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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杀菌剂对食用玫瑰白粉病的药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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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筛选防治玫瑰白粉病的有效药剂，2017 年开展大田防治试验。

结果表明，10% 苯醚菌酯

SC 66.67 mg/L和250 g/L嘧菌酯SC 166.67 mg/L处理对玫瑰白粉病防治效果良好， 且具有显著增产
效果。 药后14 d ，两者防效分别为 94.56%、92.12%，产量分别为 2 256 kg/hm2、2 243 kg/hm2，增产率分
别为 172.79%、171.22%。 苯醚菌酯是防治食用玫瑰白粉病的有效药剂， 其宜在白粉病发生初期施
用，7 d 后再喷施 1次。 为延缓抗性发生，苯醚菌酯可与嘧菌酯、己唑醇、腈菌唑等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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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fficacy of Five Fungicides in Rosa rugosa Against Sphaerotheca pannsa (Wallr.) Lev
Luo Ze-li, Tian Hua-song, Yan Kai*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Liupanshui 553004, 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effective fungicides for controlling Sphaerotheca pannsa (Wallr.) Lev, field trial was
carried out in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J0712 10% SC 66.67 mg/L and azoxystrobin 250 g/L SC 166.67 mg/L could
control Sphaerotheca pannsa (Wallr.) Lev effectively, with the control effects of 94.56% and 92.12% on the 14th day
after spraying, and the productions of 2 256 kg/hm2 and 2 243 kg/hm2, the increase rates of 172.79% and 172.12%. ZJ0712
was an effective fungicide against Sphaerotheca pannsa (Wallr.) Lev. And it could properly alternate with azoxystrobin,
hexaconazole and myclobuta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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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玫瑰（Rosa rugosa）为蔷薇科蔷薇属落叶

叶柄及嫩梢染病后，向反面弯曲，节间缩短，枝条变

直立灌木，原产于中国。近年来食用玫瑰产业发展

细，被害部位略膨大。染病后花蕾出现畸形，不能开

迅速，玫瑰花需求量不断加大，其发展前景广阔，经

花或开花不正常。受害严重时叶片由边缘向内变褐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明显 。近年来，贵州各地食用

色，逐渐脱落，嫩梢枯萎，甚至造成植株死亡。白粉

玫瑰种植较多。由玫瑰白粉菌［Sphaerotheca pannsa
（Wallr.）Lev］引起的白粉病危害普遍且严重，病情

病严重影响玫瑰花的产量和品质，对食用玫瑰产业

发展迅速，严重影响玫瑰植株的光合作用，从而影

白粉病生产上常用的化学防治药剂主要有多菌灵、

响玫瑰的生长发育

百菌清和甲基硫菌灵等，但效果都不理想[4]。花农盲

[1]

[2-3]

。玫瑰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打击农户种花的积极性。玫瑰

叶柄、花蕾及嫩梢等部位，
其中幼叶最易发病。染病

目防治，滥施农药，影响玫瑰品质的同时危及生态

后，
叶片皱缩、
反卷、
变厚，
有时呈紫红色。叶片受害

环境和人类健康。为解决生产中的这一实际问题，

部位初期边缘不明显，出现褪绿黄斑，后产生白色

有效控制白粉病发生和发展速度，2017年5月进行
田间药效试验以筛选防治玫瑰白粉病的有效药剂。

粉斑，
由点连成片逐渐扩大形成一层灰白色粉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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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食用玫瑰白粉病的大田防控提供有效参
考指导。

1
1.1

材料与方法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贵州省盘州市食用玫瑰种植基地，
土壤肥力中等。玫瑰品种为墨红玫瑰，2016年该基
地玫瑰有白粉病发生，
且未使用杀菌剂防治。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6个处理：
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
250 g/L嘧菌酯SC 166.67 mg/L、
25%己唑醇SC 83.33
mg/L、
25%腈菌唑EC 125 mg/L、
15%三唑酮EC 150
mg/L、清水对照。选取田间白粉病处于发病初期的
食用玫瑰地块，每处理小区面积100 m2，随机区组排
列，
每处理3次重复[4-5]。

1.4

施药及调查

采用工农－16型手动喷雾器于2017年5月8日进
行第1次施药，间隔7 d第2次施药，共施药2次。对叶
片正反面均匀喷雾施药，以叶片不滴水为宜。施药
后24 h内未降雨，试验期间无特殊恶劣天气，田间常
规化管理。第1次施药前调查病情指数并记录，喷药
后7 d、
14 d分别调查各处理区发病情况。采用5点取
样法，每小区选取5株玫瑰植株，调查病叶数，计算
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玫瑰白粉病分级标准参考文
献[3-4]方法。
病情指数= ∑（病级数×该级病叶数）×100
总调查叶片数×最高级数
防治效果/%= 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 ×100
对照病情指数

2
2.1

mg/L处理的防治效果相当，药后14 d防效约为92%；
15%三唑酮EC 150 mg/L处理防效略低，但仍达到
90.65%。结果表明，所选5种试验药剂对食用玫瑰白
粉病菌都有较好的杀灭作用。

试验药剂

10%苯醚菌酯SC，
浙江禾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250 g/L嘧菌酯SC，英国先正达有限公司生产；25%
己唑醇SC，江苏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生产；25%
腈菌唑EC，南京博士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15%三
唑酮EC，
四川国光农化有限公司。

结果与分析
药剂对食用玫瑰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从表1可见，随着处理天数的增加，各药剂处理
防治效果明显增强，增幅均大于15%。药后14 d，各
处理防效都在90%以上。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处理的防治效果最好，其药后7 d、14 d的防治
效果分别为79.70%、
94.56%。250 g/L嘧菌酯SC 166.7
mg/L、
25%己唑醇SC 83.33 mg/L、
25%腈菌唑EC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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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杀菌剂对食用玫瑰白粉病的田间防治效果

处理/(mg·L－1)

药后 14 d

药后 7 d
病指

防效/%

病指

防效/%

10%苯醚菌酯SC 66.67

1.61

79.70 a

0.85

94.56 a

250 g/L嘧菌酯SC 166.67

1.65

79.19 ab

1.23

92.12 b

25%己唑醇SC 83.33

1.68

78.81 b

1.21

92.25 b

25%腈菌唑EC 125.00

1.72

78.31 b

1.24

92.06 b

15%三唑酮EC 150.00

1.86

76.54 c

1.46

90.65 c

清水对照

7.93

15.62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下
表同。

2.2

药剂对食用玫瑰产量的影响

由表2可知，不同药剂处理对食用玫瑰均有一
定的增产作用。10%苯醚菌酯SC 66.67 mg/L和250 g/L
嘧菌酯SC 166.67 mg/L处理对食用玫瑰的增产作用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两者增产率分别为172.79%和
171.22%。25%己唑醇SC 83.33 mg/L和25%腈菌唑
EC 125 mg/L处理也能显著增加食用玫瑰产量，增产
率分别为149.70%和140.39%。15%三唑酮EC 150
mg/L处理食用玫瑰的产量显著低于其他药剂处理，
仅为1 023 kg/hm2。清水对照处理的食用玫瑰产量显
著低于药剂处理的玫瑰产量，
其产量仅为827 kg/hm2。
表2

不同杀菌剂对食用玫瑰产量的影响

处理/(mg·L－1)

产量/(kg·hm－2)

增产率/%

10%苯醚菌酯SC 66.67

2 256 a

172.79 a

250 g/L嘧菌酯SC 166.67

2 243 a

171.22 a

25%己唑醇SC 83.33

2 065 b

149.70 b

25%腈菌唑EC 125.00

1 988 c

140.39 b

15%三唑酮EC 150.00

1 023 d

23.7 c

清水对照

3

827 e

讨论与结论

5种药剂对玫瑰白粉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及
增产效果。其中，10%苯醚菌酯SC和250 g/L嘧菌酯
SC处理的增产作用显著高于其他药剂处理，10%苯
醚菌酯SC的防治效果高于其他药剂。250 g/L嘧菌酯
SC、25%己唑醇SC、25%腈菌唑EC和15%三唑酮EC
对玫瑰白粉病的防治效果均高于90%，但各处理玫
瑰产量存在差异。15%三唑酮EC处理的玫瑰产量显
著低于其他药剂处理的产量，这可能与药剂的性质
（下转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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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后20 d调查结果显示：各药剂处理秧苗生

2.4

安全性调查结果

长指标好于空白对照秧苗素质指标。62.5 g/L精甲·

不定期目测结果显示：秧苗期，各药剂处理小

咯菌腈FS、24%氟唑菌苯胺FS、
25%氰烯菌酯SC＋

区水稻秧苗未出现叶片发黄等药害症状，亦未出现

0.136%赤·吲乙·芸苔WP处理移栽后与移栽前趋势

出苗迟缓现象；大田期亦无药害现象发生。

一致，表现出较好的生长促进作用，白根数、分蘖数
较多，地上和地下部分鲜重增加显著，
茎基较宽。

2.3

各药剂处理对水稻恶苗病的防效
移栽前1 d，各药剂对水稻恶苗病的防效见表3。

3

小结与讨论
24%氟唑菌苯胺FS浸种
采用25%氰烯菌酯SC、

或拌种，对水稻恶苗病有较好的防控作用。浸种时，

试验结果表明：氰烯菌酯对水稻恶苗病有很好的防

25%氰烯菌酯SC中加入0.136%赤·吲乙·芸苔WP可

控 效 果 ，25% 氰 烯 菌 酯 SC、
25% 氰 烯 菌 酯 SC ＋

以起到一定的壮苗效果。

0.136%赤·吲乙·芸苔WP处理对恶苗病的防治效果

各药剂处理区的秧苗素质指标均好于空白对

达100%，显著优于其他各药剂处理。24%氟唑菌苯

照区对应指标，药剂拌种或浸种对秧苗无不良影响。

胺FS防效在90%以上；62.5 g/L精甲·咯菌腈FS、12%

62.5 g/L精甲·咯菌腈FS、24%氟唑菌苯胺FS、
25%氰

甲·嘧·甲霜灵FS防效稍差，
分别为72.14%、80.24%。

烯菌酯SC＋0.136%赤·吲乙·芸苔WP处理的秧苗素

表3

各药剂对恶苗病的防效比较

处理

病株数/株

防效/%

①

3.33

80.24 cBC

②

4.67

72.14 cC

③

1.33

91.90 bAB

④

0

100.00 aA

⑤

0

100.00 aA

空白对照

16.67

注：病株数统计3个秧盘病株平均值。不同小、大写字母分别表
示0.05、0.01水平下差异显著。

质指标数据明显好于对照区，这3种药剂或药剂组
合有壮苗作用，可提高秧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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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病症，经常错过防治关键时期，从而降低了药剂

有关。调查发现，苯醚菌酯和嘧菌酯处理的玫瑰植

的防治效果，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建议玫瑰生产中

株长势最好，三唑酮处理的玫瑰植株长势较弱，叶

宜采用“预防为主、防治为辅”的植保方针，每年4月

片较小，新发枝条较短，花蕾少且小，表现出玫瑰植

初在发病区域用药预防 [5]；当邻近区域出现发病中

株生长被抑制的现象。

心时，对该种植区域未发病玫瑰进行大规模防控。

未采取防治措施的清水对照处理的玫瑰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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