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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种药剂对黄野螟幼虫的林间防治试验

邱　琼，杨德军，刘际梅，钟　萍，陈　勇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云南 普文　６６６１０２）

摘　要：近年来，西双版纳白木香人工林大面积的爆发了食叶害虫黄野螟，对白木香人工林造成严重危害。为探索
防治该虫的有效办法，在西双版纳普文镇４ａ生白木香人工林里，选择５种杀虫剂进行林间防治试验。结果表明：５
种杀虫剂对黄野螟的幼虫均有一定的防效，以甲维·茚虫威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的杀虫效果较好，３种浓度
药后１ｄ校正死亡率均达到１００％，其次是氯氰·毒死蜱，药后２ｄ达到１００％，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在药后４ｄ也
达到１００％，而生物农药５％的苦参碱在药后１ｄ防效表现最弱，但药后４ｄ均能达到７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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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野螟（Ｈｅｏｒｔｉａｖｉｔｅｓｓｏｉｄｅｓ）属鳞翅目，螟蛾科的
一种食叶害虫，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以及印

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其专一寄主植物是白木

香［１］，是白木香的重要害虫［２］。该害虫以幼虫啃食

叶片，发生严重时全部植株被害。单株白木香上，黄

野螟数量不等，从几十头、几百头到上千头。虫口密

度大的植株，常把白木香的叶片吃光，在食叶不足情

况下，也啃食树干及枝条皮层，致使白木香生长不良

乃至死亡［３］。

近年来，随着白木香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黄野

螟的危害日益严重，对黄野螟的防治越来越迫切。

国内对黄野螟防治的试验也有相关报道［４～７］。本试

验是在参考相关的文献和结合商户推荐的常用药剂

的基础上，选用５种药剂对西双版纳地州的黄野螟



进行林间药效试验，以期筛选出防治黄野螟的有效

药剂，用以在生产上推广作用，促进白木香产业的健

康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西双版纳州普文镇坡脚村４ａ生白

木香人工林。海拔 ８８０ｍ，经度 １０１°０３′，纬度 ２２°
４５′。白木香人工林的株行距２ｍ×３ｍ，平均胸径
为４３２ｃｍ，平均树高为３２ｍ。虫口密度为５００头
·株 －１～６００头·株 －１，虫害率为４０％。
１．２　供试药剂

５％苦参碱（商品名：大巨立，陕西恒田化工有
限公司）；甲维·茚虫威（商品名：精站，漳州市龙文

农化有限公司）；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商品

名：二三纵，广东中迅农科股份有限公司）；２５％高
效氯氟氰菊酯（商品名：功夫，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

有限公司）；氯氰·毒死蜱（商品名：雷乐，永农生物

科学有限公司）。

１．３　田间药效试验
参考相关的文献，结合供试药剂的商品推荐质

量浓度，按表１将５种药剂稀释相应的倍数。设清
水为对照，每处理重复３次。在白木香人工林里选
择长势相近且危害程度基本一致的白木香枝条，首

先统计枝条上的虫口数，喷上相应的药剂后，套上长

１ｍ，口径８０ｃｍ的２２目的尼龙细纱网，并封口以备
统计。施药时用喷雾器均匀喷施枝条和虫体上，以

枝叶湿润为度，喷施药剂不凝聚滴落为宜。喷药后

立即套上纱网以防止幼虫逃跑或掉落。分别在施药

后连续４ｄ对各处理进行检查统计，每天１次。
１．４　统计及分析方法

处理后连续４ｄ检查幼虫死亡数量，以幼虫不
能正常爬行或以镊子轻触不动者为死亡标准。死亡

率＝（死亡虫数／供试虫数）×１００％，校正死亡率 ＝
［（处理死亡率－对照死亡率）／（１－对照死亡率）］
×１００％。
采用ＤＰ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表１ 药剂浓度

药剂名称 浓度／倍
５％苦参碱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甲维·茚虫威 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５％高效氯氟氰菊酯 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氯氰·毒死蜱 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从表２可知，５种杀虫剂对黄野螟的幼虫均有
一定的防效，以甲维·茚虫威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的杀虫效果较好，３种浓度施药后１ｄ校正死
亡率均达到１００％，其次是氯氰·毒死蜱，２５％高
效氯氟氰菊酯和５％的苦参碱，其中５％的苦参碱药
后１ｄ防效表现最弱，但药后４ｄ均能达到７５％以
上。

表２ 药剂处理后黄野螟幼虫死亡率

药剂名称
稀释
浓度

校正死亡率／％
药后１ｄ 药后２ｄ 药后３ｄ 药后４ｄ

５％苦参碱 ５０ ５０．２３Ｂｂ ７６．４６Ｂｂ ９８．２４Ａａ ９９．６９Ａａ
１００ ４０．７４Ｂｂ ７４．３１Ｂｂ ９２．１７Ｂｂ ９７．９８Ａａ
２００ １８．２３Ｂｂ ５２．２８Ｃｃ ７０．２３Ｃｃ ７５．０９Ｂｂ

甲维·茚虫威 ８００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甲氨基阿维菌 ８００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素苯甲酸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２．５％高效氯 ８００ ４１．４８Ｂｂ ７６．８７Ｂｂ ９９．８３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氟氰菊酯 １５００ ９７．３３Ａａ ９９．６３Ａａ １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３０００ ９７．９７Ａａ ９９．７８Ａａ １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氯氰·毒死蜱 ８００ ９８．４１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５００ ９９．４４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３０００ ９９．７２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Ａａ

３　结论与讨论

林间防治试验表明甲维·茚虫威和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的防效最好，对黄野螟幼虫有很好的

杀灭效果。两者在药后１ｄ杀虫率均达１００％。这
是因为甲维·茚虫威是甲维盐和茚虫威的复配制

剂，具有强烈的触杀和胃毒作用，无内吸活性，但对

叶片有很强的渗透作用，可杀死植物表皮下的害虫，

持效期长；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是以阿维菌素

为基础，进行合成的一种半合成抗生素类高效低毒

杀虫剂，以胃毒作用为主，对作物无内吸性能，在常

规剂量使用安全。由于３个浓度防效一样，建议生
产中采用低浓度３０００倍配制进行防治，成本更低。

其次是氯氰·毒死蜱和 ２５％高效氯氟氰菊
酯，二者使用３０００倍的防治效果较好，分别在药后２
ｄ～３ｄ达到１００％，这两个药剂是高效、中毒的复合
杀虫剂，对害虫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残留低。与其

他杀虫剂相比，苦参碱防治效果较慢，５０倍液和１００
倍液的杀虫率药后４ｄ才达到９７％以上，由于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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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源农药，比较绿色、环保，对害虫不会直接

完全毒杀，而是控制害虫生物种群数量不会严重影

响到该植物种群的生产和繁衍，但对大龄幼虫，特别

是５龄幼虫作用不大，因此建议在黄野螟低龄幼虫
时期３龄前进行防治，采用５０倍或 １００倍效果较
好，虽然防治成本较高，但是比较绿色和环保。

黄野螟从虫卵孵化幼虫时间很短，只需１周左
右。根据我们在普文对黄野螟的观测和试验，如果

是小面积的种植，只种了１－２年左右的，经常观测，
发现有虫卵的叶片立即摘除，这样连续３次，虫口密
度会降低很多，就不需要使用农药。或者是在黄野

螟低龄幼虫时期进行生物农药防治，这样既可以降

低虫口密度，又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综上所述，如果白木香种植面积大，黄野螟危

害严重，应选择甲维·茚虫威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施用达到防治效果，降低危害，减少损失。如

果白木香种植面积小，株数少，用人工摘除有虫卵的

叶片也是一种有效的防治方法。

本文仅研究了５种药剂的林间防治效果，还需

要更进一步的对不同年龄的林分和不同梯度的浓度

试验，以更好地指导生产实践，为白木香产业健康发

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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