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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筛选高效低毒药剂防治入侵安徽省的草地贪夜蛾。[方法]评价了6种药剂对入侵安徽草地贪夜蛾种群
的室内杀虫活性和田间防效。[结果]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室内杀虫活性最高、田间防效最好，48 h
的LC50值为0.070 mg/L，7、14 d的大田防效分别达到91.90%和92.78%；其次是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和20亿PIB/mL甘
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而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可分散油
悬浮剂和100亿cfu/g白僵菌原粉粉剂对安徽草地贪夜蛾的室内杀虫活性和田间防效均较低。[结论]在安徽地区，
可选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乙基多杀菌素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对草地贪夜蛾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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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ects of Six Insecticides to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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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This paper aims to screen out effective insecticides with good control effects to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 Anhui province. [Methods] The indoor toxicity and field efficacy of six insecticides to S. frugiperda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indoor toxicity and field efficacy of the emamectin benzoate 5% ME were the highest with
LC50 value of 0.070 mg/L after 48 h treatment and 91.90 and 92.78% control in field after 7 and 14 days treatment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the spinetoram 60 g/L SC and cabbage armyworm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2×109 PIB/mL
SC, but the indoor toxicity and field efficacy of other three insecticides to S. frugiperda were all lower, including
Bacillus theuringiensis 8000 IU/μL SC, Metarhizium chager CQ-Ma421 8×109 cfu/mL OD and Beauveria bassiana
1×1010 cfu/g OP. [Conclusions] Emamectin benzoate, spinetoram and cabbage armyworm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could be selected for controlling S. frugiperda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 Spodoptera frugiperda; insecticide; indoor toxicity; field effect

收稿日期：2019-12-18，修返日期：2020-03-02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201903a0602002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2019YFD0300105)；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团队项目(2020YL071)
作者简介：林璐璐(1984—)，女，河南三门峡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的研究。Tel：0551-65160261，E-mail：314559957@qq.com。
通讯作者：陈浩梁，男，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研究。

农药
AGROCHEMICALS

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J.E.Smith)属鳞翅
目夜蛾科夜蛾属昆虫，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跨境迁飞性
害虫。其寄主范围非常广泛，可取食为害包括粮食作物
(玉米、小麦、高粱、水稻、大豆、花生)，经济作物(棉花、烟
草)，蔬菜，牧草等76科353种植物[1-4]。2019年1月草地贪夜
蛾自东南亚入侵我国云南普洱江城后[5]，截至2019年9月，
已蔓延至华南、西南、华中和华东的25省、市(区)，见虫面
积1500多万亩，实际为害面积246万亩[6]。在安徽，2019年
5月17日黄山市黄山区首次发现该虫为害春玉米，截至8月
25日安徽省16市全部发现该虫为害；2019年10月22日，
在安徽省淮南市小麦上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因此该虫
对安徽省粮食生产造成极大威胁[7-8]。

草地贪夜蛾具有寄主范围广、繁殖能力强、长距离
迁飞和暴食性的特点，农药防治是短期内控制该害虫在
我国暴发的主要措施之一[9]。在农药品种的选择方面，20世
纪美洲以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剂为主[10]，后来推广种植表达苏云金杆菌(B.t.)杀虫蛋白
的转基因玉米。近年来，则发现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乙基多杀菌素等新品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
较好[11]；此外，生物农药如多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白僵
菌、绿僵菌等对该虫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12]。然而，由
于我国各地气候和环境条件的不同，草地贪夜蛾对杀虫
剂敏感性可能呈现区域性差别。因此，及时了解迁入安
徽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对杀虫剂的敏感性水平，将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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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区乃至我国其他地区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6种农药对入侵安徽地区
的草地贪夜蛾种群进行室内杀虫活性测定和大田药效
试验，以期筛选出高效低毒药剂，为安徽地区以及全国
草地贪夜蛾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江苏辉丰生

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剂用量为300 mL/hm2。60 g/L乙
基多杀菌素悬浮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制剂用量为
600 mL/hm2。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
剂，江西新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剂用量为
1200 mL/hm2。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山东鲁
抗生物农药有限责任公司，制剂用量为4500 mL/hm2。
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重庆
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制剂用量为1200 mL/hm2。
100亿cfu/g白僵菌原粉粉剂，北海强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制剂用量为7500 g/hm2。

1.2 室内杀虫活性测定
1.2.1 供试昆虫

草地贪夜蛾高龄幼虫于2019年7—8月采自安徽省
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阜康村(116.92E，30.35N)玉米田。将
采集后的幼虫放置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
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人工气候室[温度(25±1) ℃，相对湿
度(70±5)%，光周期L∶D=16 h∶8 h]内使用嫩玉米叶饲养繁
殖2代以后，选取大小一致的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作为室
内杀虫活性测定的试验昆虫。
1.2.2 测定方法

将供试药剂按照等比方法配制5个梯度剂量药液，
并采用叶片浸渍法[13]进行室内杀虫活性测定。

首先选取大喇叭口期幼嫩玉米叶片剪成直径为
3 cm的圆形叶碟，用配好的不同处理的药液浸渍叶碟10 s，
待挥发晾干后放入垫有湿润滤纸的6孔培养板中，每孔
放入2片叶碟。然后将供试3龄幼虫饥饿处理4 h后接入6孔
培养板中，每处理总虫数30头，重复3次，同时设清水为
空白对照。

加入试虫的6孔板放置于人工气候室[温度(25±1) ℃，
相对湿度(70±5)%，光周期L∶D=16 h∶8 h]内饲养，处理24、
48、72 h及7 d检查幼虫存活状态及虫龄，用毛笔轻触幼
虫体表，无反应判定为死亡，记录死亡虫数。
1.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6.0软件计算毒力回归方程、LC50值、R值

以及95%的置信区间，并进行活性作用比较。

1.3 田间药效试验
1.3.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阜康村
(116.92E，30.35N)江滩地，试验地种植的玉米品种为粤甜
16号，前茬作物为小麦，于2019年8月5日进行秋玉米的
机械播种，播种量20 kg/hm2，株行距60 cm×32 cm，播后
苗前使用乙草胺常规封闭除草。玉米种植面积33.333 hm2，
选取试验田面积约0.333 hm2，土壤肥力中等，各小区栽
培条件及管理措施一致。
1.3.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7个处理，3次重复，各处理小区面积为
150 m2，小区间肥水管理、栽培条件基本一致。
1.3.3 施药方法

试验于2019年9月16日下午进行，试验时玉米处于
拔节期，田间调查受害株率78%，百株虫量45~70头，平均
58头，草地贪夜蛾田间世代重叠较严重，卵、各龄期幼
虫、成虫均有。使用瑞普3WBD-18HH型电动背负式喷雾
器，各小区按规定药量对水450 kg/hm2，制剂亩用量折合
成小区面积所需量，均匀喷雾于玉米上部叶片，喷水作
空白对照。

施药当日晴，微风，温度22.0~29.2℃，平均温度25.6℃，
相对湿度72%。试验期间最低温度16 ℃，最高温度30 ℃，
无有效降雨，且没有其他影响试验结果的反常气象因素。
1.3.4 调查方法

各处理小区采用“W”形取样调查5点，每点调查20株，
统计受害株数，剥查受害株上的活虫数。药前调查虫口
基数，药后7、14 d调查虫口数量。
1.3.5 安全性观察

药后7、14 d目测观察各处理小区玉米生长情况，记
录有无药害现象及药害发生程度。
1.3.6 数据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按照下列公式[14]计算各药剂处理对
草地贪夜蛾的防效。

虫口减退率(%)=药剂处理前活虫数-药剂处理后活虫数药剂处理前活虫数 ×100

防虫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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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杀虫活性测定
综合室内杀虫活性测定记录和数据分析结果(见表1)

可知：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对6种药剂的敏感性依次为5%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60 g/L乙基多杀菌素

林璐璐，等：6种药剂对安徽省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529



农 药 AGROCHEMICALS 第 卷59

表2 不同药剂对安徽玉米地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

药剂
虫口
基数/头

药后7 d 药后14 d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5%甲氨基维菌素苯甲酸盐ME 56.80 92.16 (91.90±0.63)a 93.46 (92.78±0.81)a
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60.20 86.71 (86.28±2.10)a 83.72 (82.02±2.55)a

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C 54.80 83.45 (82.91±2.41)a 83.80 (82.11±3.61)a
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SC 55.20 62.32 (61.09±4.48)b 56.52 (51.99±6.17)b

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 OD 62.20 52.41 (50.87±4.02)b 54.02 (49.23±4.11)b
100亿cfu/g白僵菌OP 61.20 56.93 (55.54±4.97)b 54.38 (49.62±6.56)b

空白对照 57.20 3.15 9.44

注：1)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1 6种药剂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生物活性分析

药剂 处理时间 毒力回归方程(y=) LC50值/(mg·L-1) 95%置信区间 相关系数r
5%甲氨基维菌素苯甲酸盐ME 24 h 5.046+0.824x 0.880 0.377~1.402 0.9854

48 h 5.819+0.697x 0.070 0.001~0.269 0.9834
60 g/L乙基多杀菌素SC 24 h 1.403+1.155x 7.389 3.627~14.140 0.9492

48 h 2.477+0.931x 4.055 3.006~5.118 0.9965
72 h 5.125+1.151x 0.760 0.256~1.353 0.9849

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SC 48 h 2.514+0.923x 493.547 337.019~925.309 0.9925
72 h 3.485+0.926x 43.338 24.869~61.559 0.9905

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SC 48 h 1.476+1.198x 876.923 627.503~1468.42 0.9798
72 h 2.543+0.895x 555.380 392.706~955.041 0.9813
7 d 3.445+0.894x 54.994 28.761~81.065 0.9940

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 OD 48 h 2.425+0.876x 869.671 493.857~2570.675 0.9915
72 h 2.738+0.824x 555.612 341.681~1366.169 0.9854
7 d 3.640+0.770x 58.296 25.362~82.324 0.9905

100亿cfu/g白僵菌OP 48 h 2.686+0.782x 913.122 427.283~4896.945 0.9767
72 h 2.865+0.796x 480.830 270.582~1509.175 0.9945
7 d 3.746+0.682x 68.953 46.094~104.431 0.9844

悬浮剂>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
剂>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金龟子绿
僵菌CQ-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100亿cfu/g白僵菌原粉
粉剂，其中3龄幼虫对化学药剂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微乳剂和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的敏感性较高，48 h
的LC50值分别为0.070、4.055mg/L；其次为生物药剂20亿PIB/mL

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虽然48 h的LC50值仍
较大，但72 h的LC50值仅为43.338 mg/L；而3龄幼虫对
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
菌CQ-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和100亿cfu/g白僵菌原粉粉
剂3种生物药剂的敏感性相差不大，48、72 h的LC50值均较
大，7 d的LC50值较小，分别为54.994、58.296、68.953 mg/L。

另外，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表现出
较好的速效性，3龄幼虫在各处理剂量下72 h内全部死
亡。而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
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
菌CQ-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和100亿cfu/g白僵菌原粉粉
剂4种生物农药效果较为缓慢，3龄幼虫在各处理剂量下
24 h死亡虫数较少，计算出的LC50值均大于1000 mg/L，

但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的各处

理剂量下3龄幼虫7 d内已全部死亡，其他生物药剂处理

则均有少量试虫存活。

2.2 田间药效试验

根据田间药效试验数据，计算分析出用药后7、14 d

不同药剂对安徽玉米地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见表2)。

用药后7 d，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和
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2种化学药剂对草地贪夜蛾
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虫口减退率分别为92.16%和
86.71%，防效分别达到91.90%和86.28%。同样，生物药剂
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对草地贪

夜蛾也有较好的控制效果，虫口减退率为83.45%，防效
为82.91%，与2种化学药剂相同，防效均显著优于其他
3种生物药剂(P＜0.05)。

用药后14 d，2种化学药剂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效均
维持在80%以上，其中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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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效与7 d的结果相比分别上升了

1.30%和0.88%，而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的虫口减

退率和防效却分别下降了2.99%和4.26%。4种生物药剂

中，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的虫口减退率

与7 d的结果相比上升了0.35%，防效却下降了0.80%，

但与2种化学农药相同，防效均显著优于其他3种生物

药剂(P＜0.05)，虫口减退率和防效依旧大于80%；而其他

3种生物药剂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效处于49%~57%之间，

其中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效

与7 d相比下降较多，分别下降5.80%和9.10%；其次为

100亿 cfu/g白僵菌原粉粉剂，分别下降了 2.55%和

5.92%；变化较小的是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菌CQ-

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其虫口减退率上升了1.61%，防

效下降了1.64%。

此外，药后7、14 d通过目测观察各处理小区玉米

生长情况，发现各小区玉米生长情况正常，无药害现

象发生。

3 结论与讨论

作为外来入侵害虫的草地贪夜蛾，在我国缺乏天敌

和自然生态控制，加上境外虫源不断涌入和国内定殖种

群的继续繁衍，使其种群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长[1]，随着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蔓延为害日趋严重，筛选高效低毒药

剂成为各地有效控制其为害扩散的重要手段。安徽作为

黄淮海玉米产区的主要省份，以及从南方地区向北方地

区蔓延的过渡地带，测定该地区的草地贪夜蛾对药剂敏

感性尤显重要。

由室内杀虫活性测定结果可知：安徽地区草地贪夜

蛾3龄幼虫对2种化学药剂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微乳剂和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较为敏感，48 h的

LC50值分别为0.070、4.055mg/L，其次是生物药剂20亿PIB/mL

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72 h的LC50值仅为

43.338 mg/L，而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

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和100亿cfu/g

白僵菌原粉粉剂3种生物药剂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较

低。因而，6种药剂中甲维盐对安徽草地贪夜蛾的防效最

高，但其LC50值略大于已报道的研究结果，例如有研究表

明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处理草地贪夜蛾

2龄幼虫12 h的LC50值为0.60 mg/L[15]，73.2%甲氨基阿维菌

素苯甲酸盐原粉处理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96 h的LC50值

为0.0015 mg a.i./L[16]。原因可能是由于试验选取的是草地

贪夜蛾3龄幼虫，一般鳞翅目2龄以下幼虫对杀虫剂抵抗

力较弱，3龄以后耐药能力显著增强[17-18]。

大田药效试验结果与室内杀虫活性测定结果相同，

化学药剂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300 mL/hm2)

对安徽秋玉米草地贪夜蛾各龄幼虫均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且持效期长，7、14 d的防效分别为91.90%和92.78%；

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600 mL/hm2)的防效仅次于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再次是20亿PIB/mL甘蓝夜蛾

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1200 mL/hm2)。而8000 IU/μL苏

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可

分散油悬浮剂和100亿cfu/g白僵菌原粉粉剂对安徽秋玉

米田草地贪夜蛾防治效果不理想。这可能与细菌、真菌

等生物农药作用缓慢、防治谱窄、易受环境因素限制等

特点有关[19-20]。微生物农药一般在适宜的温湿度环境条

件下(如高湿气候)才能通过繁殖发育控制害虫种群数

量[21]，且对特定龄期的幼虫具有更高的侵染致死率[22]，或

当害虫种群密度较低时才能达到较高的防治效果[23]。而

本试验期间气候干旱，且田间草地贪夜蛾成虫和各龄幼

虫世代重叠严重，可能导致白僵菌、绿僵菌和苏云金芽

孢杆菌侵染效率低，防效差。

总体而言，从防控效果和成本综合考虑，5%甲氨基

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和20亿PIB/mL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这3种药

剂可作为安徽玉米田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时的首选药

剂，而8000 IU/μL苏云金杆菌悬浮剂、80亿cfu/mL金龟子

绿僵菌CQ-Ma421可分散油悬浮剂和100亿cfu/g白僵菌原

粉粉剂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效较低，可用于害虫种群密度

低时的预防控制，亦可与单一化学药剂复配使用，以增

加杀虫作用方式，提高防效，延缓害虫抗药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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