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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农药，你会用吗？ 病虫综防有误区

看天
对生物农药施用效果影响最大

的是温度、湿度、光照和风。
温度不仅作用于生物杀虫剂孢

子，而且还作用于害虫本身，从而影
响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性和毒性。.

湿度对生物杀虫剂孢子的繁殖
和扩散有直接关系，湿度大，微生物
孢子繁殖和扩散快，易感染和杀死
害虫。

阳光中的紫外线对芽孢有着致
命的杀伤作用，因此在施用时应尽
量避开强光，下午4时以后施用效
果较好。

风对粉剂生物农药的飘移和扩
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微风下
施用粉剂，作用效果最佳。

看地
在干旱地区要加大喷药用水

量，这样易于微生物孢子的存活和
繁殖，同时可在制剂中加入一些特
定的高分子物质和增加溶液黏度的
物质，如淀粉、动物骨胶、草木灰浸
出液等，以提高生物农药的施用效
果。

看虫
对于不同类型及特性的害虫，

生物农药的施用方法也不同。害
虫一生有几个不同的发育阶段，各
个发育阶段对生物杀虫剂的抵抗
力不同：选择害虫低龄幼虫期施
药，能充分发挥生物农药的效果，
从而达到“治小，治早，治了”的要
求。另外，还要根据害虫取食特点

施用不同类型的生物杀虫剂。

看机械
由于生物农药生产成本高，因

而应优化用药技术，施用高性能喷
洒机械，如采用弥雾法喷施，从而
提高生物农药的防效，降低生产成
本。

看剂型
施用生物农药时要根据防治

对象、气象条件和施用时期，正确
选择适当的剂型。

对于食叶量很大的害虫，如菜
青虫，可采用将可湿性粉剂加水配
成悬浮液的方法喷雾，效果较好。
胶囊剂不但有较长的防效，而且还
能保护其中的病原体不受环境因
子的影响，可用于大棚撒施。

看品种
在生物农药的实际利用中，不少

人误认为生物杀虫剂可杀害一切害
虫，因而不加选择地购买施用，这样
不但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增加生产成
本，增加防治难度，而且还会延误防
治时期。

实际上，生物杀虫剂的专一性很
强，杀虫谱不广。因此，应针对不同
害虫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生物农
药。

根据害虫的迁飞特性
在生物农药的实际利用中，应

根据害虫的迁飞特性采用生物农
药与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
配合施用，两者相辅相成。

（刘春奎）

农药喷雾助剂分为两类，一是活性
助剂，包括表面活性剂、润湿剂、油基类、
黏着剂和穿透剂等，二是特殊用途喷雾
助剂，包括缓冲剂、酸化剂、pH值改变
剂、水质调节剂、抗漂移剂、增稠剂、掺合
剂等。

首先，选择专门开发用于农业林业
的农用喷雾助剂，如农用有机硅助剂，不
要使用工业产品或家用洗涤剂，洗衣粉，
以免破坏农药活性。

其次，许多农药剂型已经含有提高
农药性能的必要助剂，一般不用额外添
加喷雾助剂。如真的要使用喷雾助剂，
要确信其已做过完整的药效试验，有疑
问或不确定的产品要小范围试验后再大
面积使用。

第三，特定的农药需要特定的助剂，
在使用时要正确选择助剂。

第四，推荐的农药助剂可能因剂型
变化而发生变化，或因施药技术程序的
改变而改变。

第五，做好农药混合配制的安全性、
相容性和有效性记录，包括农药剂型、
喷雾助剂、剂量等。喷雾助剂的不当使
用或过量使用都有可能造成药效降低或
引起药害。要仔细阅读农药和助剂的标
签，确保所选择的助剂与施药地点、靶
标有害生物、药械相匹配，更要与所用
的农药相匹配。

（吴玉兰）

误区一
各种招数统统用上

病虫综防包括了农业防治、生物防
治、物理防治和公演防治等防治措施，
但并不等于在对某病虫害实施综防时
非把这些措施全部用上不可，其实这种
做法不经济还影响防效。在运用综防
措施时，要充分依据具体病虫的实际发
生规律和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必要措
施。

误区二
化防为主其他为辅

这是受“农药万能”观点影响的结
果。在综防中如果过分依靠化学防治，
而对其他方法只是轻描淡写，那就很容
易导致“病虫越打越凶、病虫越凶越打、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人畜作物及有益生
物安全”的不良后果，最终无法取得综合
防治本应获得的最佳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

误区三
遍地开花效果差

不少地方在综防中不分作物病虫
发生轻重、防治对象主次关系，而是下
大包围、打保险药，动辄所有病害、所有
虫害搞综防，效果非常不好。事实上，
不管哪种作物，其病虫害发生总有轻重
之分。这需要仔细观察、认真调查，搞
清作物病虫的“家底”，分清主次，掌握
轻重缓急，确定好综防重点对象，不搞
遍地开花。

误区四
“名牌病虫”享专利

许多地方实施病虫综防只是专门针
对农作物上一些主要的所谓的“名牌病
虫”。是的，“名牌病虫”确实是综防的
重点对象，但也有特殊情况，其他一些偶
发性病虫一旦遇上适应的条件(尤其是
气候因素)，也易对作物造成大的为害，
从而上升为主要病虫。因此，在高度重
视主要病虫害的同时，对那些偶发灾害
性的“小病小虫”在必要时同样应纳入综
防范围。

（朱振涛）

目前国内生物农药的年产量
为12万吨，防治面积达2670万
公顷，约占农药市场份额的5%。
生物农药有效成分登记超过90
种，登记产品约3000个，其中抗
生素产品约占登记产品总数的
70%。生物农药产品约占我国登
记农药总数的11%～13%。

微生物农药品种
主要商业化产品有：绿僵菌、

白僵菌、苏云金杆菌、枯草芽孢杆
菌、蜡质芽孢杆菌、棉铃虫核型多
角体病毒。新近登记的产品有：粘
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甘蓝夜蛾核型
多角体病毒、短稳杆菌、木霉菌。

生物化学农药品种
近期新登记产品有：氨基寡糖

素、几丁聚糖、丁子香酚、氨酰丙酸
盐酸盐、啶酰菌胺。此外，已有梨小
食心虫性诱剂、地中海实蝇引诱剂、
斜纹夜蛾性诱剂、二化螟性诱剂、桔
小食蝇引诱剂等多种昆虫性诱剂产

品申请田试。

植物源农药品种
主要品种有：烟碱、鱼藤酮、苦

参碱、除虫菊、印楝素、芸苔素内
酯、乙蒜素。

抗生素类农药品种
主要产品为：阿维菌素、井冈

霉素、春雷霉素。近期新登记产品
有：中生菌素、宁南霉素、依维菌素
（杀线虫、卫生用）。

天敌生物类农药品种
赤眼蜂和平腹小蜂产品在我国

已登记并商品化，登记产品4种，主
要是杀虫卵卡、杀虫卵袋。

微生物农药
掌握温度。微生物农药的活

性与温度直接相关，施用的适宜温
度为15℃～30℃。低于适宜温度，
所喷施的生物农药在害虫体内的
繁殖速度缓慢，而且也难以发挥作
用，导致产品药效不好。通常，微
生物农药在20℃～30℃条件下防
治效果比在10℃～15℃高出1～2
倍。

把握湿度。微生物农药的活
性与湿度密切相关。农田环境湿
度越大，药效越明显，粉状微生物
农药更是如此。最好在早晚露水
未干时施药，使微生物快速繁殖，
起到更好的防治效果。

避免强光。紫外线对微生物
农药有致命的杀伤作用，阳光直射
30和60分钟，微生物死亡率可达
50%和80%以上。最好选择阴天
或傍晚施药。

避免雨水冲刷。喷施后遇到
小雨，有利于微生物农药中活性组
织的繁殖，不会影响药效。但暴雨
会将农作物上喷施的药液冲刷掉，
影响防治效果。要根据当地天气
预报适时施药，避开大雨和暴雨，
以确保杀虫效果。

另外，病毒类微生物农药专一
性强，一般只对一种害虫起作用，
对其他害虫完全没有作用，如小菜
蛾颗粒体病毒只能用于防治小菜
蛾。施用前要先调查田间虫害发
生情况，根据虫害发生情况合理安
排防治时期，适时用药。

植物源农药
预防为主。植物源农药药效

一般比化学农药慢，用药后病虫害
不会立即见效，施药时间应较化学
农药提前2～3天，而且一般用后
2～3天才能观察到其防效。

与其他手段配合施用。病虫
害发生严重时，应当首先施用化学
农药尽快降低病虫害的数量、控制
蔓延趋势，再配合施用植物源农
药，实行综合治理。

避免雨天施药。植物源农药
不耐雨水冲刷，施药后遇雨应当补
施。

生物化学农药
生物化学农药是通过调节或

干扰植物（或害虫）的行为，达到施
药目的。具体来说，施用方法如
下：

1.性诱剂。性诱剂不能直接杀
灭害虫，主要作用是诱杀（捕）和干
扰害虫交配，以降低害虫种群密
度，控制害虫过快繁殖。因此，防
治病虫害不能完全依赖性诱剂，一
般应与其他化学防治方法相结
合。如施用桃小食心虫性诱芯时，
可在蛾峰期田间始见卵时结合化
学药剂防治。性诱剂产品易挥发，
需要存放在较低温度的冰箱中，一
旦打开包装袋，应尽快施用。由于
信息素的高毒敏感性，安装不同种
害虫的诱芯前，需要洗手，以免污
染。诱捕器放的位置、高度以及气
流都会影响诱捕效果。如斜纹夜

蛾性引诱剂，适宜的悬挂高度为
1～1.5米，保护地施用可依实际情
况适当降低，小白菜类蔬菜田应高
出作物0.3～1米，高秸秆类蔬菜田
可挂在支架上，大棚类作物可挂在
棚架上。按规定时间及时更换诱
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施用性诱
剂等信息素要防止对有益昆虫的
伤害。如金纹细蛾性诱芯对壁蜂
有较强的诱杀作用，故果树花期不
宜施用。用于测报时，观测圃及邻
近的果园果树花期不宜放养壁蜂
和蜜蜂。

2.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会因作物种类、生长发育时
期、作用部位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
应。施用时应按产品标签上的功
能选准产品，并严格按标签标注的
施用方法，在适宜的施用时期施
用。要严格按标签说明浓度施用，
否则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如生长
素在低浓度是促进根系生长，较高
浓度反而抑制生长。药液随用随
配，以免失效。

有些调节剂如赤霉素，在植物
体内基本不移动，如同一个果实只
处理一半，会致使处理部分增大，
造成畸形果。在应用时注意喷布
要均匀细致。即使是促进型的调
节剂，也只能在肥水充足的条件下
起作用。

蛋白类、寡聚糖类农药
该类农药（如氨基寡糖素、几

丁聚糖、香菇多糖、低聚糖素等）为

植物诱抗剂，本身对病菌无杀灭
作用，但能够诱导植物自身对外
来有害生物侵害产生反应，提高
免疫力，产生抗病性。施用时需
注意以下几点：应在病害发生前
或发生初期施用，病害已经较重
时应选择治疗性杀菌剂对症防
治。药液现用现配，不能长时间
储存。因为此类农药无内吸性，
注意喷雾均匀。

天敌生物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赤眼蜂和

平腹小蜂，提倡大面积连年放蜂，
面积越大防效越好；放蜂年头越
多，效果越好。施用时需注意：

合理存放，拿到蜂卡后要在当
日上午放出，不能久储。如果遇到
极端天气，不能当天放蜂，蜂卡应
分散存放于阴凉通风处，不能和化
学农药混放。准确掌握放蜂时间，
最好结合虫情预测预报，使放蜂时
间与害虫产卵时间相吻合。与化
学农药分时施用 放蜂前5天、放
蜂后20天内不要施用化学农药。

抗生素类农药
抗生素类农药的施用同化学农

药，如阿维菌素、多杀霉素等。但多
数抗生素类杀菌剂不稳定，不能长
时间储存，如井冈霉素，容易发霉变
质。药液要现配现用，不能储存。
某些抗生素农药如春雷霉素、井冈
霉素等不能与碱性农药混用，农作
物撒施石灰和草木灰前后，也不能
喷施。

AA 生物农药的种类

核心提示

BB 生物农药如何施用

CC 如何提高生物农药的防效？

农药助剂咋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