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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氰烯菌酯 SC 防治小麦赤霉病田间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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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麦赤霉病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223900）

为探究氰烯菌酯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和安

全性，进一步筛选适合江苏省小麦赤霉病防控的高效药剂，进行了田间药效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25%氰烯菌酯SC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良好，病指防效在 76% 以上，优于对照药剂 70% 甲基硫菌
灵WP、80%多菌灵 WP的病指防效，且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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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是小麦生产上的主要病害之一，受
天气和病源等影响，小麦赤霉病在江苏省泗洪县普
遍发生，严重威胁小麦的产量和品质[1]。近年来，由
于小麦生产中常年使用多菌灵，小麦赤霉病菌已对
其产生明显的抗性。氰烯菌酯为高效、
低毒、
低残留
杀菌剂，对小麦赤霉病、水稻恶苗病等防治效果良
好[2-3]。为明确25%氰烯菌酯SC对小麦赤霉病的田间
防治效果，2016年在江苏省泗洪县开展田间试验。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江苏省泗洪县五里江农场，试验地
前茬为水稻，土壤类型为水稻土，土壤肥力中等，有
机质质量分数为1.3%，
pH值为6.8。试验地降水集
中，雨热同期，年均气温14.6℃，年均降水量893.9
mm，
年均日照2 326.7 h，无霜期213 d。
2015年11月20日播种，小麦品种为淮麦35，采
用机械播种，播种量为525 kg/hm2。试验前施用45%
复合肥600 kg/hm2、
中后期未追肥。
尿素450 kg/hm2，

1.2

供试药剂
25%氰烯菌酯SC，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

公司；80%多菌灵WP、70%甲基硫菌灵WP，山东华

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5个处理：25%氰烯菌酯SC 3 000、1 500
2
下同）；70%甲基硫菌灵WP 1 500
g/hm（制剂用量，
2
g/hm ；80%多菌灵WP 1 500 g/hm2；清水对照。每处
理3次重复，每小区面积为50 m2。

1.4

施药时间和方法

试验于2016年4月30日（小麦扬花初期）第1次
施药，2016年5月6日（小麦扬花末期）第2次施药。2
次施药均采用双泵型电动喷雾器对小麦穗部进行
喷雾。

1.5

调查方法

施药后小麦赤霉病病情稳定时进行调查。每小
区随机选3点，每点调查200穗小麦，统计病穗率、病
情指数和防治效果。小麦收获时测产，并采用
SPSS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赤霉病严重度分级标准：
0级，不发病；
1级，病穗
占全穗的1/4以下；3级，病穗占全穗的1/4～1/2；5级，
病穗占全穗的1/2～3/4；7级，病穗占全穗的3/4以上。
病穗率/%= 发病穗数 ×100
调查总穗数
病情指数= ∑（各级病穗数×相对级数）×100
调查总穗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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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100
对照区病情指数

2.1

灵WP处理的小麦产量和80%多菌灵WP处理的小麦

3

安全性分析
施药后20 d内各药剂处理区小麦长势与清水对

照区小麦长势一致，小麦未出现明显的药害现象。

2.2

同剂量处理间小麦产量差异不显著。70%甲基硫菌
产量差异不显著。

结果与分析

2

5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25%氰烯菌酯SC 1 500～3 000

g/hm2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较好，在2次用药情

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及测产结果

况下，其病指防效为76.99%～78.13%。其防效显著

25%氰烯菌酯SC等药剂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

高于80%多菌灵WP 1 500 g/hm2和70%甲基硫菌灵

效果见表1。由表1可知：
25%氰烯菌酯SC 3 000 g/hm2

WP 1 500 g/hm2处理的防效。

和1 500 g/hm2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较好，病指

25%氰烯菌酯SC不同剂量处理的小麦产量均

防效分别为78.13%和76.99%，
2个处理间差异不显

高于2个对照药剂处理的小麦产量，并且达到了极

著；
70%甲基硫 菌灵WP 1 500 g/hm 和80%多 菌 灵

显著差异。

2

WP 1 500 g/hm 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病指防效分别
2

药后调查结果显示，25%氰烯菌酯SC的2个剂

为66.74%和63.68%，2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25%氰

量处理区未出现任何药害症状，对小麦生长安全。

烯菌酯SC处理的防治效果优于70%甲基硫菌灵WP

但是由于泗洪县稻茬麦田的白粉病发生相对较重，

和80%多菌灵WP处理的防治效果，
且差异极显著。

氰烯菌酯对白粉病的兼治效果较差，加之小麦抽穗

表1

不同药剂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及测产结果

处理/(g·hm-2）

后雨水偏多，白粉病重发，对小麦的品质和产量造
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建议生产上采用氰烯菌酯与

病穗
率/%

病情
指数

病指
防效/%

产量/
(kg·hm-2)

戊唑醇等药剂配合使用，在有效防治赤霉病的同时
兼治白粉病，确保小麦高产优质。

25%氰烯菌酯SC 3 000

14.33

8.74

78.13 aA

6 534.9 aA

25%氰烯菌酯SC 1 500

16.83

9.22

76.99 aA

6 499.5 aA

70%甲基硫菌灵WP 1 500

25.17

13.31

66.74 bB

6 347.1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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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菌灵WP 1 500

25.17

14.5

63.68 bB

6 332.7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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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7

40.02

6 296.1 bB

注：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值；同列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1%、5%水平下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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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小麦产量，且差异极显著。25%氰烯菌酯SC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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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治疗作用。20%嘧肽·吗啉胍悬浮剂的防治效果
以1 000、
1 500倍液处理为好。

3

结论

20%嘧肽·吗啉胍悬浮剂对番茄病毒病的防治
效果良好，防效为66.58%～84.42%，显著优于对照
药剂20%吗胍·乙酸铜可湿性粉剂。20%嘧肽·吗啉
胍悬浮剂对已发生的病毒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施
药后发病植株逐渐恢复正常。20%嘧肽·吗啉胍悬浮
剂适宜施药浓度为1 000～1 50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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