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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助剂对异菌脲生物活性的影响，采用室内生物活性测定法研究了 6 种助剂对异菌脲

防治烟草灰霉病的增效作用及对药液物理性状的影响。 结果表明，供试的 6种助剂对异菌脲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效作用，有机硅助剂的增效作用大于植物油助剂 ，不同有机硅助剂的增效作用也存在
差异。 有机硅助剂显著降低了异菌脲药液的表面张力，增大了药液的扩展直径，增加了药液在烟草
叶面的持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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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m of Adjuvants on Iprodione in Controlling Botrytis cine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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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ear the effects of adjuvants on iprodione, the synergism of six adjuvants on iprodione in
controlling Botrytis cinerea and the change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lution were determined by means of bioassay in
laborat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sted six adjuvants all increased the control efficacies of iprodione on Botrytis
cinerea. The synergism effects of organosilicon adjuvants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plant oil adjuvant. And different
organosilicon adjuvants had different control efficacy. The organosilicon adjuvants reduced evidently surface tension of
iprodione, improved spreading diameter and increased the leaf re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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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灰霉病是由半知菌丝孢目真菌灰葡萄孢
菌（Botrytis cinerea）引起的病害，
烟株的整个生长发
育期均可发生，在我国黑龙江、陕西、福建、云南等
烟区普遍发生且较为频繁[1-3]。其病原菌主要侵染叶
片和茎部，造成烟叶组织坏死、腐烂，对烟叶产量和
品质造成一定影响[1,4]。
烟草灰霉病的防治以化学防治为主，目前市场
上常用的化学药剂有异菌脲、腐霉利、嘧霉胺、啶酰
菌胺、
吡唑醚菌酯＋代森联等。其中异菌脲是二甲酰
亚胺类高效广谱、触杀型杀菌剂，在福建烟区使用

较普遍。农药助剂的应用能降低农药使用量，减少
农药残留，
提高药剂的药效及耐雨水冲刷能力[5]。许
勇华等[5]研究表明，添加有机硅助剂的10%苯醚菌酯
悬浮剂对瓜类炭疽病的活性高于未添加有机硅助
剂的制剂，且添加不同有机硅助剂的制剂室内活性
有较大差异。刘鹏飞等[6]通过离体叶片法测定不同助
剂的增效作用，结果表明，有机硅助剂Silwet L77有
效降低植物蜡质表面药液张力，对啶菌 唑防治番
茄灰霉病的增效作用显著。任莉等[7]研究表明，
添加有
机硅助剂可有效防止喷水处理对咪鲜胺防效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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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烟草
烟草于2017年4月采自福建省三明市烟区。

提高咪鲜胺的耐水冲刷能力，
延长持效期。
作用，
目前有关异菌脲与助剂的协同增效研究鲜有

1.1.3

报道。本试验选用5种有机硅助剂和1种植物油助

1.2

剂，研究其对异菌脲防治烟草灰霉病的增效作用及
其增效机理，以期筛选出对异菌脲增效显著的助
剂，
用于生产实践。

1.2.1 助剂对异菌脲抑制烟草灰霉病菌的增效作用
参照农药室内生物测定试验准则（杀菌剂），采

1
1.1

试验方法

用平皿法[8]。
药剂处理：将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按使用要

材料与方法

求用无菌水稀释1 250倍，使药剂质量浓度为0.80

材料

1.1.1 供试药剂及助剂
供试药剂：50%异菌脲可湿性粉剂，江苏快达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硅助剂：杰效利、丝润，迈图高新材料（南
通）有限公司；久农丰，石家庄久农丰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要友，青岛海利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百士威
增效王，
山东百士威农药有限公司。
植物油助剂：松树油，福建省泉州德盛农药有
限公司。
1.1.2 供试菌株和培养基
烟草灰霉病菌由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原实验
室从福建省泰宁县烟区发病田中分离得到并保存。
培养基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PDA）培养基。

mg/L。按1%（质量分数）的用量将6种助剂分别添加
到上述异菌脲稀释液中，充分混匀，以不添加助剂
的同等质量浓度异菌脲药液为对照处理（CK1）。在
无菌操作条件下，将含有不同助剂的异菌脲药液分
别加入到PDA培养基中（两者质量比1∶9），充分摇
匀，然后等量倒入3个直径为9 cm的培养皿中，制成
一定浓度的含药和助剂的平板。以不含药剂的处理
作为空白对照（CK2），每处理3次重复。
接种：将培养好的病原菌，在无菌条件下用直
径5 mm的灭菌打孔器，自菌落边缘切取菌饼，将菌
饼接种于平板中央，菌丝面朝上，盖上皿盖，置于
28℃培养箱中黑暗培养5 d。
调查：
采用十字交叉法测量菌落直径，根据公式
（1）计算含助剂的药剂对病原菌的菌丝生长抑制率。

菌丝生长抑制率/%= 空白对照菌落增长直径－药剂处理菌落增长直径 ×100
空白对照菌落增长直径

（1）

1.2.2 助剂对异菌脲药液表面张力的影响

1.3

1.2.1中配制的含助剂药液作为待测液，采用表
面张力仪测定其表面张力，每处理重复3次，取其平
均值。
1.2.3 助剂对异菌脲药液扩展直径的影响
参照刘永强等[9]的方法。将1.2.1中配制的含助
剂药液作为待测液，用微量移液枪移取10 μL待测
液滴于培养皿底部中央，30 s后，用记号笔标注扩展
区域，测量液滴扩展的最大和最小直径，取其平均
值（即为药液扩展直径），
每处理重复3次。
1.2.4 助剂对异菌脲药液在烟草叶片上最大持留
量的影响
参考张忠亮等[10]的方法。剪取烟草叶片，
测量叶
片面积（S），用精密电子天平称量叶片质量（m0），然
后放入各处理药液中浸泡10 s取出，垂直悬置，待无
液滴下落时称其质量（m1）。根据公式（2）计算药液
最大持留量Rm。每处理重复5次，取平均值。

试验数据采用Excel和DPS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采用Duncan氏新复极差检验差异显著性。

Rm/(mg·cm－2)= m1－m0
2S

（2）

2

数据统计与分析

结果与分析

2.1 助 剂 对 异 菌 脲 抑 制 烟 草 灰 霉 病 菌 的 增
效作用
试验结果见图1。添加6种助剂的异菌脲药液对
烟草灰霉病菌的活性高于未添加助剂的药液，但不
同的助剂对异菌脲的增效作用不同。有机硅助剂杰
效利、丝润、久农丰、要友对异菌脲抑制病原菌菌丝
生长具有较明显的增效作用。异菌脲对灰霉病菌菌
丝生长抑制率为66.39%，添加有机硅助剂杰效利、
丝润、久农丰和要友后，药剂对菌丝的生长抑制率
分别为88.89%、87.78%、
86.94%和83.33%；有机硅助
剂百士威对异菌脲抑制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增效作
用较低，菌丝生长抑制率为76.67%。而植物油助剂
松树油对异菌脲抑制病原菌菌丝生长的增效作用
不明显，菌丝生长抑制率为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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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助剂对异菌脲抑制烟草灰霉病的增效作用

2.2 助剂对异菌脲药液表面张力、扩展直径
及持留量的影响
6种助剂对异菌脲药液表面张力、扩展直径及
在烟草叶片上最大持留量的影响见表1。
表1
处理

由表1可以看出，6种助剂均可以降低异菌脲药
液的表面张力。添加有机硅助剂药剂的表面张力小
于添加植物油助剂药剂的表面张力。不同有机硅助
剂对药液表面张力的降低也存在差异。其中，有机
硅助剂杰效利的作用最强，表面张力下降42.83%；
添加有机硅助剂要友、丝润、百士威、久农丰的异菌
脲药液表面张力分别下降38.37%、
32.81%、
27.72%
和25.73%。添加植物油助剂松树油后药液的表面张
力下降11.41%。
药液的扩展直径反映药液在作物叶片表面的
铺展能力。试验结果表明：供试的6种助剂均可增加
异菌脲药液的扩展直径。其中，添加有机硅助剂要
友和杰效利的异菌脲药液的扩展直径增幅较大，增
幅分别为310.00%和290.91%；有机硅助剂丝润、久
农丰、百士威效果居中；植物油助剂松树油效果较
差，增幅仅为16.36%。

助剂对药液表面张力 、
扩展直径及叶片最大持留量的影响
扩展直径

表面张力
平均值/(mN·m－1)

增幅/%

平均值/cm

最大持留量
增幅/%

平均值/(mg·cm－2)

增幅/%

异菌脲＋百士威

27.56±0.38 d

－27.72

1.93±0.59 c

75.75

5.10±2.20 b

4.08

异菌脲＋杰效利

21.80±0.45 e

－42.83

4.30±0.87 a

290.91

6.20±1.10 ab

26.53

异菌脲＋丝润

25.62±0.56 de

－32.81

2.38±0.40 bc

116.36

5.50±0.90 b

12.24

异菌脲＋要友

23.50±0.82 e

－38.37

4.51±0.72 a

310.00

5.50±0.90 b

12.24

异菌脲＋久农丰

28.32±0.79 d

－25.73

2.87±0.36 b

160.91

5.20±0.30 b

6.12

异菌脲＋松树油

33.78±0.59 c

－11.41

1.28±0.18 d

16.36

7.90±3.70 a

61.22

异菌脲（CK1）

38.13±0.76 b

1.10±0.32 d

4.90±0.50 b

清水对照（CK2）

71.50±0.24 a

0.85±0.14 d

4.20±0.60 b

供试6种助剂均能增加异菌脲药液在烟草叶片
上的持留量。其中，
植物油助剂松树油效果较好，最
大持留量增加61.22%；
5种有机硅助剂对药液持留
量的增幅较小，增幅依次为杰效利＞丝润、要友＞
久农丰＞百士威。

3

结论与讨论

助剂对异菌脲抑制烟草灰霉病菌菌丝生长具
有较明显的增效作用，不同助剂与异菌脲混配使用
效果有差异。供试6种助剂的增效作用依次为：杰效
利＞丝润＞久农丰＞要友＞百士威＞松树油。有机
硅助剂的增效作用大于植物油助剂。其增效机制可
能是有机硅助剂显著降低异菌脲药液的表面张力，
增大药液的扩展直径，促进药液在介质中的渗透，
充分发挥药效。助剂对药液物理性状的改变可能
与其增效作用有关[11]。
本试验中，添加有机硅助剂的异菌脲药液与添
加植物油助剂的药液相比，表面张力更低，扩展直

径更大，但药液持留量较低，这可能是因为药液添
加有机硅助剂后表面张力过低，使其在烟草叶片表
面形成一层极薄的“液膜”
，而导致药液流失 [11]。此
外，不同有机硅助剂的增效作用也存在差异，这可
能是由于不同有机硅助剂的结构及质量不同，对药
剂的分散作用也不同[10]。
介质不同，助剂对药剂的分散作用也不同。刘
鹏飞等 [6]采用菌丝生长速率法、菌丝干重法和离体
叶片法测定助剂对啶菌 唑的增效作用，结果显
示，3种测定方法筛选出的助剂种类也有差异。本试
验仅在室内条件下初步探讨助剂对异菌脲药液的
增效作用，此结果需进一步通过活体植株试验、田
间药效试验明确，并确定其安全有效的使用剂量。
参考文献
[1] 邓真, 顾钢, 张绍升. 福建省烟草灰霉病的发生与病原鉴定 [J]. 亚
热带农业研究, 2012, 8 (3): 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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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常，出水水质达到设计要求，并通过当地环保
局验收。运行监测结果见表3，
废水处理系统各单元
处理效果见表4。
表3
项目

系统整体运行检测效果

COD/(mg·L－1) 色度（倍数） 悬浮物/(mg·L－1)

pH值

进水

8 200～10 500

227～235

367～425

8.3～9.5

出水

356～411

52～61

67～88

6.3～6.5

≤500

≤80

≤400

6～9

排放标准

表4
处理单元

废水处理系统各单元处理效果
COD

药品用量均较少。根据现行物价，PAM消耗量大约
为0.2 kg/d，价格为 30 元 /kg；硫 酸 亚 铁 消 耗 量 为 1
kg/d，价格为4元/kg；双氧水消耗量大约为5 kg/d，价
格为3 000元/吨（液态）；氢氧化钙消耗量大概为2
kg/d，价格为200元/吨；硫酸消耗量大概为0.05 kg/d，
价格为4 000元/吨（液态）。废水处理系统药剂估计
费用为1.28元/吨。废水总计处理费用为：电费＋人
工费＋药剂费=1.83＋0＋1.28=3.11元/吨（不含折
旧、
大修费用）。

5

pH值

17

结论

质量浓度/(mg·L－1) 去除率/% 处理前 处理后

采用混凝沉淀、复合微电解、多级Fenton氧化处

原水

10 100

调节池

9 520

5.7

9.0

3.0

混凝沉淀池

7 310

23.2

3.0

3.0

复合微电解塔

6 080

16.8

3.0

3.0

多级Fenton反应器

1 116

81.6

3.0

3.0

化学调节池

508

54.5

3.0

6～7

活性炭滤池

365

28.1

6～7

6～7

9.0

理苯磺隆生产废水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排放水达
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三级标
准。该处理工艺可行，可为苯磺隆生产废水快速处
理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4

废水处理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农 业 农 村 部 农 药 检 定 所 . 农 药 登 记 数 据

该苯磺隆生产企业废水处理系统总占地面积
2
217.9 m（包括绿化和道路
），
其中废水处理占地152.8
2
m 。工程总投资280万元，废水处理系统进/出水量为
20 m3/d。
统计废水处理系统运行成本。1）电费。废水处
理系统总设计功率为14.4 kW，常用运行功率为8.7
kW。1 kW/h电能按0.60元计，
废水处理流量为2吨/h，
则废水处理电费为8.7×0.7×0.60/2=1.83元/吨。其
中，0.7为常用设备的运行效率。2）人工费。废水处理
站可实现自动运行，无需专人管理，只配置场内环
保管理人员1人兼职负责维护。因此，
人工费可忽略
不计。3）药剂费。该废水处理工艺需用硫酸亚铁、絮
凝剂PAM、双氧水、氢氧化钙和硫酸等药剂，但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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