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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海桐
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治效果

王聪博，徐德进，徐 鹿，胡双女，徐广春 *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南京 210014）

摘要：上海无齿木虱是海桐上一种重要的害虫，常为害叶片，造成叶片畸形、皱缩、发黑，分泌蜜露诱
发煤污病，严重影响海桐的观赏价值。 本文研究了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2个不同生育期海桐上
海无齿木虱的防治效果，以期筛选出啶虫脒防治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合适用药量。 结果表明，50%
啶虫脒水分散粒剂112.5、150.0和187.5 g a.i./hm2在海桐夏梢生长期和秋梢生长期防治上海无齿木
虱均有较好的防效，均显著好于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60.0 g a.i./hm2的防效，其中以50%啶虫脒水
分散粒剂187.5 g a.i./hm2的处理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最佳，持效期可达15 d。 啶虫脒能有效
防治海桐上海无齿木虱且对海桐安全，在防治海桐上海无齿木虱上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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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Effect of 50% Acetamiprid Water Dispersing Granule on Edentipsylla

shanghaiensis Li et Chen in Pittosporum tobira
WANG Congbo, XU Dejin, XU Lu, HU Shuangnv, XU Guangchun*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Edentipsylla shanghaiensis Li et Che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sts of Pittosporum tobira, which can

cause leaf malformation, shrivelling, blackening, and secretion of honeydew to induce sooty blotch and the serious

influence of pittosporum ornamental valu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ntrol effect of acetamiprid 50% water dispersing

granule on Pittosporum psylla at two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in order to screen out the suitable dosage of acetamiprid

for controlling Pittosporum psyll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eatment of 112.5, 150.0 and 187.5 g a.i./hm2 had good

efficacy on Pittosporum psylla in the summer growing season or autumn growing season of Pittosporum tobira than that of

60.0 g a.i. /hm2. Among them, 187.5 g a.i./hm2 of acetamiprid 50% water dispersing granule showed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and the effective duration of acetamiprid could reach 15 d. Acetamiprid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 Pittosporum psylla and

was safe for Pittosporum tobira with a goo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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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桐，四季常青，花时香气袭人，常被用于园林
绿化树种。近年来，却在上海、南京、扬州等一些地
区发现行道树海桐有海桐木虱的为害。2005年海桐
木虱经李法圣等鉴定后正式命名为上海无齿木虱
（Edentatipsylla shanghaiensis Li et Chen）[1]，属于半

翅目木虱科无齿木虱属。上海无齿木虱主要以
成、若虫刺吸海桐枝稍的幼芽、嫩叶，叶片被害后，
有些形成虫瘿，有些表现为叶片畸形皱缩等。除刺
吸为害外，上海无齿木虱在若虫期会分泌很多白色
的蜡质物，这些蜡质物黏性很大，同时大量的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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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覆盖在叶片上，会堵塞叶片的气孔，不仅严重影
响叶片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还可诱发煤污病，
影响植物生长和景观效果[2-3]。目前，对于上海无齿
木虱的研究尤其是化学防治研究的报道较少。为
此，本研究连续2年在田间试验中测定了不同用量
的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海桐木虱的防治效果，
以期筛选出防效较好的药剂用量，为上海无齿木虱
田间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剂和仪器
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

司；“SX-MD15DA”15L电动喷雾器，市下控股有限
公司。
1.2 供试材料
防 治 对 象 为 上 海 无 齿 木 虱（Edentipsylla

shanghaiensis Li et Chen），试验品种为‘矮生海桐’。
1.3 试验时间和地点
在低龄若虫发生高峰期进行喷雾防治，试验分

别于2020年7月3日和2021年4月26日在扬州市江都
区吴桥现代农业园内进行，试验区面积约为20 m2。
试验地土壤为砂壤土，pH值为6.7，土壤有机质

含量23.78 g/kg，栽培管理条件均匀一致，每株海桐

占地约2.2 m2。
1.4 施药时气象条件

2020年7月3日（夏梢生长期）施药当天阴，最高
气温27℃，最低气温22℃，平均气温24.5℃，相对湿
度89.2%，微风；2021年4月26日（春梢生长期）施药
当天晴，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14℃，平均气温
19.5℃，相对湿度75.6%，1～2级风。
1.5 试验方法
试验小区处理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设5个处理，每

处理重复4次，小区面积为20 m2。试验供试药剂为50%
啶虫脒水分散粒剂60.0、112.5、150.0、187.5 g a.i./hm2

和清水空白对照。采用“市下牌SX-MD15DA”15L电
动喷雾器喷雾，喷头为圆锥雾喷头，喷头孔径为0.7
mm，压力为0.30～0.45 MPa。按600 kg/hm2药液量进
行喷雾。
1.6 调查方法与数据统计分析

药前查基数，药后5、10和15 d调查残留虫量。每
小区调查4株海桐，每株海桐按东、西、南、北、中5
个方位各挂牌标记被害嫩梢（记录顶部叶片6片），
计算活虫数，最后1次调查摘除标记梢带回计算活
虫数。按照式（1）和（2）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效，同
时采用DPS软件以及DMRT法进行数据的处理和
分析。

虫口减退率/%=药前基数-药后活虫数药前基数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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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分析

2.1 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夏梢生长期的
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
从表1可以看出：4种浓度的药剂喷雾处理对夏

梢生长期的海桐上海无齿木虱均有一定的防效。药
后5 d，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60.0、112.5、150.0、
187.5 g a.i./hm2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分别为
68.90%、80.21%、85.18%、90.48%；药后10 d，50%啶
虫脒水分散粒剂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分别
为76.38%、85.64%、88.39%、94.20%；药后15 d，50%
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分
别为78.77%、86.42%、89.97%、95.45%。50%啶虫脒
水分散粒剂4种用药剂量间的防效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其最高剂量187.5 g a.i./hm2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
的防效显著高于其他3种剂量的防效。

2.2 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春梢生长期的
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

4个剂量的药剂喷雾处理对春梢生长期的海桐
上海无齿木虱均有一定的防效。药后5 d，50%啶虫
脒水分散粒剂60.0、112.5、150.0、187.5 g a.i./hm2对
海桐木虱的防效分别为67.19%、74.57%、81.86%、
91.13%；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最高剂量187.5
g a.i./hm2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治效果最高，且4
个剂量处理间防效均差异显著。药后10 d，50%啶虫
脒水分散粒剂60.0、112.5、150.0、187.5 g a.i./hm2对
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分别为75.82%、85.20%、
87.26%、93.99%。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112.5、
150.0 g a.i./hm2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间无显
著性差异，但均与其他2组剂量的防效存在显著性差
异。药后15 d，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60.0、112.5、
150.0、187.5 g a.i./hm2对海桐木虱的防效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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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2%、86.79%、89.46%、95.51%，4个剂量处理间防
治效果均存在差异显著性。
综上可以得出，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112.5、

150.0、187.5 g a.i./hm2对2个不同生育期的海桐上海
无齿木虱具有较好的防效和持效期，药后15 d的防
效均大于86%。

年份/年 海桐生育期
有效成分剂量/
(g a.i.·hm-2)

药后5 d 药后10 d 药后15 d
虫口减退率/% 防效/% 虫口减退率/% 防效/% 虫口减退率/% 防效/%

2020 夏梢生长期

60.0 62.56 68.90 d 67.50 76.38 d 70.78 78.77 d
112.5 76.22 80.21 c 80.24 85.64 c 81.26 86.42 c
150.0 82.16 85.18 b 84.03 88.39 b 86.18 89.97 b
187.5 88.55 90.48 a 92.00 94.20 a 93.72 95.45 a
清水对照 -20.46 -37.67 -38.15

2021 春梢生长期

60.0 61.60 67.19 d 66.99 75.82 c 71.72 79.72 d
112.5 70.25 74.57 c 79.79 85.20 b 81.61 86.79 c
150.0 78.78 81.86 b 82.59 87.26 b 85.34 89.46 b
187.5 89.63 91.13 a 91.79 93.99 a 93.75 95.51 a
清水对照 -17.26 -36.75 -39.51

表 1 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效

注：表中数据为4次重复的平均值，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度防效的差异显著性（P＜0.05）。

2.3 药剂处理后对海桐的安全性分析
通过试验观察发现，不同剂量啶虫脒处理的海

桐叶片均正常生长，叶片颜色、形状与空白对照区
基本一致，无明显药害现象。

3 结论与讨论

一般而言，昆虫的扩散途径主要有3个，苗木和
接穗、人为活动和随气流迁移迁飞。木虱迁移至新
区以后，若能在冬季低温条件下顺利越冬，那么来
年就能在有寄主嫩芽的情况下产卵繁殖[4]。上海无
齿木虱属于木虱的一种，通常木虱寄主专一，即一
种木虱仅寄生一种植物，以成、若虫刺吸植物汁液
为害[3]。目前对木虱的防治方法主要有农业防治、化
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等[5-6]，其中又以化学防治为主，
用于防治的农药类型主要有化学合成农药、矿物源
农药和生物源农药 [7]，但随着农药多次、大量的使
用，害虫易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为了延缓杀虫剂的
抗药性，可以利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交替使用或
混用，或者对已经产生明显抗性的农药限制使用[8]。
啶虫脒属于氯化烟碱类化合物，常用来防治刺

吸式类害虫，如蚜虫、粉虱和木虱等，该药剂作用于
昆虫神经系统突触部位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干
扰昆虫神经系统的刺激传导引起通路阻塞，造成神
经递质乙酰胆碱在突触部位的积累，从而导致昆虫
麻痹而死亡。上海无齿木虱和蚜虫、柑橘木虱以及
烟粉虱等害虫在靶标植物上的取食为害行为较为
相似，目前有多项研究表明啶虫脒对这类害虫均有
较好的防效[9-12]。本研究通过啶虫脒防治海桐上海无
齿木虱的2年试验结果表明：50%啶虫脒水分散粒剂
112.5～187.5 g a.i./hm2的用量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

的防治效果较好，15 d的防效均达到86%以上，表明
了该药剂防治海桐上海无齿木虱具有较好的持效
期，且对海桐上海无齿木虱的防治具有较好的推广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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