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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试验研究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及其不同剂量对水稻二化螟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0.4%氯虫苯甲

酰胺颗粒剂在防治期内施用 600 g/667m2、700 g/667m2、800 g/667m2防治二化螟均具有较好防治效果。于水稻二化螟 2

龄盛发期前 10 d 施药，药后 21 d 防治效果为 86.18%~100%、药后 30 d 防治效果为 84.62%~96.41%、药后 40 d 防治效

果为 82.28%~92.86%，持效期达 40 d。其中 700~800 g/667m2药剂效果最佳，速效性高、持效期长，明显优于对照药剂。

生产上推广使用时，以水稻二化螟 2 龄盛发期前 10 d 按剂量每 667 m2拌细土 10 kg 均匀撒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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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als of 0.4% Chlorantraniliprole Granules against Rice Striped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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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0.4% chlorantraniliprole granules 

to control rice striped stem borer.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iciency was high when using 600 g, 700 g, 

800 g/667m2 of 0.4% chlorantraniliprole granules. Using the insecticide 10 days before the peak occurrence of the 

second instar larvae of rice stem borer, the control efficiency 21 days, 30 days and 40 days after application was 

86.18%~100%, 84.62%~96.41%, and 82.28%~92.86%, respectively. And the spraying of 700~800 g/667m2 

resulted in the best efficiency, in which both the speed and the lasting time were far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insecticides. Well-distributed spraying the insecticides 10 kg mixed fine soil grains per 667 m2 before the peak 

incidence of the second instars of rice stem borer was the best option in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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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二化螟是我国水稻上危害最为严重的常发

性害虫之一[1]，俗名钻心虫﹐蛀心虫﹐蛀秆虫等，

是水稻的劲敌。二化螟除危害水稻外，还能危害茭

白、玉米、高粱、甘蔗、油菜、蚕豆、麦类以及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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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稗、李氏禾等杂草[2]。二化螟以幼虫在稻草、

稻桩及其它寄主植物根茎、茎杆中越冬，越冬幼虫

在春季化蛹羽化，初孵幼虫多群集在叶鞘内侧为害，

造成枯鞘，到 2~3 龄后分散转株蛀茎，造成枯心、

白穗和虫伤株。江西省吉安县为吉泰盆地的粮食主

产县，单双季混栽，相应给二化螟提供了生活有利

的充足食料，近年来发生数量呈明显上升的态势
[3-5]。以前用三唑磷、杀虫双、杀虫单等药剂防治，

现都产生抗药性且防效差[6]。针对该状况，试图寻

找新的药剂，开展试验，评定 0.4%氯虫甲酰胺颗粒

剂防治水稻二化螟的效果、适应性及其安全性，为

生产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对象、作物和品种 

试验对象：水稻二化螟 

试验作物：早稻，品种为金优 463。 

1.2  环境条件 

试验设在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仕州村责任田

内，试验前为冬闲田，面积 1 335 m2，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移栽，秧龄 20 d，所有试验小区栽培和管理

一致。 

1.3  试验设计与安排 

1.3.1  试验药剂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由兴

农药业（中国）公司提供；设每 667 m2 制剂量 600g、

700 g 、800 g 三个处理；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康宽），由杜邦公司生产，设每 667 m2 用制剂量

10 g 一个处理；20%氟虫双酰胺水分散粒剂（垄歌），

由日本农药株式会社生产，设每 667 m2 用制剂量

10 g 一个处理；10%阿维·氟酰胺悬浮剂（稻腾），

由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生产，设每 667 m2

用制剂量 30 g 一个处理；40%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

剂（福戈），由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产，

设每 667 m2 用制剂量 8 g 一个处理。 

1.3.2  小区安排  试验设 3 个试验药剂处理，4 个

对照药剂处理和 1 个不施药空白对照，共 8 个处理，

试验处理安排见表 1。8 个处理设在同一块大田内，

小区面积 40 m2，3 次重复，共 24 个小区，各小区

按随机区组排列；小区之间筑 25 ㎝宽田埂隔开，防

止窜水；所有小区栽培条件均一致。 

表 1  试验处理安排表 

处理 

编号 
药剂名称 

有效成分用药量 

g/hm2 

制剂用药量 

g/667m2 
施药方式 

1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 36 600 撒施 

2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 42 700 撒施 

3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 48 800 撒施 

4 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康宽） 30 10 茎叶喷雾 

5 20%氟虫双酰胺水分散粒剂（垄歌） 30 10 茎叶喷雾 

6 10%阿维·氟酰胺悬浮剂（稻腾） 45 30 茎叶喷雾 

7 40%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福戈） 48 8 茎叶喷雾 

8 空白对照（喷清水）   茎叶喷雾 

1.3.3  施药方法  6 月 2 日（成虫高峰期），按剂

量每 667 m2拌细土 10 kg 均匀撒施。茎叶喷雾法：

6 月 12 日（孵化高峰期）选择卫士牌 WS-16P 型

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每 667 m2稻田药液 30 L 于傍

晚时均匀喷雾。试验期间未施用过化学农药防治

其它病虫害和杂草。 

1.4  调查、记录和测量方法 

1.4.1  土壤及气候资料  土壤为泥壤土，肥力较

好。6 月 2 日施药当天温度为 1.1 ℃，小阵雨，未

导致小区窜水；6 月 12 日当天平均温度为 27 ℃，

施药后 4 h 后下小雨。 

1.4.2  调查方法 

药后每个处理调查 3 次，即在颗粒剂撒施后

21 d、30 d、40 d 各调查一次。每小区五点取样随

机调查 25 丛，调查记录总穗数和白穗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对非标靶生物的影响 

根据田间调查观察，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

剂 600 g/667m2、700 g/667m2、800 g/667m2 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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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安全，无药害，对稻田有益生物没有影响，对

水稻的质量和产量没有不良影响。 

2.2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对水稻二化螟的

防治效果 

各药剂处理防治效果见表 2，0.4%氯虫苯甲

酰胺颗粒剂对水稻二化螟的防治有效，0.4%氯虫

苯甲酰胺颗粒剂于水稻二化螟 2 龄盛发期前 10 d

施药，在施药后 21 d 的防治效果可达 86%以上，

对照（康宽、垄歌、稻腾、福戈）药后 21 d 的防

治效果为 71%~82%，中剂量(700 g/667m2) 防治

效果比对照高 9%~19%，高剂量(800 g/667m2) 防

治效果比对照高 18%~29%；30 d 后试验药剂防治

效果可达 84%以上，对照药剂防治效果为

69%~81%，中剂量比对照高 6%~19%，高剂量比

对照高 15%~28%；40 d 后试验药剂防治效果可达

82%以上，对照药剂防治效果 64%~73%，中剂量

比对照高 13%~22%，高剂量比对照高 20%~30%。

显著性测定结果表明，药后 21 d、30 d，0.4%氯

虫苯甲酰胺颗粒剂(800 g/667m2)的防效显著优于

对照药剂的防效；药后 40 d，0.4%氯虫苯甲酰胺

颗粒剂(600 g/667m2、700 g/667m2、800 g/667m2)

的防效均极显著优于对照药剂，显示其速效性好，

持效性长。 

表 2   0.4%氯虫甲酰胺颗粒剂对二化螟的防治药效 

药后 21 d 药后 30 d 药后 40 d 

显著性 显著性 显著性 处理药剂 防效 

（%） 5% 1%

防效 

（%） 5% 1% 

防效 

（%） 5% 1%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600 g/667m2） 86.18 bc AB 84.62 ab AB 82.28 b B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700 g/667m2） 90.90 ab AB 87.82 ab AB 85.77 b B 

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800 g/667m2） 100.0 a A 96.41 a A 92.86 a A 

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康宽 10 g/667m2） 81.82 bc AB 81.92 b BC 72.48 c C 

20%氟虫双酰胺水分散粒剂（垄歌 10 g/667m2） 71.88 c B 69.23 c C 68.09 d C 

10%阿维·氟酰胺悬浮剂（稻腾 30 g/667m2） 72.73 c B 70.77 c C 64.28 e D 

40%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剂（福戈 8 g/667m2） 81.82 bc AB 80.92 b BC 71.43 cd C 

注：同行数字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同行数字肩标大

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1 )，大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1)下表同。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0.4%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在防

治适期内施用 600 g/667m2、700 g/667m2、800 

g/667m2 防治二化螟均具有较好防治效果，于水稻

二化螟 2 龄盛发期前 10 d 施药，药后 21 d 防治效果

为 86.18%~100% 、 药 后 30 d 防 治 效 果 为

84.62%~96.41% 、 药 后 40 d 防 治 效 果 为

82.28%~92.86%，持效期达 40 d，显示其速效性好、

持效期长，对水稻安全，在生产上具有推广应用价

值。根据试验结果，以 700~800 g/667m2 效果最佳，

明显优于对照药剂，大面积使用时，掌握在水稻二

化螟 2 龄盛发期前 10 d 按剂量每 667 m2 拌细土 10 

㎏均匀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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