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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红火蚁监测及防控措施
罗全丽
渊贵州省黔南州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袁贵州都匀 558000冤

摘要 红火蚁属全球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袁主要通过带土苗木尧花卉和草坪等途径传入袁黔南州于 2017 年 4 月首次发现袁红火蚁疫情
在黔南州已涉及 7 个县渊市冤遥红火蚁的监测调查方法包括访问调查尧目测踏查尧火腿肠诱集和挖巢调查等遥采取毒饵法尧灌巢法尧粉剂灭巢
法尧二阶段处理等防控措施在黔南州取得了很好的防效并进行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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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蚁渊Solenopsis invicta Buren冤属于昆虫纲膜翅目蚁

科火蚁属袁是全球重要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袁被世界自然保

2.2

目测踏查
红火蚁未发生区袁制订合理路线进行踏查袁调查红火蚁

护联盟渊IUCN冤列为野全球 100 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冶之

易滋生区域遥如发现可疑蚁丘袁用铁丝等插入蚁丘 5耀10 cm袁

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遥

本进行鉴定袁并用定位工具进行标记遥

一[1]遥红火蚁竞争力强尧繁殖快尧食性杂尧习性凶猛袁入侵后可

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袁于 2004 年入侵我

国广东 遥截至 2018 年底袁红火蚁已扩散到浙江尧福建尧江

观察是否有蚁群出巢并表现出攻击行为遥采集疑似红火蚁标
2.3

[2]

火腿肠诱集
红火蚁发生区袁用新鲜的火腿肠作为诱饵进行诱集袁监

西尧湖南尧广东尧广西尧海南尧重庆尧四川尧云南尧贵州等 11 个

测红火蚁发生动态遥将火腿肠薄片渊厚 1 cm尧直径 2 cm冤放入

次发现红火蚁遥黔南州红火蚁主要通过带土苗木尧花卉和草

设置 3 个以上监测点袁每个监测点随机放置 5 个监测瓶袁瓶

省市 334 个县渊市尧区冤[3]遥黔南州于 2017 年 4 月在罗甸县首

监测瓶中袁固定在地面进行诱集遥发生区内每个村庄或社区
间相距 10 cm[5]遥放置 30 min 后袁鉴定尧统计诱集到的蚂蚁遥诱

坪从外省传入遥
1 发生分布
红火蚁在黔南州主要分布于绿化带尧公园尧广场和荒

地遥经疫情普查袁已有 8 个县渊市冤15 个乡镇渊街道冤20 个村

集时间应设定在 8院00要17院00 红火蚁活动密集的时段遥
2.4

挖巢调查

挖巢调查常用于红火蚁防控后期且温度低于 10 益时遥

发生袁共 32.79 hm2遥其中袁罗甸县红火蚁发生面积 8.28 hm2袁

在施药防控尧大幅干扰蚁丘的情况下仍未发现蚂蚁活动的

3 个村袁面积 11.93 hm2曰荔波县 2 个乡镇 3 个村发生红火

外向里逐步挖开蚁巢袁检查红火蚁各虫态残存情况遥同时袁

分布于 4 个乡镇 8 个村曰平塘县红火蚁疫情涉及 3 个乡镇
蚁袁面积 0.33 hm2曰惠水县 1 个村发生红火蚁袁面积 6.67 hm2曰
都匀市 1 个村发生红火蚁袁面积 0.03 hm2曰三都县 1 个村发
生红火蚁袁面积 0.007 hm 曰长顺县 1 个村发生红火蚁袁面积
2

5.13 hm2曰福泉市红火蚁发生 1 个村袁面积 0.17 hm2遥黔南州
各县渊市冤红火蚁初次发生时间尧地点尧密度和面积见表 1遥
表 1 黔南州红火蚁初次发生时间尧地点尧密度和面积

县渊市冤

日期

罗甸县
平塘县
荔波县
惠水县
三都县
都匀市
长顺县
福泉市

2017-04
2017-10
2018-03
2018-04
2018-07
2018-07
2018-09
2018-09

蚁丘密度
发生面积
穴窑渊100 m2冤-1
hm2
罗甸城区
0.41
2.900
平舟镇
0.32
0.440
荔波城区
0.29
0.330
好花红镇
0.74
6.670
大河镇
0.01
0.007
匀东镇
0.08
0.030
长顺城区
0.03
0.330
金山街道办事处
0.45
0.130
地点

2 监测调查

2.1 访问调查

蚁巢袁可采取挖巢处理遥使用锄头尧铁铲等工具由浅至深尧由
挖取土样放入封口袋中袁带回实验室分离尧观察红火蚁各虫
态袁并统计数量[6]遥
3 防控措施

3.1

毒饵法
毒饵法适用于不同类型红火蚁发生地遥依据红火蚁发生

特点袁在发生区选用氟蚁腙尧氟虫腈尧氟虫胺尧茚虫威尧多杀
霉素等杀蚁饵剂或配制毒饵袁进行点状或环状撒施遥毒饵剂
撒放应于 9院00要17院00尧地表温度不低于 20 益尧红火蚁活动
密集的时段进行遥单个蚁巢撒施毒饵适用于红火蚁发生较
轻尧蚁巢密度较小尧分布较分散区域袁在距蚁巢 10~100 cm 处
点状或环状施放毒饵遥普遍撒施毒饵适用于红火蚁发生较重尧

蚁巢密集尧分布普遍的发生区袁进行全覆盖撒施毒饵遥在使
用毒饵剂防治红火蚁后袁仍分布有活蚁的地点要补施毒饵遥
3.2 灌巢法
将拟除虫菊酯类尧有机磷类尧氨基甲酸酯类等触杀性药
剂按其使用说明书配制成规定浓度的药液遥在上午气温低于

伤人事件遥访问当地农事操作人员及绿化植被维护人员袁

10 益尧红火蚁活动弱时进行防治袁以活蚁巢为中心袁先将药

了解是否发现地面有隆起的蚁巢遥访问当地管理人员袁了解

巢实施灌药或直接将药液浇灌到蚁巢上袁使整个蚁巢湿透遥

访问居民尧医务人员等袁了解当地是否出现过蚂蚁叮蛰

是否从红火蚁发生区调入高风险物品 [4]袁对调查结果做好
记录遥
收稿日期 2019-03-14

液施于蚁巢外围一周袁形成封闭药液带袁通过高压水泵对蚁
灌药时要迅速且不能扰动蚁巢袁减少红火蚁外逃转移的机率遥
3.3 颗粒剂尧粉剂灭巢法
在施用防治红火蚁专用的拟除虫菊酯类尧有机磷类尧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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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甲酸酯类等触杀性较强的颗粒剂与粉剂时袁先将药剂均匀
撒布于蚁丘表面及附近区域袁然后立即洒水袁隔 2耀3 d 洒水
1 次袁连续洒水 3 次以上遥施用高效氯氰菊酯等粉剂时袁要先
破坏蚁巢袁待工蚁大量涌出后迅速将药剂撒于工蚁身上遥施
药最好选择无风的天气进行遥
3.4 二阶段处理法
二阶段处理法即先在红火蚁发生区域撒布毒饵剂袁10耀

14 d 后再处理单个蚁巢遥大面积撒施毒饵剂对红火蚁的防

效较高袁而采用药液灌巢法尧颗粒剂尧粉剂灭巢法等处理单
个蚁巢速效性较强袁两者结合使用袁可以提高防效遥
渊上接第 84 页冤

报告为野未检出冶时袁或者接近超标限量时袁实验室需要利用
检出限和定量限进行风险评估或者法规决策遥对于现代仪
器分析方法来讲袁检出限可分为仪器检出限和方法检出限
2 个部分袁定量限也可分为仪器定量限和方法定量限遥农药
残留定量检测主要应用色谱法和质谱法袁均可采用信噪比

法评估检出限和定量限曰较低浓度的分析物浓度的确定可
根据检测标准的方法检出限或超标限量确定曰典型可接受

的信噪比是 3颐1 为检测限袁10颐1 为定量限[3-4]遥由于农产品的
基质较复杂袁不同的基质可能需要分别评估检出限和定量限遥
3.2.1

仪器检出限和仪器定量限遥仪器信噪比法评估院根据

阿维菌素标品浓度 0.20 滋g/mL 检测谱图信噪比渊s/n冤约为

10颐1曰阿维菌素标品浓度 0.40 滋g/mL 检测谱图信噪比渊s/n冤
约为 20颐1遥按照信噪比 3颐1 为检出限袁10颐1 为定量限袁可以推
算出仪器检出限为 0.003 3 mg/kg袁仪器定量限为 0.010 mg/kg遥

3.2.2 方法检出限和仪器定量限遥仪器信噪比法评估院按照

下述加标实验方案袁加标浓度 0.20 mg/kg袁检测谱图信噪比

渊s/n冤约为 20颐1遥按照信噪比渊s/n冤3颐1 为检出限袁10颐1 为定量
限袁可以推算出方法检出限为 0.003 3 mg/kg袁方法定量限为
0.010 mg/kg遥

3.3 正确度和精密度
测量结果的正确度用于表述多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平均
值与参考值之间的接近程度袁表示的是系统误差袁系统误差
可通过加标回收试验进行评估袁方法回收率的偏差范围可参

考相关规定进行评价渊可参考 GB/T 27404 附录 F.1冤 [5-6]遥精
密度通过测量结果重复性和再现性进行评估遥重复性渊rep-

eatability冤是指在正常和正确操作情况下袁由同一操作人员袁
在同一实验室内袁使用同一仪器袁并在短期内对相同试样所
做多个单次测试结的分散性袁用测试结果变异系数进行评价
渊可参考 GB/T 27404 附录 F.3冤遥再现性渊reproducibility冤是指

在正常和正确操作情况下袁用相同的方法尧同一试验材料袁
在不同的条件下获得的单个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7-9]遥不同
的条件指不同操作者尧不同实验室尧不同或相同的时间袁对
不同试样所做多个单次测试结果袁在 95%置信概率水平独
立测试结果的最大差值[10-12]遥在实例中选择了用加标回收率
评定正确度袁加标回收检测结果的重复性评定精密度遥

阿维菌素加标试验方案院样品为菠菜曰称样量 20 g曰标

液浓度 4.0 滋g/mL袁加入 100 滋L渊0.40 滋g冤曰加标量 0.020 mg/kg曰

7 组平行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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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平行样的检测结果见表 1遥平均值 x 为 0.018 1曰标准

偏差 S 为 0.001 09曰变异系数渊相对标准偏差冤CV 为 6.0%遥
表1

平行样
1
2
3
4
5
6
7

4 结论

平行样检测结果及回收率

检测结果 X i/mg窑kg-1
0.017 7
0.017 5
0.020 1
0.017 7
0.017 1
0.019 2
0.017 6

加标回收率/%
88.5
87.5
100.5
88.5
85.5
96.0
88.0

以阿维菌素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变更为实例袁对比了标准
变化内容袁从野人尧机尧物尧法尧环冶5 个方面分析实验室是否满
足新标准要求袁设计了线性范围尧检出限尧定量限尧正确度尧
精密度等方法验证参数的试验方案袁通过对施工检验结果
评价符合相关要求袁可以证明实验室具备此标准方法检测
能力袁以期为大家开展化学分析方法发生变更时的验证工作
提供参考遥此外袁试验方案设计时可从再现性尧基质效应尧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等方面做继续探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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