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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唑醇等 5 种杀菌剂对小麦白粉病的田间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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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防治小麦白粉病的高效杀菌剂，研究了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25%丙环唑乳油、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430 g/L戊唑醇悬浮剂、5%己唑醇乳油高、中、低3种剂量处理对小麦白

粉病的田间防效。 结果表明，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最好，且增产效果

显著。 其他4种三唑类杀菌剂对小麦白粉病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能够有效提高小麦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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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白粉病是麦类重要病害之一，在世界各主

要麦区均有发生，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麦区等都

有发生，且发病日趋严重。其主要由布氏白粉菌小麦

专化型（Blumeria graminis）引起，在整个生育时期均

可能发生[1]。白粉病病菌主要危害小麦植株地上部，

以叶片和叶鞘为主。严重发病时小麦叶片变黄枯死，

植株矮小，不能正常抽穗，严重影响小麦产量 [2-3]。
目前，小麦白粉病主要防治手段仍为化学防治 [4]。
为明确几种三唑类杀菌剂在不同施用剂量下对小

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进行了田间试验，以期为新

药剂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试验地概况
供试药剂：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江苏省农

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25%丙环唑乳油（山东济

宁永丰杀虫技术开发有限公司）、10%苯醚甲环唑水

分散粒剂（山东曹达化工有限公司）、430 g/L戊唑醇

悬浮剂（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5%己唑醇

乳油（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金诺种业有限公

司制种田进行。小麦品种为济麦22。麦田土壤为黄

褐土，呈中性。
1.2 试验方法

按照供试药剂农业部登记使用剂量，设高、中、
低3个不同施药剂量。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960,
750, 480 g/hm2（制剂用量，下同）；25%丙环唑乳油

600, 450, 300 mL/hm2；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 125, 750, 450 g/hm2；430 g/L戊 唑 醇 悬 浮 剂 450,
375, 300 mL/hm2；5%己唑醇乳油1 500, 1 350, 1 200
mL/hm2。除药剂处理外，另设清水空白对照。各处理

均设3次重复，共48个小区，每小区面积36 m2（6 m×
6 m）。靠近畦埂和地边的小区留5 m以上保护区，小

区随机排列。每种药剂使用1个喷雾器，按药剂用量

由低到高顺序在相应小区内喷施。施药时间为2016
年5月6日（小麦灌浆期），施药当天气温26.2℃，天气

晴朗、无风。每个小区喷施药液时用塑料布围挡，以

防雾滴飘移。喷施药液量450 kg/hm2。
1.3 调查方法

分别于施药前1 d和药后10 d调査白粉病发病

情况。各小区采用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20株小麦，

插地牌、系绳做标记。结合空白对照区与药剂处理

区的病指基数与药后病指，计算各处理的防效。小

麦白粉病病情分级标准：0级，无病；1级，病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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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整片叶面积5%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

6%～25%；5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26%～50%；

7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51%～75%；9级，病斑

面积占整片叶面积76%以上。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病级值）
调查总叶数×9 ×100

防治效果/%=（1- 对照区药前病指×处理区药后病指
对照区药后病指×处理区药前病指

）×100

小麦收获时采用“一米双行”法测产。每小区沿

对角线取长1 m，双行3个点的小麦进行收割、脱粒

并测产，折算出1 hm2的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麦安全性

试验期间定期观察药剂处理区与空白对照区

的小麦生长状况。各药剂处理对小麦穗部生长均无

不良影响。
2.2 防治效果

供试5种杀菌剂对小麦白粉病均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防效在57.92%～78.17%之间（见表1）。同种药

剂不同剂量处理间存在一定的防效差异。12.5%烯

唑醇可湿性粉剂中、高剂量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其

它4种药剂的高剂量处理与中、低剂量处理间药效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750,
960 g/hm2、25%丙环唑乳油600 mL/hm2、10%苯醚甲

环唑水分散粒剂1 125 g/hm2、430 g/L戊唑醇悬浮剂

450 mL/hm2、5%己唑醇乳油1 500 mL/hm2处理对小

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均大于70%，对控制小麦白粉

病的病情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其它使用剂量处理对

小麦白粉病的防效均未及65%，在白粉病发生后使

用防治效果较差。

药 剂 剂量/[(mL,g)·hm-2] 药前病指 药后病指 防效/% 产量/kg 增产率/%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480 0.68 13.82 60.53 b 7 342.5 ab 11.58

750 0.60 8.95 74.27 a 8 193.0 a 24.50

960 0.58 6.52 78.17 a 8 365.5 a 27.13

25%丙环唑乳油

300 0.66 12.62 62.87 b 7 302.0 b 10.96

450 0.56 10.16 64.77 b 7 714.5 a 17.23

600 0.57 7.70 73.77 a 8 121.0 a 23.41

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450 0.54 11.72 57.92 b 7 447.5 ab 13.18

750 0.55 10.20 63.88 ab 7 630.5 a 15.96

1 125 0.68 10.10 71.10 a 8 035.5 a 22.11

430 g/L戊唑醇悬浮剂

300 0.56 11.30 60.67 b 7 023.0 b 6.72

375 0.55 10.70 62.25 b 7 188.0 ab 9.23

450 0.58 7.69 74.25 a 7 750.5 a 17.78

5%己唑醇乳油

1 200 0.56 11.27 60.92 b 7 218.0 ab 9.69

1 350 0.58 11.12 62.77 b 7 390.5 a 12.31

1 500 0.55 8.12 71.33 a 7 702.5 a 17.05

空白对照 0.67 34.50 6 580.5 c

表 1 各处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及应用效益

2.3 对产量的影响

各药剂处理与空白对照相比，小麦产量均有一

定的提高。其中，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960 g/hm2

处理产量最高，达到8 365.5 kg/hm2。其750 g/hm2处

理产量次之，达8 193.0 kg/hm2。25%丙环唑乳油600
mL/hm2处理的产量为8 121.0 kg/hm2，次于12.5%烯

唑醇可湿性粉剂中、高剂量处理。平均各药剂高、
中、低3种剂量处理的产量，综合考量杀菌剂品种对

小麦产量提高的影响。产量由大到小影响次序为烯

唑醇＞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戊唑醇＞己唑醇。在

上述试验剂量下，施药剂量越大，小麦产量越高。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所用5种三唑类杀菌剂对小麦白粉病均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并能促进小麦增产。其中，烯唑醇

在试验条件下对小麦白粉病防治效果最好，且增产

率最高。戊唑醇、丙环唑对小麦白粉病也具有较好

的防效。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对小麦的增产表现较

好。由试验结果看出，药剂防效越好，其处理的产量

也越高，防效和产量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施药剂

量与防效、产量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随着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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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生产成本亦会提高，且会给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压力。因此，在使用上述药剂防治白粉病时，应抓

住防治适期。在发病初期使用，可适当降低杀菌剂用

量，保证较理想的产出与投入比，降低对环境的压力。
供试5种药剂均为三唑类杀菌剂。该类杀菌剂

对子囊菌亚门、担子菌亚门和半知菌亚门的病原菌

均有活性，其影响麦角甾醇生物合成，使菌体细胞膜

功能受到破坏，抑制菌丝生长，孢子形成。三唑类杀

菌剂除具有杀菌活性外，许多品种还具有植物生长

调节作用，可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5]。该类杀菌剂作

用位点单一，长期大量使用会使病原菌产生一定的

抗药性。为了延缓抗性发展，应采用三唑类杀菌剂

品种与其他作用机理的杀菌剂轮换使用，也可采用

其与其他品种的复配制剂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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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蚜虫是世界性的重要害虫，其种类多，分布广，

寄主作物多，危害大。蚜虫吸取植物汁液，引起叶片皱

缩、卷曲，影响作物生长。此外，其在迁飞寻找寄主植

物时要反复转移尝食，因此会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

造成更大的危害。蚜虫繁殖能力强，常危害苹果、
梨、桃、李、杏等果树，棉花、茶树、蔬菜、药材等经济

作物以及粮食作物。其发生量大，防治难度较大。
吡虫啉为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作

用，且具有良好的根部内吸活性。害虫接触药剂后，

中枢神经正常传导受阻，使其麻痹死亡。吡蚜酮作

用机理独特，对多种作物上的刺吸式口器害虫表现

出优异的防效。施药后蚜虫几乎立即产生口针阻塞

效应，停止取食，并最终饥饿致死，且这种过程不可

逆转[4]。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

吡虫啉的速效性略优于昆虫摄食阻滞剂吡蚜酮，但

2种药剂对3种蚜虫均表现出很好的防治效果，且持

效期在14 d以上。鉴于蚜虫繁殖速度快、抗药性强的

特点，在实际生产中，当蚜虫发生达到防治指标时

即刻用药，视蚜虫发生情况进行2次防治，以确保防

治效果。同时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种类和剂型的

杀虫剂，以延缓蚜虫抗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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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药剂对桃瘤蚜田间试验结果

药剂处理/(mg·L-1) 药前基数/头
药后 1 d 药后 3 d 药后 7 d 药后 14 d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减退率/% 防效/%
10%吡虫啉 WP 50 532.00 98.12 98.24 a 99.00 99.31 a 99.25 99.43 a 99.56 99.61 a
50%吡蚜酮 WG 50 593.00 46.63 45.55 b 98.03 98.07 a 98.31 98.29 a 95.67 95.5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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