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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用 5 种不同的植物源杀虫剂 3%苦参碱水剂，0.2%苦皮藤素乳油，0.3%印楝素乳油，0.5%藜芦碱可溶性 

液剂，4%鱼藤酮乳油对烟蚜进行田间防治试验。结果表明，3%苦参碱水剂和  0.2%苦皮藤素乳油对烟蚜防效皆达 

到 90%以上，药效期可持续 20  d。因此，3%苦参碱水剂和 0.2%苦皮藤素乳油这两种植物源杀虫剂可作为无公害 

烟叶和有机烟叶生产中防治烟蚜的推荐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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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five botanical insecticides (3% matrine AS, 0.2% Celastrus angulatus EC, 0.3% neem 
EC,  0.5% veratridine  SLX,  and 4%  rotenone EC) were  conducted  against Myzus  persicae  (Sulzer)  on  tobacco 
through  field  trai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 matrine AS  and  0.2% Celastrus  angulatus  EC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M.  persicae  with  the  control  efficacy  over  90%  at  20  day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wo  botanical 
insecticides were recommended against M. persicae on tobacco in nonpollution or organ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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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蚜[Myzus persicae (Sulzer)]又名桃蚜， 俗称蜜 

虫，腻虫，属同翅目，蚜科，瘤蚜属，是农林经济 

作物的主要害虫 [1] ，也是目前我国各烟区烟草上的 

主要害虫。烟蚜为害烟叶后对烟叶的化学成分含量 

有明显影响，致其尼古丁含量下降 [2] ，总氮、总蛋 

白质、总氯含量上升，因而影响烟叶的品质。烟蚜 

的寄主植物广泛，周年转主危害，发生数量大，危 

害时间长，不仅能吸取烟株营养和排出蜜露，直接 

影响烟叶的产量和质量，且能携毒传播，造成烟草 

黄瓜花叶病毒病、烟草蚀纹病、烟草丛枝病的发生 

和流行 [34] 。我国防治烟蚜主要依赖化学农药，化学 

农药的使用不仅导致烟蚜天敌大量死亡，而且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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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蚜对多种农药产生抗性，造成烟蚜再猖獗，同时 

烟叶中农药残留量增加，影响产量和品质。目前， 

烟农在进行防治时存在很大盲目性，乱用、滥用农 

药现象较为普遍 [5] 。 

植物源杀虫剂一直是国外热点研究方向之一， 

但不同国家其研究重点和方向不同，以印度为代表 

的发展中国家将研究重点放在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 

面，尤其是以印楝为主要成分；而以美国和德国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新植物源杀 

虫成分的发现、活性物质的鉴定、结构改造和模拟 

合成等方面 [6] 。在植物源杀虫剂产品的开发方面， 

我国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登 

记注册的植物源杀虫剂品种(含植物源与化学杀虫 

剂复配)100多个，但均表现为防治对象单一，有效 

成分相对较小等特点。为解决这一问题，本试验选 

用植物源杀虫剂(3%苦参碱水剂，0.2%苦皮藤素乳 

油，0.3%印楝素乳油，0.5%藜芦碱可溶性液剂，4% 
鱼藤酮乳油) 对烟蚜进行田间防治试验，在保证烟 

叶产量及质量的前提下，筛选出毒力较好、持效期 

长的植物源杀虫剂，为实际生产中安全有效地控制 

烟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在德江复兴乡烟叶生产基地进行，试验 

地土壤肥力中等， 前茬作物为烤烟。 大棚托盘育苗， 
2011 年 4 月 15 日移栽，移栽株距为 0.60  m，行距 

为 1.00  m。每小区栽烟 50 株，分五行栽。施肥及 

田间管理同优质烟栽培技术。 供试品种为毕纳一号， 

供试对象为烟草蚜虫。 

施药器械：电子天平、量杯、移液管、工农16 
型喷雾器等。 

供试药剂： 3%苦参碱水剂， 0.2%苦皮藤素乳油， 
0.3%印楝素乳油， 0.5%藜芦碱可溶性液剂， 4%鱼藤 

酮乳油。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个处理（表 1），其中清水作为空白对 

照，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四次重复。小区面积 
30 m 3 ，小区间设置保护行，保护行宽一米，试验进 

行区间不打顶抹芽。各处理均按相应的用药倍数要 

求进行施药，每 667 m 2 施药液 30 kg。每个小区随 

机抽取 3点，每点调查  5株，定点定株调查记录蚜 

虫虫口基数和施药后蚜虫数，整株调查蚜虫量。本 

试验于施药当天（7月 9 日）调查虫口基数，药后 5 
d（7 月 14 日）、药后 10 d（7 月 19 日）及药后 20 d 
（7月 29日） 各调查一次活蚜数以及其他害虫数量， 

共调查 3次。 
1.3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进行数据处理， 
SPSS13.0 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can多重比较。 

表 1  试验设计 

处理 药剂 使用方法 稀释/倍 
1  3%苦参碱水剂 叶面喷雾  600 
2  0.2%苦皮藤素乳油 叶面喷雾  800 
3  0.3%印楝素乳油 叶面喷雾  800 
4  0.5%藜芦碱可溶性液剂 叶面喷雾  800 
5  4%鱼藤酮乳油 叶面喷雾  600 
6  清水（对照） 叶面喷雾  600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药后 3 次调查统计结果（表 2）得出：3% 
苦参碱水剂和  0.2%苦皮藤素乳油对烟蚜的防治效 

果最好，药效期持续 20 d以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药后 5 d，10 d，20 d各种药剂对烟蚜校正防效差 

异显著(P<0.05)，其中，3%苦参碱水剂和 0.2%苦皮 

藤素乳油在施药后 5 d，10 d和 20 d对烟蚜的防治 

效果最好，而这二种药剂的防效差异不显著 

(P>0.05)。 

印楝素在药后 20 d有一定的防效， 但效果显著 

低于苦参碱和苦皮藤素。因此，这两种药剂可作为 

田间烟蚜生物防治，有机烟叶生产和无公害烟叶生 

产中烟蚜防治的推荐药剂。 

3  讨论 

植物源杀虫剂是一类利用植物的某些杀虫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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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提取的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杀虫剂。该类杀虫 

剂来源于自然，其在自然界中易降解的同时不会浓 

缩富集，对环境无污染。植物源杀虫剂含有多种有 

效成分，是天然的混配复剂，具有对害虫的作用方 

式多样，害虫不易产生抗药性，对非靶标生物比较 

安全，能保持生态平衡等优点，符合农药从传统的 

有机化学物质向生物合理性农药转化的发展趋势。 

因此，在有机食品生产中，可以使用植物源杀虫剂 

防治害虫。 

表 2    5种植物源杀虫剂防治烟蚜虫口减退率和校正防效 

药后 5 d  药后 10 d  药后 20 d 

处理 

虫口 

基数 

头/株 

活虫数 

头/株 

虫口 

减退率 
/% 

校正 

防效 
/% 

活虫数 

头/株 

虫口 

减退率 
/% 

校正 

防效 
/% 

活虫数 

头/株 

虫口 

减退率 
/% 

校正 

防效 
/% 

3%苦参碱水剂  225.74  2.20  98.50  98.25a  0.47  99.75  99.75a  4.84  97.25  98.00a 
0.2%苦皮藤素乳油  149.50  2.54  98.25  96.75a  0.86  99.75  98.50a  5.60  94.50  95.75a 
0.3%印楝素乳油  95.73  105.61  －14.75  －47.25  94.74  0.25  3.75b  71.75  22.75  50.50b 
0.5%藜芦碱  90.92  75.25  15.75  －1.75  107.33  －26.25  －25.50  111.25  －12.25  17.50c 

4%鱼藤酮乳油  114.98  72.95  26.25  15.50b  75.42  21.00  28.25c  112.67  16.25  40.25b 
清水  210.17  132.67  9.25  196.83  －20.50  263.17  －63.75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出现负值的校正防效表示该药剂没有防治效果，不参与进行多重比较。 

本试验结果表明 3%苦参碱水剂和 0.2%苦皮藤 

素乳油对烟蚜的防治效果最好，其他三种药剂防效 

并不理想。胡伟东等 [7] 开展的  7 种杀虫剂防治烟蚜 

药效研究表明，0.2%苦皮藤素乳油 800 倍液药 3 d， 
5 d，7 d对烟蚜防效最好，均超过 90%，0.3%印楝 

素乳油 800 倍液药后 3 d，5 d，7 d对烟蚜的校正防 

效均超过  75%；王永 [8] 开展的  3%苦参碱水剂  600 
倍液防治烟草蚜虫田间药效试验表明， 3%苦参碱水 

剂 600 倍液对烟蚜防效达 99%以上；游兴琳等 [9] 开 

展了 3%农家盼乳油防治烟蚜药效试验，认为 3%农 

家盼乳油防治烟蚜效果较好，有效浓度为 2 500~ 
3 000倍液，施药后 15 d防效达 85%以上。总体而 

言， 以上研究结果与本试验结果 3%苦参碱水剂 600 
倍液和0.2%苦皮藤素乳油800倍液对烟蚜的防治效 

果相似，但校正防效值略有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药 

剂的施用剂量不同，也可能是药后调查蚜量时降雨 

导致药剂防效降低有关。 

在贵州省铜仁烟区有机烟叶或者无公害烟叶的 

生产中，可以选取 3%苦参碱水剂 600 倍液和 0.2% 
苦皮藤素乳油 800 倍液作为烟蚜大面积发生时的应 

急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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