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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防治月季二斑叶螨的理想药剂，本文研究了螺螨酯和乙螨唑2种杀螨剂对月季二斑
叶螨的室内活性和田间药效。结果表明，螺螨酯和乙螨唑对月季二斑叶螨成虫和卵的LC50/EC50值分
别为11.350～14.152和0.019～0.035 mg/L，药后15 d田间防效在88.60%～94.11%之间。 其防治效果
随用药量增加而递增，且对月季安全。 生产上可以推广应用螺螨酯和乙螨唑防治月季二斑叶螨，在
害螨始盛期施药，间隔7～10 d，连续喷雾2次，可有效控制二斑叶螨对月季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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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screen out the effective insecticides for controlling Tetranychus urticae on Chinese rose,

the toxicities and field efficacy of spirodiclofen and etoxazole against Tetranychus urticae on Chinese ros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C50/EC50 values of adult and egg of Tetranychus urticae were 11.350-14.152 and 0.019-0.035

mg/L,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pirodiclofen and etoxazole at 15 d were 88.60%-94.11%. The control effect

increased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osage and insecticides were safe to Chinese rose. Pirodiclofen and etoxazole could

be promoted to protect Chinese rose from Tetranychus urticae in the production with an interval of 7-10 d and continuous

spraying twice at the initial peak of pest 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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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斑叶螨（Tetranychus urticae Koch）是月季上
的常见害虫，属叶螨科叶螨属，是世界性害螨，分布
范围广，二斑叶螨主要从月季植株下部的叶片开始
为害，逐渐向上蔓延，具有很强的结网群集特性[1-3]。
二斑叶螨多在月季叶背栖息为害，若螨取食叶背的
叶肉细胞，成螨以植株幼嫩部位为食[1,4-5]。初期受害
叶片叶柄主脉两侧出现大量针头大小失绿的黄褐
色小点，后期出现灰白色或枯黄色的细小斑，嫩叶

则皱缩、扭曲、变形。随着危害加剧，叶片变成灰白
色或暗褐色，少数叶片失绿变硬，严重影响光合作
用，降低月季观赏价值。截至2018年5月，国内无任何
药剂登记用于防控月季二斑叶螨，生产中盲目用药、
超剂量用药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本研究选用螺螨
酯、乙螨唑2种农药单剂对月季二斑叶螨进行室内活
性测定和田间药效防治试验，探索防治靶标害虫的
适合药剂，为科学防控月季二斑叶螨提供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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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口减退率/%=施药前活成虫数-施药后活成虫数施药前活成虫数 ×100 （1）

防效/%=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2）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二斑叶螨（Tetranychus urticae Koch），无锡先锋

家庭农场。月季品种为‘尼迪娅’（Nydia）。
1.2 试验药剂

20%乙螨唑SC，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40 g/L螺螨酯SC，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15%哒
螨灵乳油，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室内生物活性测定
1.3.1 对二斑叶螨成虫室内毒力测定

2018年5月采用喷雾法 [6]测定20%乙螨唑悬浮
剂、240 g/L螺螨酯悬浮剂对盆栽月季二斑叶螨成虫
活性。首先将二斑叶螨成螨接到月季叶片上，待成
螨稳定后计数基数；然后将配制好的药液按从低剂
量到高剂量的顺序均匀喷雾，每株2 mL，每处理3次
重复，另设空白对照。72 h后调查死活成螨数，计算
死亡率，并用DPS软件计算LC50值。
1.3.2 对二斑叶螨卵的毒力测定
首先将月季叶片打成大小一致的叶碟，背面向

上放置在盛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里，每皿3叶碟，每
叶碟接5头雌成螨产卵，产卵后去除雌成螨并计数卵
基数。将乙螨唑配置成18、22.5、27、31.5、35 g a.i./hm2，
然后按试验设计从低剂量到高剂量的顺序用
POTTER喷雾塔进行喷雾，每处理2 mL，沉降20 s，
每处理3叶碟，另设空白对照。于空白对照卵完全孵

化时进行调查，记录孵化卵粒数及未孵化卵粒数，
计算卵的孵化率，并用DPS软件计算EC50值。

1.4 田间药效试验
田间试验于2018年于无锡锡山区先锋家庭农

场温室内进行。于二斑叶螨害虫始盛期，2018年5月
10日和5月15日各施药一次。施药剂量如表1所示。
试验操作参照农业部《农药田间药效准则》执行。施
药前调查虫口基数，每个小区随机标记10片有二斑
叶螨危害叶子，调查、记录10片叶子上二斑叶螨总
数。第1次施药后5、7、10 d各调查1次药剂处理后标
记叶片上的活虫量。

1.5 计算
依据药前基数和药后各天存活成虫数，按下列

公式（1）、（2）分别计算各处理区和对照区的虫口减
退率和防效，采用DMRT法测定处理间防效差异显
著性。

处理编号 药剂
施药剂量/

[g·(667 m2)-1]
有效成分量/
(g a.i.·hm-2)

1
20%乙螨唑SC

7.5 22.5
2 9 27
3 11.25 33.75
4

240 g/L螺螨酯SC
10 30

5 12.5 37.5
6 15 45
7 15%哒螨灵乳油 18 40.5

表 1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活性分析
室内毒力结果表明，乙螨唑和螺螨酯对二斑叶

螨成虫的LC50值分别为14.152和11.350 mg/L，对照药
剂哒螨灵为11.160 mg/L（表2），表明试验药剂的室
内毒力略低于对照药剂。乙螨唑和螺螨酯对二斑叶
螨卵的防效较好，EC50值分别为0.019和0.035 mg/L，
对照药剂哒螨灵为4.150 mg/L（表3），则试验药剂乙
螨唑、螺螨酯对卵的毒力优于对照药剂。
2.2 田间药效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20%乙螨唑悬浮剂对月季

二斑叶螨速效性一般，药后5 d，防效为71.98%～
77.95%；施药剂量为30～45 g a.i./hm2时，240 g/L螺
螨酯悬浮剂防效超过80%，速效性较好；二者持效期
较长，药后15 d防效均超过88%，且2种药剂对月季
二斑叶螨的防效随着剂量增加而上升，药效远高于
对照药剂15%哒螨灵乳油（表4）。20%乙螨唑在施用
剂量为22.5～33.75 g a.i./hm2时，33.75 g a.i./hm2防效
最好，但3种剂量间防效差异不显著；240 g/L螺螨酯
在施剂量为30～45 g a.i./hm2时，37.5和45 g a.i./hm2

剂量下的药后7、15 d防效显著高于30 g a.i./hm2。在
总体而言，240 g/L螺螨酯悬浮剂对月季二斑叶螨防
效优于20%乙螨唑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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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名称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r LC50/(mg·L-1) 95%置信区
20%乙螨唑悬浮剂 y=2.01＋2.68x 0.95 14.152 7.885～24.691
240 g/L螺螨酯悬浮剂 y=3.21＋1.71x 0.91 11.350 4.316～25.998
15%哒螨灵乳油 y=3.25＋1.68x 0.92 11.160 4.151～25.993

表 2 试验药剂对二斑叶螨的活性测定结果

3 讨 论

月季二斑叶螨是月季常见害虫之一，吸食植物
汁液，严重降低月季经济价值。当前，无任何药剂登
记用于防控月季二斑叶螨，导致生产上乱用药、超
剂量药效现象较为普遍。螺螨酯是拜耳作物科学公
司研制并开发的螺环季酮酸类杀螨剂，可通过抑制
害螨的脂肪合成，阻断其能量代谢而杀死害螨，在
二斑叶螨上有较好的防效[4,7-9]。乙螨唑是日本八洲化
学公司开发的 唑类杀螨剂，能够抑制螨正常蜕皮
过程并具有杀卵活性，对成螨防效较差，目前已有
研究证实乙螨唑对山楂叶螨、柑橘全爪螨等有较好
的活性[10-12]。本研究通过试验证明，240 g/L螺螨酯悬
浮剂为30～45 g a.i./hm2剂量时，防治月季二斑叶螨
速效性与持效性最佳，药后15 d防效仍达88.99%以
上；20%乙螨唑悬浮剂在22.5～37.5 g a.i./hm2剂量
时，药后5 d防效较240 g/L螺螨酯悬浮剂略低，但持

效期与前者相当，药后15 d防效在88.6%以上，与螺
螨酯无明显差异。此研究结果与前人使用螺螨酯和
乙螨唑防治山楂叶螨试验结果一致[11]。因此，建议生
产中交替使用螺螨酯和乙螨唑2种药剂防治月季二
斑叶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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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名称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r LE50/(mg·L-1) 95%置信区
20%乙螨唑悬浮剂 y=9.58＋2.63x 0.95 0.019 0.016～0.022
240g/L螺螨酯悬浮剂 y=9.94＋2.83x 0.92 0.035 0.025～0.037
15%哒螨灵乳油 y=3.54＋2.39x 0.94 4.150 3.328～5.091

表 3 试验药剂对二斑叶螨卵的活性测定结果

处理
防效/%

药后5 d 药后7 d 药后15 d
1 71.98 b 85.25 aA 88.6 aA
2 74.35 b 84.17 aA 90.44 aA
3 77.95 b 87.19 aA 91.5 aA
4 80.04 a 85.16 bB 88.99 bB
5 83.83 a 91.11 aA 92.66 aA
6 84.89 a 91.51 aA 94.11 aA
7 51.16 c 71.74 cC 75.65 cB

注：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处理间在P＜0.01和P＜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表 4 试验药剂对月季二斑叶螨的田间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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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创造了光子学“鼻子”来监测作物病虫害

阿斯顿大学与哈珀亚当斯大学合作研究开发了基于光的作物健康监测技术，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水果科学杂志》上。
该新项目利用光子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来分析植物排放的低水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以确定作物的健康状况，与机器学
习硬件相结合，使人工智能在商业环境中的使用变得可行。 （金兰译）

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