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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辛硫磷微乳剂对蚜虫和斜纹夜蛾的防治效果 
郭明程，周清，李保同* 

（江西农业大学 农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采用盆栽法，测定8%辛硫磷微乳剂不同浓度对蚜虫和斜纹夜蛾药后1~3 d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8%辛硫磷微乳剂375 g ai./hm2处理对蚜虫防效显著优于对照药剂40%辛硫磷乳油375 g ai./hm2处理，93.75~187.5 g 

ai./hm2处理与对照药剂40%辛硫磷乳油375 g ai./hm2处理无显著差异；8%辛硫磷微乳剂400 g ai./hm2处理对斜纹夜

蛾防效与对照药剂40%辛硫磷乳油400 g ai./hm2处理相当。8%辛硫磷微乳剂对蚜虫和斜纹夜蛾具有良好的防治效

果，可用于防治十字花科蔬菜蚜虫和斜纹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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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Phoxim 8%ME on Aphid and Prodenia li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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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ded rate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fficacy of phoxim 8% M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1-3 
day after sprayed pesticide against aphid and Prodenia litura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whole-plant bioassa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icacy of Phoxim 8% ME at 375 g ai./hm2 against aphid was obviously better higher than 
that of phoxim 40% EC at 375 g ai/hm2, and the efficacy of Phoxim 8% ME at 93.75-187.5 g ai./hm2 was equal to 
that of phoxim 40% EC at 375 g ai/hm2. The efficacy of Phoxim 8% ME at 400 g ai./hm2 against Prodenia litura 
was equal to that of phoxim 40% EC at 400 g ai/hm2.Phoxim 8% ME had better efficacy against aphid and 
Prodenia litura, was applicable against aphid and Prodenia litura in the cruciferae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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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属于同翅目蚜科，为刺吸式口器的害虫，

常群集于叶片、嫩茎、花蕾、顶芽等部位，刺吸汁

液，使叶片皱缩、卷曲、畸形， 严重时引起枝叶枯

萎甚至整株死亡。此外，蚜虫还传播多种病毒病，

蚜虫分泌的蜜露还会诱发煤污病、病毒病并招来蚂

蚁危害等[1~3]。斜纹夜蛾又名莲纹夜蛾，属鳞翅目，

夜蛾科，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重要农业害虫，国外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及南亚，国内以长江流域和黄河

流域发生为重[4]。该虫是一种暴食成性的食叶害虫,

常间歇性大暴发，危害蔬菜、烟草、桑树、芋等99 科
290 多种植物[5]。 

斜纹夜蛾和蚜虫是为害十字花科蔬菜的重要害

虫，目前主要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辛硫磷属有机

磷酸酯类杀虫剂，其作用机制为抑制昆虫的乙酰胆

碱酯酶活性，以触杀作用为主，对多种鳞翅目和同

翅目昆虫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辛硫磷的传统剂型

为乳油，在加工过程中不仅消耗大量的有机溶剂，

而且在运输、贮藏期间易燃易爆，使用时易污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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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农产品。微乳剂是以水为基质的农药新剂型，

本试验的目的旨在探明8%辛硫磷微乳剂对十字花

科蔬菜斜纹夜蛾和蚜虫的防治效果，为该产品的研

发与推广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药剂：8%辛硫磷（phoxim）微乳剂，由江

西科技师范学院有机所提供；对照药剂 40%辛硫磷

（phoxim）乳油，由江苏省武进市第三农药厂提供。 
靶标昆虫：斜纹夜蛾(Prodenia litura），采自田间

圩头的卵块，在室内孵化，用大白菜饲养，2龄幼虫

供试；蚜虫，包括桃蚜(Myzws persicae)和萝卜蚜

(Lipaphis erysimi)，采自田间萝卜的若虫供试。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1年11月在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温室

进行。防治斜纹夜蛾试验设8%辛硫磷微乳剂150 g 
ai./hm2、250 g ai./hm2、400 g ai./hm2处理，以40%辛

硫磷乳油400 g ai./hm2和清水处理作对照；防治蚜虫

试验设8%辛硫磷微乳剂93.75 g ai./hm2、187.5 g 
ai./hm2、375 g ai./hm2，40%辛硫磷乳油375 g ai./hm2

和清水处理作对照，药液用量均为750 kg/hm2。试

验采用盆栽法，即在直径25 cm 的塑料盆内，每盆

种植1棵大白菜（品种为“新星-2号”）或萝卜（品种

为“皖秋106”），待大白菜或萝卜长至5叶期，每盆分

别用毛笔接入15条斜纹夜蛾2龄幼虫或20只蚜虫若

虫。试虫接入后4 h，用小型手动喷雾器将药液按试

验设计喷施在接有试虫的蔬菜上，每处理重复4次。

施药后蔬菜移入温室中培养，于药后1、2和3 d 分别

调查试虫死活情况，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蚜虫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8%辛硫磷微乳剂对十字花科

蔬菜蚜虫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93.75 g ai./hm2、

187.5 g ai./hm2和375 g ai./hm2处理药后1 d 防效分别

为27.30%、63.62%和86.91%，药后2 d 分别为

58.12%、79.46%和94.59%，药后3 d 分别为76.77%、

88.11%和96.88%。其中，试验药剂8%辛硫磷微乳剂

375 g ai./hm2处理药后1 d 防效极显著优于93.75g 
ai./hm2、187.5 g ai./hm2处理和对照药剂40%辛硫磷

EC 375g ai./hm2处理，187.5 g ai./hm2处理与对照药

剂375 g ai./hm2处理无显著差异；药后3 d 试验药剂

375g ai./hm2处理显著优于93.75g ai./hm2和对照药剂

375g ai./hm2处理， 93.75g ai./hm2、187.5g ai./hm2

处理与对照药剂375g ai./hm2处理无显著差异。据调

查观察，试验药剂在试验浓度范围内，对萝卜生长

无不良影响，详见表1。 

表 1  8%辛硫磷微乳剂对蚜虫防治效果 

药后 1 d 药后 2 d 药后 3 d 

供试药剂 
用量 

g(ai)·hm-2 

药前 

虫数 

/头 
死虫数

/头 

防效 

/% 

死虫数

/头 

防效 

/% 

死虫数 

/头 

防效 

/% 

93.75 20 6.00 27.30 cC 12.25 58.12 b B 16.00 76.77 bA 

187.5 20 13.00 63.62 bB 16.25 79.46 b AB 18.00 88.11 abA 

8%辛硫磷 ME 

8%辛硫磷 ME 

8%辛硫磷 ME 375 20 17.50 86.91 aA 19.00 94.59 a A 19.50 96.88 aA 

40%辛硫磷 EC 375 20 11.25 54.61 bB 13.00 62.35 b B 16.75 80.68 bA 

CK - 20 0.75 - 1.50 - 3.00 - 

注：数据后跟有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0.01 和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2  对斜纹夜蛾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8%辛硫磷微乳剂对十字花科蔬

菜斜纹夜蛾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150 g ai./hm2、250 
g ai./hm2 和 400 g ai./hm2 处理药后 1 d 防效相对较

低，药后 3 d 防效分别达 73.33%、86.67%和 98.33%。

其中，试验药剂 8%辛硫磷微乳剂 400 g ai./hm2 处理

与对照药剂 40%辛硫磷 EC 400 g ai./hm2 处理防效

无显著差异，但两处理均极显著优于试验药剂 150 g 
ai./hm2 和 250 g ai./hm2 处理。据调查观察，试验药

剂在试验浓度范围内，对大白菜生长无不良影响，

详见表 2。 
（下接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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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制林场等形式，创建一批新的林业经营实体，促

进林业的资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

理流动，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水平和规模

效益。随着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集体林木使用权

将大幅减少，民营、外资等林木使用权将大幅增加，

尤其在四旁树、散生木上。规划林木林地流转程序，

放开放活经营商品林，建立灵活的森林资源采伐限

额分配制度。根据各乡镇资源状况和生产需要灵活

安排，要考虑林业生产经营单位的资源状况，还应

考虑林农的经营项目，根据项目的可行性合理分配

采伐限额指标。 

⑵ 从森林灾害分类面积的消长变化表看，民营

林木使用权的森林灾害面积大幅上升，尤其在病虫

害方面。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在单个林农面前抗灾力

量弱、防治成本高的问题普遍存在。绝大部分林农

没有掌握有关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更缺少适用大

型防治器械，发生较大面积病虫危害便束手无策，

林农“有心管，无力防”的情况有可能使林业有害生

物发生危害情况进一步加剧，而且由于林农个体防

治意识和防治能力的差距，也可能出现一片山场中

你防我不防、互相观望和等靠现象，造成交叉感染，

错失 佳时期，导致“小灾变大灾”。所以，大力发

展“三防”协会组织，同时开展病虫害社会化防治服

务。在灾难面前，增加林农抗风险能力，加快推进

商品林保险，全面推行林木综合自然灾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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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辛硫磷微乳剂对斜纹夜蛾防治效果 

药后 1 d 药后 2 d 药后 3 d 
供试药剂 用量 

g(ai)·hm-2 

药前 
虫数 
/头 

死虫数

/头 
防效 
/% 

死虫数

/头 
防效 
/% 

死虫数 
/头 

防效 
/% 

150 15 3.25 21.67 cB 6.75 45.00 b B 11.00 73.33  c C
250 15 4.50 30.00 aB 8.25 55.00 b B 13.00 86.67 b B 

8%辛硫磷 ME 
8%辛硫磷 ME 
8%辛硫磷 ME 400 15 7.25 48.34 aA 11.25 75.00 a A 14.75 98.33 a A 
40%辛硫磷 EC 400 15 7.75 51.67 aA 11.00 73.33 a A 14.50 96.67 a A 

CK - 15 0 - 0 - 0 - 

3  结论与讨论 

与乳油相比，微乳剂用水全部或部分代替有机

溶剂，制剂闪点高，贮运安全，对环境的污染亦小。

同时由于微乳剂乳状液粒子比乳油乳状液的粒子更

细，使得微乳剂比乳油及其它类型的农药更易穿透

靶标生物的表皮结构，从而能更好地发挥药效；微

乳剂更能促进有效成分向动植物组织内部的渗透；

在有效成分传递上微乳剂具有高效率[6]。本试验结

果表明，8%辛硫磷微乳剂对蚜虫防效显著优于 40%
辛硫磷乳油，对斜纹夜蛾防效与 40%辛硫磷乳油相

当。因此，8%辛硫磷微乳剂可用于十字花科蔬菜蚜

虫和斜纹夜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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