33.33 4.44 cB 70.73 aA
清水喷雾（CK） 51.00 13.56 70.00 15.19 aA

表 1 5 种药剂防治绿豆病毒病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0.06%甾烯醇ME和2%香菇多糖AS处理的小区

防效相当，两次调查的防治效果均超过50%；30%毒

氟磷WP处理的小区防治效果最差，两次调查的防

治效果分别只有39.31%和34.15%。
2.3 对绿豆产量的影响

5种防治绿豆病毒病药剂对产量的影响见表2。
由表2可见，0.06%甾烯醇ME处理的小区百粒重最

高，为6.01 g，显著高于对照处理；20%吗胍·乙酸铜

WP和8%宁南霉素AS处理的小区的百粒重次之，均

为5.93 g，高于对照处理；2%香菇多糖AS处理的小

区百粒重最低，仅为5.57 g，显著低于对照处理小区

的百粒重5.78 g。各药剂处理与清水对照相比，

0.06%甾烯醇ME处理的小区产量最高，为2 084.40
kg/hm2，增产率达32.70%，增产效果极显著；8%宁南

霉素AS处理的小区产量次之，达1 952.10 kg/hm2，增

产率为24.29%，与清水对照相比增产效果显著；20%
吗 胍·乙 酸 铜 WP 处 理 的 小 区 产 量 为 1 860.60
kg/hm2，增产率18.46%；2%香茹多糖AS处理的小区

注：不同小写字母代表P＜0.05水平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代表P＜0.01水平差异极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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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杂草，同时对马铃薯安全，可以推广使用。考虑

到药剂施用的经济性和安全性，5%砜嘧磺隆OD在

马铃薯田间杂草防除应用的有效成分推荐用量为

15.00～18.75 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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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悬浮剂1.65 mg/L的 保鲜效果最佳。在生产

中，针对采后百合保鲜，推荐在百合切花采收当日

即施药，可保持瓶插期内百合的鲜度，延长瓶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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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仅略高于对照，为1 584.30 kg/hm2；30%毒氟磷

WP处理的小区产量最低，仅为1 490.40 kg/hm2，比

对照减产5.11%。

3 结论与讨论

8%宁南霉素AS对绿豆病毒病的防治效果最

好，防效达70.73%，药剂处理区绿豆的百粒重5.93 g，

显著高于对照处理区的5.78 g；增产显著，增产率为

24.28%。0.06%甾烯醇ME虽然对绿豆病毒病的防治

效果仅为53.56%，低于8%宁南霉素AS和20%吗胍·

乙酸铜WP的防治效果，但增产效果优于8%宁南霉

素AS和20%吗胍·乙酸铜WP。0.06%甾烯醇ME处理

区绿豆百粒重及产量均极显著高于对照处理，百

粒重为6.01 g，增产率为32.70%。因此在生产中可以

考虑8%宁南霉素AS与0.06%甾烯醇ME两种药剂交

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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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百粒重/g 产量/(kg·hm-2) 增产率/%
30%毒氟磷WP 5.62 cC 1 490.40 cC -5.11
20%吗胍·乙酸铜WP 5.93 aAB 1 860.60 abABC 18.46
2%香菇多糖AS 5.57 cC 1 584.30 bcBC 0.87
0.06%甾烯醇ME 6.01 aA 2 084.40 aA 32.70
8%宁南霉素AS 5.93 aAB 1 952.10 aAB 24.29
清水喷雾（CK） 5.78 bB 1 570.65 cBC

表 2 5 种防治绿豆病毒病药剂对产量的影响

（上接第 47 页）

（上接第 53 页）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