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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虫腈饵剂防治黄胸散白蚁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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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溴虫腈饵剂防治黄胸散白蚁的效果，为黄胸散白蚁的防治提供新技术手段。方法

室内利用滤

纸饵剂和纤维素饵剂测定溴虫腈对黄胸散白蚁的毒效，现场试验采用白蚁监测控制装置与溴虫腈饵剂相结合的方

法测定溴虫腈饵剂对黄胸散白蚁的灭杀效果；利用 SPSS 20.0 软件对黄胸散白蚁工蚁死亡率和取食滤纸片的量进行
方差分析。结果

在 31.25～500.00 mg/L 的供试浓度下，溴虫腈对黄胸散白蚁具有良好的毒杀效果；选择取食条件

下，供试的黄胸散白蚁工蚁在 7～8 d 内全部死亡。在相同时间内，黄胸散白蚁工蚁取食 500.00 mg/L 溴虫腈处理的

滤纸片的量仅为蒸馏水处理的滤纸片的 81.31%。野外条件下，0.05%溴虫腈饵剂对黄胸散白蚁巢群具有良好的灭
杀效果，平均取食 44.6 g 饵剂后均在 30～122 d 内死亡。结论
在生产中进一步验证后推广应用。

0.05%溴虫腈饵剂可有效地防治黄胸散白蚁巢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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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chlorfenapyr bait to control Reticulitermes flavi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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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chlorfenapyr bait to control Reticulitermes flaviceps and to provide new
measure for the control of this species. Methods The filter ⁃ paper bait and cellulose bai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oxicity of chlorfenapyr on the workers of R. flaviceps in indoor bioassay and the monitor ⁃ controlling device with a bag of
chlorfenapyr bai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lethal effect of chlorfenapyr on the colony of R. flaviceps in the field test.
Results Chlorfenapyr had good toxic effect on the R. flaviceps workers 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31.25-500.00 mg/L and the
workers of R. flaviceps died within 7-8 d in the choice test. At the same test period, the consumption of filter paper treated
with 500.00 mg/L chlorfenapyr was 81.31% of the consumption amount of the filter paler treated with distilled water. In the
field, 0.05% chlorfenapyr bait had good control effect on the colony of R. flaviceps. The colony of R. flaviceps was eliminated
within 30-122 d when an average weight of 44.6 g bait was consumed. Conclusion The 0.05% chlorfenapyr bait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colony of R. flaviceps. It is suggested to apply chlorfenapyr bait to control R. flaviceps after further
test in different areas.
Key words: Reticulitermes flaviceps; Chlorfenapyr; Bait; Repellency; Control effect

溴虫腈（虫螨腈）是美国氰胺公司开发的一种新
型吡咯类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其通过作用于昆虫
体细胞中的线粒体，将多功能氧化酶转变为具有杀
虫活性的化合物发挥作用，主要抑制二磷酸腺苷转
化为三磷酸腺苷，使昆虫细胞因缺少能量而丧失生
命功能，昆虫中毒后活动变弱，继而出现斑点，颜色
发生变化，最终停止活动、昏迷、瘫软、死亡 。溴虫
［1］

腈对昆虫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对白蚁具有慢性毒
力（迟效性）和非驱避性

。通过研究溴虫腈饵剂

［2-4］

防治黄胸散白蚁的效果，为黄胸散白蚁防治提供新

技术手段。
1
1.1

材料与方法
供试白蚁

黄 胸 散 白 蚁（Reticulitermes

flaviceps）野外自然种群，试验前用大小为 30 cm ×

30 cm × 25 cm、内置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木块

的引诱箱进行诱集。将引诱箱移入温度 25～28 ℃、
相对湿度 65%～75%的室内环境中 1 周，后从引诱
箱内木块中挑选成熟工蚁用于室内试验。
1.2

药剂来源

10%溴虫腈悬浮剂，由全国白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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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心提供。

有白蚁入侵时，即将 10 包 0.05%溴虫腈饵剂放入中

虫腈悬浮剂稀释成 31.25、125.00 和 500.00 mg/L 3 个
浓度，后将 2 cm × 2 cm 的滤纸分别在药液中浸渍

置内白蚁的活动情况进行检查。如饵剂已被白蚁全
部取食但未施饵剂的监控装置内仍有白蚁活动时，

1.3

供试饵剂 （1）滤纸饵剂。用蒸馏水将 10%溴

间最初安装的监控装置内。后每隔 1 个月对监控装

10 s，取出晾干，备用；以浸渍蒸馏水的滤纸片为对

则在施放饵剂的监控装置内继续施放 5 包饵剂；如

照。
（2）纤维素饵剂。用水将 10%溴虫腈悬浮剂稀

应用饵剂的监控装置及其周围的监控装置内在白蚁

释成 1%的浓度，然后按照 1 份药液、19 份纤维素的

活动季节连续 3 个月均无白蚁活动，而附近小区作

比例将其混匀制成粉状饵剂，40 ℃烘 24 h，后用纸

为对照（未施饵剂）的监控装置内仍有较多白蚁活

袋分装，
每袋 5 g，用于现场试验。
1.4

白蚁监测控制装置

动，说明饵剂已消灭该处的黄胸散白蚁巢群，
此时结
束试验。收集监控装置内剩余的饵剂置 40 ℃烘箱

购自杭州畅联害虫防治

技术有限公司，该装置由壳体（8 cm × 8 cm × 18 cm）

24 h，然后称重。投放饵剂总量减去剩余饵剂量作

和盖两部分组成。壳体内置有马尾松饵木 8 片（四周

为每处白蚁消耗的饵剂量。

各 1 片，
中间 4 片，
木片规格为 5 cm×15 cm×0.7 cm，

1.6

共 420 cm ）。
3

1.5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 20.0 软件对黄胸散白

蚁工蚁死亡率和取食滤纸片的量进行方差分析；采

试验方法 （1）室内试验。将过 20 目的细砂

用邓肯氏法多重比较对平均数进行差异显著性检

6 g 均匀铺于ϕ 9 cm 的培养皿内周围，用适量蒸馏水

验，死亡率以平均数±标准误（x±sx）表示。P＜0.05

湿润。准备 2 张滤纸（2 cm × 2 cm），一张浸渍溴虫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腈药液，另一张浸渍蒸馏水，均置于 40 ℃恒温箱中

2

24 h 后称重，并将 2 张滤纸置于培养皿中间，相距

结 果

1 cm。在培养皿内放入 30 只黄胸散白蚁工蚁，每隔

2.1

复。试验结束后，取出滤纸片，置于 40 ℃恒温箱中

虫腈处理的滤纸片需 7～8 d 才能将黄胸散白蚁全部

24 h观察并统计工蚁的存活情况。每个浓度设5个重

毒死。同时，
处理滤纸片的溴虫腈浓度越高，
工蚁中

片的药液浓度分别为 31.25、125.00 和 500.00 mg/L。

毒死亡越快，见表 1。在相同时间内，黄胸散白蚁工
蚁取食 500.00 mg/L 溴虫腈处理滤纸片的量仅是蒸

（2）现场试验。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进行，
在有黄
胸散白蚁危害的房屋建筑周围距墙基 1 m 处埋设白

馏水处理滤纸片的 81.31%（表 2），说明较高浓度溴

蚁监测控制装置，
当装置内有白蚁入侵时，
在其周围

虫腈处理的滤纸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白蚁的适

30 cm 处安装 4 套白蚁监测控制装置，其中至少 1 套

溴虫腈浓度
（mg/L）

溴虫

腈对黄胸散白蚁工蚁的毒性发挥较慢，3 个浓度溴

24 h 后重新称重，
计算滤纸片被白蚁取食的量。滤纸

Table 1

浸药滤纸片对黄胸散白蚁的毒杀效果

口性。

表 1 黄胸散白蚁工蚁取食溴虫腈处理的滤纸片不同处理时间的死亡率（x±sx）
Mortality of R. flaviceps workers fed on the chlorfenapyr⁃treated filter paper at different times（x±sx）
24

48

72

不同处理时间（h）死亡率（%）
96

120

144

168

192

500.00

0.00±0.00

58.88±37.17

80.00±20.82

83.33±17.64

91.11±6.94

94.44±5.10

100.00±0.00

100.00±0.00

31.25

1.11±1.92

16.67±20.82

68.89±29.12

80.00±12.02

87.77±10.72

94.44±5.09

96.67±3.33

100.00±0.00

125.00

0.00±0.00
0.00±0.00

对照

43.33±37.86

60.00±52.07

1.11±1.92

1.11±1.92

88.89±13.47
1.11±1.92

表 2 黄胸散白蚁工蚁取食溴虫腈处理滤纸片
和蒸馏水处理滤纸片的量（mg，
x±sx）
Table 2 Weight of chlorfenapyr⁃treated or distilled
water⁃treated filter papers fed by R. flaviceps
workers（mg, x±sx）
组别
处理组
对照组

溴虫腈浓度（mg/L）

0

6.83±2.80

a

6.73±1.80a

31.25

2.03±0.25

a

2.13±1.84a

125.00

1.20±0.12

a

1.27±0.26a

500.00

0.87±0.10a

1.07±0.22b

注：相同浓度下对照组与处理组比较，字母相同时 P＞0.05，字
母不同时 P＜0.05

93.33±5.77
2.22±3.85

97.78±3.85
2.22±3.85

98.89±1.92
2.22±3.85

100.00±0.00
2.22±3.85

2.2 0.05%溴虫腈饵剂防治黄胸散白蚁效果

用

0.05%溴虫腈饵剂处理的 12 组黄胸散白蚁巢群内的

个体在 30～122 d（平均 71.2 d）内全部死亡。同时，
灭杀 1 个黄胸散白蚁巢群仅需溴虫腈饵剂 32～69 g

（平均 45.0 g），见表 3。
3

讨

论

白蚁是一类营群体生活的社会性昆虫，在我国
大多数省份均有分布，常对房屋建筑、水库堤坝、山
林果园、通讯设备等造成严重危害。其中黄胸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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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溴虫腈饵剂条件下黄胸散白蚁巢群的
消亡时间与饵剂消耗量
Table 3 Time for elimination and bait consumption amount
of R. flaviceps colony treated by the 0.05%
chlorfenapyr bait
表3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饵剂投放日期 巢群消亡日期 巢群消亡时间
（年-月-日） （年-月-日）
（d）
2015-05-06

2015-08-05

91

2015-05-06

2015-06-05

30

2015-05-06
2015-05-06
2015-05-21
2015-05-21
2015-05-21
2015-05-21
2015-05-21
2015-06-05
2015-06-05
2015-06-05

2015-07-05
2015-08-05
2015-07-22
2015-07-22
2015-09-20

122

2015-08-20

91

2015-06-20
2015-08-06
2015-09-04
2015-08-06

的 2 处在第 2 年出现少量白蚁分飞，通过随后 1、2 次

腈饵剂对散白蚁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今后在开展

0.05%溴虫腈饵剂防治散白蚁的现场效果试验时，

42

建议以 0.004%氟虫腈饵剂作为对照进行比较研究，

69

30

32

为白蚁防治研究提供更多参考，推动两种白蚁防治

38

62

饵剂新产品在生产上的示范与应用。

47

91

63

62

2 年 4－5 月未发现白蚁分飞和危害；危害相对严重
补充防治后，未再发现白蚁危害，说明 0.004%氟虫

36

62

谭梁飞等［11］研究发现，在办公楼和居住区使用
0.004%氟虫腈饵剂防治散白蚁〔11 处黑胸散白蚁

43
41

62

的现场应用技术研究。

（R. chinensis）和 4 处黄胸散白蚁〕时，其中 13 处在第

46

91

溴虫腈饵剂防治白蚁前，建议在不同地区开展更多

饵剂消耗量
（g）
3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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