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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玉米种子处理剂防治草地贪夜蛾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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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压低前期虫口基数，筛选对草地贪夜蛾防效较好的种子处理剂，设计并开展此试验。 试验结

果表明，几种种衣剂对玉米生长安全，在玉米生长前期4个处理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均超过60%。防

效最好的为40%溴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平均保苗率为89.97%，播种后21 d虫口防效

为91.21%； 其次为50%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处理， 保苗率为80.18%， 虫口防效为

82.1%，但其出苗率与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处理相比有所下降。50%氯虫苯甲酰胺

FS 530 g/100 kg种子处理出苗率最高，为92.67%，平均保苗率为70.44%，虫口防效为61.54%。 35%苯

甲·吡虫啉FS 500 g/100 kg种子处理出苗率和保苗率都是几个处理中最低的。 在生产上可以推广使

用40%溴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和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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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Efficacy of Several Corn Seed-coating Against Spodoptera frugipe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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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initial population number, field efficacy trials were devised and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corn seed-coating against Spodoptera frugiperda. Results showed that several seed-coating were safe to
maize,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higher than 60% in the early stage of maize growth. The seed with 40% cyantraniliprole
+ thiamethoxam FS at the dosage of 450 g/100 kg showed good seedling protecting effect and the controling effect on S.
frugiperda, which were 89.97%, 91.21% after seeding for 21 d, respectively. The second was seed with 50% chloran-
traniliprole FS at the dosage of 680 g/100 kg, seedling protecting effect and the controling effect were 80.18%, 82.1%,

respectively. But compared to seed with 50% chlorantraniliprole FS at the dosage of 530 g/100 kg, the emergence rate was
decreased. The seed treatment with 50% chlorantraniliprole FS 530 g/100 kg showed high emergence rate, which seedling
protecting effect and the controling effect were 70.44% , 61.54% after seeding for 21 d, respectively. However, 35%
difenoconazole + imidacloprid FS at the dosage of 500 g/100 kg showed low emergence rate and seedling protecting effect.

They could be used at 40% cyantraniliprole+thiamethoxam FS at the dosage of 450 g/100 kg and 50% chloran-
traniliprole FS at the dosage of 530 g/100 kg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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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又名秋黏

虫，属鳞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原产于美洲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并在美洲大陆广泛分布[1-2]，是联合

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跨国界迁飞性重大害虫。其

寄主广泛，最多的记载是76科353种，主要为禾本科

（106种）、菊科（31种）和豆科（31种）[3]。其对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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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强，11～30℃都是其适宜的温度范围。在

28℃条件下，30 d左右即可完成1个世代[4]。由于其具

有繁殖能力强、扩散速度快、突发危害重的特点，给

作物正常生长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如果田间

55%到100%的植株被害，将导致玉米减产15%～
73%[5]。在非洲很多国家，草地贪夜蛾一般为害可使

玉米减产25%～67%[6]。根据非洲12个玉米产量最大

的国家的统计结果来看，草地贪夜蛾为害可造成玉

米年减产830～2 060万t，相当于玉米年总产量的

21%～53%[7]。
草地贪夜蛾于2018年12月入侵中国，2019年已

经扩散至26个省（市、区）[8]。给我国农业安全生产带

来严峻考验。目前，化学防治是防治草地贪夜蛾最

常用的方法[9]。玉米种衣剂的使用能够显著减少玉

米苗期病虫害的发生，省时省工，符合国家“两减”
政策，对于玉米的农药减施、增产增收具有重大的

意义[10]。鉴于目前我国尚无玉米种子处理剂防治草

地贪夜蛾效果的报道，笔者选择含有对草地贪夜蛾

毒力较强成分的50%氯虫苯甲酰胺FS与生产中对玉

米病虫防效较好的种子处理剂进行比较，旨在筛选

出对玉米安全，同时可高效防控草地贪夜蛾的种子

处理剂，为玉米生长前期防治草地贪夜蛾、压低虫

口基数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剂

35%苯甲·吡虫啉FS（32%吡虫啉+3%苯醚甲环

唑），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50%氯虫苯

甲酰胺FS，美国杜邦公司；40%溴酰·噻虫嗪FS（20%
溴氰虫酰胺＋20%噻虫嗪），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

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5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每个药

剂处理小区面积为1 000 m2，对照小区面积为300 m2。
几个处理分别为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
50%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35%苯甲·吡虫

啉FS 500 g/100 kg、40%溴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
和空白对照。
1.3 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田设在睢宁县双沟镇官路村（117°36′8″E，

34°05′25″N），平均海拔28.3 m。种植玉米（Zea mays
L.）品种为“万糯2000”（河北华穗），总面积为2 000
亩，前茬作物也为鲜食玉米。该试验田肥力中等，土

壤为沙土。所有小区的栽培条件均匀一致。

试验于2019年7月9日上午进行拌种、播种。
根据方案量取种子处理剂加入适量清水（1 100
mL/100 kg种子），药液配好后将种子加入含有药液的

塑料盆内，充分震荡20～30 s。待种子均匀着药后，

倒出摊开置于通风处，阴干后播种。亩用种量为2.5
kg，大小行播种，行距90 cm、40 cm，株距为33 cm。
1.4 调查与统计

播种后14 d调查各处理出苗率情况，并目测作

物的长势。出苗率调查按照五点取样法取样，每点

纵向连续取10 m长度，按式（1）计算此长度下每行

玉米的播种穴数、出苗穴数和出苗率。

出苗率/%= 出苗穴数
播种穴数

×100 （1）

分别于播种后14 d和播种后21 d调查玉米受害

株数和残虫量，五点取样法取样，每点纵向连续取

玉米20株，按式（2）、（3）计算保苗率和虫口防效。

保苗率/%= 对照受害株率-药剂处理受害株率
对照受害株率

×100 （2）

虫口防效/%= 对照残虫量-药剂处理残虫量
对照残虫量

×100 （3）

1.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DPS软件处理，Duncan's新复极差

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出苗率情况

玉米播种后14 d调查各处理出苗率情况。结果表

明（表1），各处理出苗率为85.23%～92.67%，明显高

于对照79.07%，其中50%氯虫苯甲酰胺FS530 g/100 kg
种子处理的出苗率最高，为92.67%，40%溴酰·噻虫

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次之，为90.07%，50%氯虫

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处理第三，为87.73%，

最后是35%苯甲·吡虫啉FS 500 g/100 kg种子处理。
经方差分析，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

处理与40%溴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无

差异，与50%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有差

异，与35%苯甲·吡虫啉FS 500 g/100 kg种子处理差

异极显著。
2.2 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播种后14 d目测各处理间玉米长势差异不大，

苗壮均匀，颜色浓绿；对照相对瘦弱，颜色较浅。50%
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处理与50%氯虫

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处理相比，出苗率有

所下降，但和其他3个处理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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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
玉米播种后14 d调查，未发现草地贪夜蛾危害。

播种后21 d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调查结果（表

2）显示，各处理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最好的为40%溴

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平均保苗率为

89.97%，虫口防效为91.21%；其次为50%氯虫苯甲

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处理，平均保苗率为80.18%，

虫口防效为82.1%；以及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处理，平均保苗率为70.44%，虫口防效

为61.54%；35%苯甲·吡虫啉FS 500 g/100 kg种子处

理平均保苗率66.12%，虫口防效为62.57%。40%溴

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防效与50%氯虫

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处理无显著差异，与

35%苯甲·吡虫啉FS 500 g/100 kg种子处理、50%氯

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处理有极显著差异。

处理
制剂用量/
(g·100 kg-1)

出苗率/%
Ⅰ Ⅱ Ⅲ 平均

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91.2 96.3 90.5 92.67 aA
50%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85.5 90.5 87.2 87.73 bcAB
35%苯甲·吡虫啉FS 500 83.2 89.2 83.3 85.23 cB
40%溴酰·噻虫嗪FS 450 87.5 93.2 89.5 90.07 abAB
空白对照 72.5 83.5 81.2 79.07 dC

表 1 不同种衣剂处理对玉米出苗率的影响

注：同列数据不同小写或大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
著（P＜0.05）或极显著（P＜0.01）。

表 2 不同种衣剂处理播后 21 d 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注：表中数据为各重复平均值，同列数据不同小写或大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或极显著（P＜0.01）；残虫量以每
100株计算。

处理 制剂用量/(g·100 kg-1) 受害株率/% 保苗率/% 残虫量/头 虫口防效/%
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5.33 70.44 bA 8 61.54 bB
50%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3.67 80.18 abA 4 82.1 aAB
35%苯甲·吡虫啉FS 500 6 66.12 bA 7 62.57 bB
40%溴酰·噻虫嗪FS 450 1.67 89.97 aA 2 91.21 aA
空白对照 18.67 20

3 结论与讨论

3.1 药剂效果评价

玉米种衣剂含有高效的杀虫剂，种子播入土壤

后即成为防治病、虫的屏障，其药效成分随种子萌

发、生长缓慢释放，传到到植株全身发生作用[11]。本

研究表明，几种种子处理剂对玉米生长前期的草地

贪夜蛾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40%溴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播种后21 d的保苗率和对草

地贪夜蛾的防效都处于较高水平，平均保苗率为

89.97%，虫口防效为91.21%。
50%氯虫苯甲酰胺FS 680 g/100 kg种子处理播

种后21 d的保苗率和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与40%溴

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处理无显著差异，但

出苗率略低。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

处理平均出苗率最高为92.67%，播后21 d对草地贪

夜蛾也有一定防效，但与40%溴酰·噻虫嗪存在显著

差异。从王勇庆等[12]研究的氯虫苯甲酰胺对草地贪

夜蛾的室内毒力结果可以看出，使用氯虫苯甲酰胺

直接喷雾处理后，草地贪夜蛾幼虫较容易被杀死，

而使用带药叶片饲喂草地贪夜蛾幼虫时毒力较低，

毒杀效果较慢有关，在第1 d幼虫死亡率较低，直至

第3 d之后幼虫死亡率达到较高的水平，与本试验的

结果相符。35%苯甲·吡虫啉FS 500 g/100 kg种子处

理无论是出苗率还是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都是几

个处理中表现较为一般的。
3.2 试验药剂对玉米安全

本试验各处理出苗率均显著高于对照，各处理

间玉米长势差异不大，苗壮均匀，颜色浓绿；对照相

对瘦弱，颜色较浅，说明本试验的几种种子处理剂

对玉米生长有促进作用。这与郑铁军[13]研究表明的

玉米种子用种衣剂处理后有促进萌发、提高发芽

势、发芽率、促进生长和增产的作用相符。何发林[14]

等研究表明，合适剂量的氯虫苯甲酰胺拌种可以显

著促进玉米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与本试验结果也

相互印证。此外，也有研究表明使用福亮、吡虫啉拌

种对玉米生产前期（苗期、小喇叭口期）田间节肢动

物的种类及数量均没有影响[15]。
综合考虑种子处理剂对玉米生长的安全性及

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在生产上优先推荐选用

40%溴酰·噻虫嗪FS 450 g/100 kg种子进行拌种，其

次为50%氯虫苯甲酰胺FS 530 g/100 kg种子，二者可

有效控制前期虫口基数，降低农药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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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股份主营产品量价齐升，一季度净利预增超 12 倍

2021年4月6日，新安股份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2.7亿～3亿元，追溯调整前，同比增加2
920%～3 256%，追溯调整后，同比增加1 281%～1 434%，创下公司2015年以来第一季度业绩新高。

据新安股份发布的2020年度业绩快报称，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16亿元，同比增长1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5.85亿元，同比增长54.7%。
对于业绩暴增，新安股份表示，2020年三季度开始，随着全球的化工行业需求恢复，新安股份主营产品有机硅和草甘膦价

格均大幅上涨。特别是有机硅业务，下游需求爆发，海外订单向国内转移，叠加公司新增有机硅产能释放，有机硅系列产品量

价齐升。受益于双主业向好，仅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就超过前三季度总和，创造了黄金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延续增势，新安股份混炼胶、密封胶、硅油等主要终端产品整体销量及收入的增幅均在50%以上，订单增速

显著，产销量及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明显。另一主业草甘膦市场需求良好，价格不断走高。
资料显示，新安股份是国内草甘膦和有机硅领域的龙头企业，拥有突出的核心竞争能力。草甘膦行业步入景气和有机硅

业务的发展潜力为公司短期和长期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根据公司的战略布局，新安股份从打造全产业链大格局、平台型企业等方面着手，加速在国内外市场的发展步伐。当前，

新安股份已经形成了从硅矿冶炼到金属硅，金属硅冶炼到单体，再到中游的金属聚合物，最后到下游制品的完整产业链。全产

业链的打造，通过掌握上游资源，公司利润不再受制于金属硅价格影响。
“目前，有机硅上游DMC格局已基本确立，头部厂商在扩产的同时也面临及时消化产能的压力，上下游一体化布局有助

于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全产业链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基础端原料价格波动对公司总体业绩的影响。”新安股份相关负责

人表示。
对于新安股份来说，全产业链发展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最大的优势是降低成本，同时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加强对上

下游的议价权。并且，2021年3月起进入了下游硅胶等行业的补货旺季，同时由于海外开工率仍处于低位，国内产品出口需求

增长，进一步提振了下游补货积极性。短期国内有机硅价格将维持高位运行。
（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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