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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性費洛蒙乾式誘蟲
器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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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巧珍、王文龍、吳昭儀、張志弘、張慕瑋。2017。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性費

洛蒙乾式誘蟲器之開發。臺灣農藥科學　3：49-63。

本研究於 2005年至 2013年間，於彰化縣埔鹽鄉花椰菜田，比較不同層數、不

同直徑、不同結構之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開發使用小菜蛾性

費洛蒙誘餌之乾式誘蟲器型式，具經濟、便利、有效之特性。本誘蟲器為雙層上衝

型誘蟲器，其瓶身 diam. 8.8 cm，入口為 diam. 1.0 cm，瓶身下層具通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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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小菜蛾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

lostella [Linnaeus]) 屬鱗翅目、菜蛾科 (Lepi-

doptera: Plutellidae)，為世界性十字花科作物

之重要害蟲 (17)。防治上，一般以藥劑防治

為主。因其體小，且繁殖速度快，常有抗

藥性發生 (14, 16, 20)。在開發小菜蛾性費洛蒙應

用技術上，曾比較黏膠式、水式誘蟲器型

式以及較有潛力的乾式誘蟲器 (4) 等，不同

型式誘蟲器誘捕小菜蛾的效果，本研究繼

續探討適合誘捕小菜蛾的乾式誘蟲器，為

使利用性費洛蒙大量誘殺小菜蛾的技術能

更加便利。

小菜蛾性費洛蒙組成分早於 1977 年起陸

續發表，約有 3 ~ 4 種成分：順 -11- 十六碳

烯醛 ([Z]-11-hexadecenal)、順 -11- 十六碳烯

酯 ([Z]-11-hexadecenyl acetate)、順 -11- 十六碳

烯醇 ([Z]-11-hexadecenol)、順 -9- 十四碳烯酯 

([Z]-9-tetradecenyl acetate) 等，相關的配方也陸

續有報導 (7, 8, 10, 11, 18)。本所完成研發小菜蛾性

費洛蒙誘餌，對小菜蛾具有優異的誘引效果；

同時，也建立其大量誘殺田間應用技術 (3)， 

提供農民應用參考。

利用性費洛蒙監測、大量誘殺害蟲，

一般配合使用黏膠式誘蟲器，如翼型黏膠

式誘蟲器、圓筒型黏膠式誘蟲器、傑克森

誘蟲器、黏板等 (1, 12, 13, 15, 19)。惟於如黏膠式

誘蟲器，需常更換，不利使用，因此需要

為各種防治對象，個別開發更耐用之誘蟲

器，如甘藷蟻象誘蟲器、花姬捲葉蛾誘蟲

器、黑角舞蛾誘蟲器等乾式誘蟲器 (2, 5, 6)。

吾人亦曾研發小菜蛾性費洛蒙誘餌，搭

配各種誘蟲器，包括前篇發表之乾式上衝

式寶特瓶誘蟲器，田間試驗顯示對誘捕小

菜蛾更具潛力 (4)。本研究於 2005 年至 2013

年間，繼續在彰化縣埔鹽鄉花椰菜田，測

試不同層數、直徑及入口直徑和有無通氣

孔等結構之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對小菜

蛾的誘捕效果，以開發更經濟、有效及便

利，適合誘捕小菜蛾的模型化量產乾式誘

蟲器。

材料與方法

一、供試誘蟲器

設計製作多種不同型式之乾式誘蟲器

供試，包括單層、雙層、三層、大三層之

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之型式及規格，如圖

一、表一；改良式雙層上衝式誘蟲器的型

式及規格，如圖二、表二。對照組使用翼

型黏膠式誘蟲器 ( 甲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甲富 ]、振詠興業有限公司 [ 振詠 ])。

二、誘蟲器田間設置方法與數據

處理

將自行配製的小菜蛾性費洛蒙誘餌，

置於不同型式之誘蟲器內。約每 4 ~ 5 m 插

立一根長約 120 ~ 150 cm 的竹竿，再將測

試誘蟲器，以摩絲鐵線固定於竹竿上，懸

掛於花椰菜植株上約 30 ~ 50 cm 處 ( 即誘蟲

器離地高約 80 ~ 100 cm)，定期調查不同型

式誘蟲器之小菜蛾之誘捕數量。誘捕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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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1) (C) (D)

圖一、不同型式上衝式寶特瓶小菜蛾誘蟲器之結構側視圖。

Fig. 1. Dimensions of various PET traps for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表一、不同型式上衝式寶特瓶小菜蛾誘蟲器之結構規格表

Table 1. Bottle structures of various PET traps for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Bottle structure
Type of trap

One layer
(A)

Two layers
(B-1)

Three layers
(C)

Big-three layers
(D)

No. of layers 1 2 3 3
Height (cm) 29 44 59 58
Diameter (cm) 8.8 8.8 8.8 17
Entrance diameter (cm) 2.0 2.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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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統計分析，以各處理之誘捕蟲數除以該

重複所有處理之合計誘蟲總數，換算得誘

蟲百分率，再經 arc sin √x 轉值，進行變方

分析。若處理間有差異時，再進行 Fisher’s 

least signifi cant diff erence (LSD) test。

三、不同型式上衝式寶特瓶誘蟲

器對小菜蛾之誘捕試驗

於 2005 年 1 月 18 日至 2005 年 2 月 15

日，在彰化縣埔鹽鄉三區花椰菜田，比較

單層 (A)、雙層 (B-1)、三層上衝式寶特瓶誘

蟲器 (C) ( 圖一、表一 ) 之小菜蛾之誘捕效

表二、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小菜蛾誘蟲器之結構規格表

Table 2. Bottle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2-up PET traps for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Bottle Structure
Type of trap

B-1 B-2 B-3 E-1 E-2 E-3
Entrance diameter (cm) 2.0 2.0 2.0 1.0 1.0 1.0
Positions of wall ventilators (11 ventilators/row, 2 

rows, diam. 1.5 ~ 2.0 mm)
None Upper 

layer
Lower 
layer

None Upper 
layer

Lower 
layer

(B-1) (B-2) (B-3) (E-1) (E-2) (E-3)

圖二、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小菜蛾誘蟲器之結構側視圖。

Fig. 2. Dimensions of diff erent 2-up PET traps for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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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並以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W，甲富 ) 為

對照。每區 4 個處理，每區間隔約 15 m。

試驗時，對照翼型黏膠式誘蟲器每 7 ~ 14

日記錄誘蟲數，並更新黏膠板，經 4 週後，

加總誘蟲數；其餘誘蟲器處理經 4 週後記

錄誘蟲數，3 重複；以及分析捕獲之小菜蛾

在各型式不同瓶層誘蟲器中之分布。

四、不同直徑三層上衝式寶特瓶

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試驗

組合瓶身直徑 8.8 cm (C) 及 17 cm (D) 

之兩種三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 ( 圖一、表

一 )。於 2005 年 3 月 6 日至 4 月 27 日，在

彰化縣埔鹽鄉花椰菜田測試其對小菜蛾之

誘捕效果。每區置放 C、D 處理組誘蟲器及

對照組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W，振詠 )，3 重

複。對照組翼型黏膠式 (W) 誘蟲器每 1 ~ 3

週記錄誘蟲數並更新黏膠板，經 5 週後加

總誘蟲數，其餘處理組誘蟲器，設置經 52

日後記錄誘蟲數；以及分析捕獲之小菜蛾

在各型式不同瓶層誘蟲器中之分布。

五、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

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試驗

改良雙層式誘蟲器，除縮小入口直徑，

並加開 2 排 × 11 孔，直徑約 1.5 ~ 2.0 mm 之

通氣小孔。組合成瓶身直徑 8.8 cm，入口直

徑 2.0 cm，無通氣孔 (B-1)、上通氣孔 (B-2)、

下通氣孔 (B-3) 及入口直徑 1.0 cm，無通氣

孔 (E-1)、上通氣孔 (E-2)、下通氣孔 (E-3) 

等六種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 ( 圖二、表

二 )。於 2013 年 6 月 17 日至 11 月 6 日，在

彰化縣埔鹽鄉五區花椰菜田，測試小菜蛾

誘捕效果。每區置放 B-1、B-2、B-3、E-1、

E-2、E-3 處理組誘蟲器及對照組翼型黏膠

式 (W，振詠 ) 誘蟲器，5 重複。每 4 週調

查一次，共 6 次；以及分析各型式誘蟲器

捕獲之小菜蛾在誘蟲器各層之分布情形。

六、塑膠射出原型雙層上衝式誘

蟲器之小菜蛾誘捕試驗

以前述 E-3 型誘蟲器之尺寸規格，試作

塑膠射出原型誘蟲器 (ME-3，通氣小孔直徑 

1.0 mm) ( 圖三 )，裝入小菜蛾性費洛蒙誘

餌，於 201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4 日，在

彰化縣埔鹽鄉花椰菜田，測試小菜蛾誘捕

圖三、誘蟲器ME-3。

Fig. 3. ME-3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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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進一步修改 ME-3 之通氣小孔直徑為

1.5 mm，於 2013 年 8 月 27 日至 10 月 22 日

進行田間誘蟲試驗，並以 E-3 型誘蟲器、翼

型黏膠式誘蟲器 (W) 及翼型黏膠式無餌誘

蟲器為對照組。本試驗 7 月 29 日起每 2 ~ 6

日調查一次，共 2 次；8 月 27 日起每 14 日

調查一次，共 4 次。

結果

一、不同型式上衝式寶特瓶誘蟲

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

分析不同層數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設

置經 4 週後調查 ( 圖四 )，結果單層 (A)、

雙層 (B-1)、三層 (C)、翼型黏膠式 (W) 四

圖四、 不同型式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A：單層；B-1：雙層；C：三層；

W：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Fig. 4. Effi  ciency of various up-PET traps for the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A: 1-up-
PET trap; B-1: 2-up-PET trap; C: 3-up-PET trap; W: wing sticky trap.

臺灣農藥科學(3)-04 洪巧珍.indd   54 2018/1/16   下午 04:32:38



小菜蛾乾式誘蟲器之開發 55

型誘蟲器的誘蟲總數，分別為 49、616、

1211、4,244 隻，誘蟲率各為 0.8%、10.4%、

17.8%、71.0%，且具顯著性差異，其中以翼

型黏膠式 (W) 誘蟲器最高，其次為三層 (C) 

誘蟲器 (F3,8 = 0.000339, P < 0.0001)。亦即以

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W) 對小菜蛾之誘捕效

果最佳，其次三層 (C)，再次雙層 (B-1)，更

次單層 (A) 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顯示上衝

式寶特瓶誘蟲器，層數較多，小菜蛾誘捕

效果較佳。分析被捕獲小菜蛾在上衝式寶

特瓶誘蟲器之分布情形，雙層 (B-1) 型之上

層占 93.1%，下層占 6.9%；三層 (C) 型之上

層占 87.6%，中層占 9.9%，下層占 2.5%，

被捕獲之小菜蛾主要集中在上層。

二、不同直徑三層上衝式寶特瓶

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

比較不同直徑三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

器對小菜蛾的誘捕效果 ( 圖五 )，以對照組

圖五、 不同直徑之三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C：三層；D：大三層；

W：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Fig. 5. Capture efficiency of 3-up PET traps with different diameters. C: 3-up-PET trap; D: big 
3-up-PET trap; W: wing stick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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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型黏膠式誘蟲器之誘捕效果最佳；直徑

8.8 cm 三層誘蟲器 (C) 之誘捕效果，較直

徑 17 cm 大三層誘蟲器 (D) 為佳。三層誘

蟲器 (C) 及大三層誘蟲器 (D)，經 52 日之

誘蟲總數分別為 629、743 隻，而對照組翼

型黏膠式誘蟲器 (W) 為 2,712 隻。C、D、

W 型誘蟲器的誘蟲百分率，分別為 14.8、

17.8、67.4%；W 型誘蟲器的誘蟲百分率，

顯著較 C、D 型誘蟲器為高，C、D 型誘蟲

器間之誘蟲百分率無差異 (F2,6 = 8.971069, 

P < 0.05)。

於直徑 8.8 cm 三層誘蟲器 (C) 內，上、

中、下層誘捕小菜蛾蟲體百分率分別占

82.2、14.4、3.4%。於直徑 17 cm 大三層誘

蟲器 (D) 內，上層占 61.2%、中、下層分別

占 27.8、11%。被誘蟲器捕獲的小菜蛾蟲體，

主要分布於誘蟲器上層。

三、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

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

比較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

B-1、B-2、B-3、E-1、E-2、E-3 對小菜蛾的

誘捕結果 ( 圖六 )，以直徑 1.0 cm 小入口雙

層下具通氣孔誘蟲器 (E-3) 之誘蟲數較高。

經 6 次調查，B-1、B-2、B-3、E-1、E-2、E-3

圖六、 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之小菜蛾誘捕總數。B-1：瓶身無孔型；B-2：瓶

身上層通氣孔型；B-3：瓶身下層通氣孔型；E-1：小入口無孔型；E-2：小入口瓶身

上層通氣孔型；E-3：小入口瓶身下層通氣孔型；W：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Fig. 6. Capture efficiency of 2-up PET trap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B-1: 2-up-PET trap; 
B-2: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B-3: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E-1: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E-2: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E-3: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W: wing stick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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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誘蟲器之誘蟲總數，分別為 3,168、3,860、

3,846、3,047、3,921、4,933 隻，對照組翼型

黏膠式誘蟲器 (W) 為 3,606 隻。被誘蟲器誘

捕的小菜蛾蟲體數，在不同型式雙層上衝

式寶特瓶誘蟲器內，上、下層的分布情形，

如圖七。所誘捕的小菜蛾蟲體數在 B-1、

B-2、B-3、E-1、E-2、E-3 型 誘 蟲 器 的 上

層分布的比率，分別為 93.5、92.4、91.7、

85.5、89.0、89.0%。顯示不同型式雙層上衝

式寶特瓶誘蟲器之上層所誘捕的小菜蛾蟲

體數最多。

四、塑膠射出原型誘蟲器對小菜

蛾之誘捕效果

為比較直徑 1.0 mm 小通氣孔之模型化

塑膠射出ME-3型與E-3型、W翼型黏膠式、

空白對照組 ( 翼型黏膠式無餌 ) 之誘蟲效

果，從 201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4 日進行

田間試驗調查 2 次，誘蟲總數分別為 101、

568、411、63隻，以誘蟲器E-3誘蟲數較多。

若將 ME-3 型與 E-3 型誘蟲器兩次之誘蟲

數，個別除以各該次 W 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之誘蟲數，再取其平均值，各得 0.21 及 1.01

倍 ( 圖八 )。顯示 ME-3 型誘蟲器對小菜蛾

之誘捕效果小於 E-3 型誘蟲器。

調整 ME-3 型誘蟲器之通氣小孔直徑

為 1.5 mm，於 2013 年 8 月 27 日至 10 月 22

日進行 4 次調查。結果 ME-3、E-3、W 及

空白組誘蟲器之小菜蛾誘蟲總數，分別為

369、509、543、24 隻。 若 將 ME-3 與 E-3

誘蟲器之誘蟲數，個別除以各該次 W 翼型

黏膠式誘蟲器之誘蟲數，再取其平均值，

各得 0.70 及 0.68 倍 ( 圖八 )。顯示 ME-3 型

誘蟲器對小菜蛾之誘捕效果相當於 E-3 型誘

蟲器。

討論

為研發小菜蛾性費洛蒙乾式誘蟲器，

設計不同瓶身直徑與層數之上衝式誘蟲器，

顯示層數愈多，誘捕的蟲數也愈多。再比

較不同直徑之三層誘蟲器的小菜蛾誘捕效

果，發現瓶身直徑 8.8 cm 及 17 cm 誘蟲器

之誘蟲效果無差異。

由於翼型黏膠式誘蟲器誘獲小菜蛾之

數目，優於不同型式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

推測係黏膠式一旦小菜蛾飛來撞擊盒身即

被沾黏，所以效果會較佳。不過由於黏膠

式之黏性，可能會隨時間降低，並且隨誘

獲蟲數的飽和，所以每 7 ~ 14 日即需更新

黏膠板，至於乾式誘蟲器則至少可經 4 ~ 12

週後再作處理，相較於黏膠式誘蟲器，其

較不受限於環境因素影響，效果維持較久，

長期使用成本亦較低。

多層結構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一旦

小菜蛾進入會繼續往上層衝，層數愈多也

愈不易逃逸，誘捕效果愈好，不過寶特瓶

誘蟲器瓶身開口太大時容易再闖出。雖然

幾種多層結構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設計，

其短期誘捕效果不及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但為考量誘蟲器的便利性及長期有效性，

本研究以相較誘蟲效果較佳的 E-3 型 ( 雙

層、小入口、瓶身下層具通氣孔 ) 上衝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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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ME-3及 E-3型誘蟲器之瓶身通氣孔大小對小菜蛾誘捕效果之影響。

Fig. 8. Infl uence of wall ventilator size on the trapping effi  ciency of the ME-3 and E-3 traps.

圖七、 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之捕獲小菜蛾在瓶中的分布位置。B-1：瓶身無

孔型；B-2：瓶身上層通氣孔型；B-3：瓶身下層通氣孔型；E-1：小入口瓶身無孔型；

E-2：小入口瓶身上層通氣孔型；E-3：小入口瓶身下層通氣孔型。

Fig. 7. Distribution of trapped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in diff erent layers of 2-up 
PET traps with diff erent structures. B-1: 2-up-PET trap; B-2: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B-3: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E-1: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E-2: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E-3: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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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瓶誘蟲器，模型化製作塑膠射出原型雙

層上衝式 ME-3 誘蟲器，並瓶身下層加開通

氣孔，且直徑自 1.0 mm 擴大為 1.5 mm (2.25

倍面積 )，也證實獲得更好的小菜蛾誘捕效

果。推測瓶身開通氣孔，能使瓶內的鱗粉

溢散到瓶外，降低瓶內空氣濁度，而使小

菜蛾持續飛進誘蟲器中，且開口愈大效果

愈佳。

國外用於捕抓吉普賽蛾牛奶紙板費洛

蒙 黏 膠 式 誘 蟲 盒 (milk-carton pheromone 

trap)，內含性費洛蒙誘餌及二氯松 (dichlor-

vos) 的毒性膠帶，對吉普賽蛾有優異誘捕效

率，一誘蟲盒可容納約2,000隻的雄蛾蟲體。

誘蟲盒的體積、誘蟲數及雄蛾的新鮮度等，

會影響吉普賽蛾的誘捕效率，當誘蟲盒體

積不足，盒中被誘蟲數累積並蟲體腐爛時，

會使得牛奶紙板費洛蒙誘蟲盒的誘捕效率

降低 (9)。

分析小菜蛾族群密度與六種不同型式

雙層寶特瓶誘蟲器的誘捕率 ( 圖九、表三 )，

發現當翼型黏膠式誘蟲器誘蟲數低於 200 隻

／盒 (insects/trap) 時，以翼型黏膠式誘蟲器

對小菜蛾的誘捕效率 25.1%，顯著較不同型

式雙層寶特瓶誘蟲器為佳；在 227 ~ 481 隻

／盒時，以 E-3 型誘蟲器的誘捕率 18.1% 較

高，至於翼型黏膠式誘蟲器與其他雙層寶

特瓶誘蟲器之誘捕率，則無顯著性差異。

即當田間小菜蟲蛾密度高時，應更適合使

表三、 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於不同小菜蛾族群密度時之小菜蛾誘蟲百分率
Table 3. Percentages of diamondback moths (Plutella xylostella) caught by different types of 

trap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the field

Type of trap1) % of total insects caught2)

D1 D2

B-1 11.0 ± 9.9 c3) 11.6 ± 5.5 a3)

B-2 11.1 ± 9.4 c 14.0 ± 7.1 a
B-3 17.3 ± 10.4 b 12.3 ± 6.5 a
E-1 13.7 ± 8.5 bc 12.4 ± 6.0 a
E-2 11.8 ± 6.5 bc 16.7 ± 5.8 a
E-3   9.9 ± 7.4 c 18.1 ± 7.9 a
W 25.1 ± 19.2 a 14.9 ± 6.4 a

1) B-1: 2-up-PET trap; B-2: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B-3: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E-1: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E-2: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E-3: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W: 
wing sticky trap.

2) D1: 4 ~ 192 insects/trap, n = 22. D2: 227 ~ 481 insects/trap, n = 7.
3) Mean ± S.D. values were calculated from 22 and 7 replications, respectively. Data were transformed to arc sin x 

prior to analysis.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Fisher’s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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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研究的乾式誘蟲器，尤其風沙較多時。

結合先前試驗結果 (3)，每公頃花椰菜田

設置 120 ~ 200 個性費洛蒙翼型黏膠式誘蟲

器，可降低小菜蛾的族群密度與花椰菜的

為害率。建議田間使用時，可同時使用黏

膠式誘蟲器進行監測，再設置小入口雙層

上衝式乾式誘蟲器進行誘殺，以降低小菜

蛾族群密度減少危害。

謝辭

本研究承 101 農科 -6.3.2- 藥 -P1、102

圖九、 翼型黏膠式誘蟲器誘蟲數與不同型式雙層上衝式寶特瓶誘蟲器誘捕率之關係。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insects caught in the wing sticky trap with the % of 
total number of insect caught in diff erent types of traps. B-1: 2-up-PET trap; B-2: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B-3: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E-1: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E-2: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upper layer; E-3: small entrance 2-up-PET trap with ventilation 
holes in the lower layer; W: wing stick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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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Pheromone-Baited Dry Trap for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epidoptera: Plutellidae)

Chau-Chin Hung1*, Wen-Lung Wang1, Cho-Yi Wu1, Chih-Hung Chang1, Mu-Wei Chang1

Abstract

Hung, C. C., Wang, W. L., Wu, C. Y., Chang, C. H., and Chang, M. W. 2017. Sex 

pheromone-baited dry trap for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Lepidoptera: 

Plutellidae). Taiwan Pestic. Sci. 3: 49-63.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dry trap for diamondback moths (DBM) (Plutella 

xylostella) that is baited with sex pheromones. In developing this trap, w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trapping competenc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p-traps that featured different 

layers, diameters, and structures. We also evaluated the economic value, conveni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dry-traps. All evalu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cauliflower fields at 

Puyan, Changhua from 2005 to 2013. The structure of evaluated traps included 2-up traps 

with a diameter of 8.8 cm, an entrance diameter of 1.0 cm, and ventilators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ttle wall.

Key words: diamond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sex pheromones, dr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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