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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药效试验，研究了10%单嘧磺酯WP与2种对照药剂对麦田杂草的防除效果以及

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并评价了其安全性。 结果表明，于冬小麦分蘖末期施药，10%单嘧磺酯WP对小

麦田杂草播娘蒿和荠菜有较好的防除效果，且具有较好的增产效果。其防效优于对照药剂10%苯磺

隆WP，对小麦安全性高于对照药剂40%唑草酮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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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monosulfuron-ester on weeds in wheat field and its safety to wheat were studied by

field tri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nosulfuron-ester 10% WP could control Descurainia Sophia and Capsella bursa-

pastoris eff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ribenuron-methyl 10% WP, and the safety of

monosulfuron-ester 10% WP to whea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arfentrazone-ethyl 40%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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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Triticum aestivum L.）杂草作为麦田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与小麦争水、光、肥和生长空间等资

源，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1-4]。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

作物之一，2016年种植面积为2 418.7万hm2，占全国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21.4%[5]。河北省小麦种植面积

为231.4万hm2，其中麦田杂草发生面积为188.6万hm2，

需防面积为106.7万hm2，实防面积为12.2万hm2，实

防面积仅为需防面积的11.5%，防控形势异常严峻[6]。
小麦的稳产、丰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

意义，近年来麦田杂草种类增多，发生范围不断扩

大，为害有所加重，严重影响了小麦生产[7]。农民对

于麦田杂草的防除需求越来越高。
单嘧磺酯，化学名称为N-[2'-(4-甲基)-嘧啶基]-

2-甲氧羰基苯磺酰脲，是南开大学继单嘧磺隆之后

开发创制的另一个高效除草剂[7]。它通过抑制乙酰

乳酸合成酶（ALS），阻碍细胞分裂而达到除草目的。
其对人畜安全，是一种高效、广谱、低毒的高选择性

除草剂。本试验研究了单嘧磺酯对小麦田杂草的防

除效果以及对小麦的安全性。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田基本概况

试验田位于河北省赵县南柏舍村，土地平整，

肥力均匀，土壤类型为黏壤土，土壤pH值为5.3。前

茬作物为夏玉米，地块杂草发生密度较大，且分布

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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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药剂

供试药剂：10%单嘧磺酯可湿性粉剂，由河北兴

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对照药剂：10%苯磺隆可

湿性粉剂、40%唑草酮可湿性粉剂，山东光扬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试 验 共 设 7 个 处 理 ：10% 单 嘧 磺 酯 WP 150
g/hm2、225 g/hm2、300 g/hm2、450 g/hm2（制剂用量，下

同）；10%苯磺隆WP 150 g/hm2；40%唑草酮WP 75
g/hm2；清水空白对照。每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设

计，共计21个小区，小区面积42.35 m2。
试验于2018年3月22日，小麦返青后分蘖末期施

药，按设计剂量折算小区用药量，每667 m2用水30
kg，采用喷雾器均匀喷施。施药当天天气晴，温度

5～17℃，无风。施药后7 d无降雨，于3月30日灌溉。
1.4 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

施药前调查各处理的杂草发生基数，施药后20
d、40 d进行药效调查。每小区取3点，每点0.5 m2，调

查杂草发生种类、株数及杂草鲜重，对鲜重防效、株
防效采用软件SAS 9.0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防除效果/%= 空白对照区杂草株数（或鲜重）-处理区杂草株数（或鲜重）
对照区杂草株数（或鲜重）

×100

增产率/%= 处理区产量-空白对照区产量
空白对照区产量

×100

施药后观察小麦的生长情况，记载有无药害现

象发生。收获时每小区取3点，每点1 m2考种测产。并

考察试验各处理区后茬夏玉米的出苗及生长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药后20 d防效

单嘧磺酯对冬小麦田杂草的防除效果见表1。
由表1可知，药后20 d，单嘧磺酯对播娘蒿和荠菜的

防效随施药剂量的增加而增强。10%单嘧磺酯WP
300～450 g/hm2对播娘蒿、荠菜的防除效果均较好，

鲜重防效和株防效均高于80%。其中，10%单嘧磺酯

WP制剂用量达450 g/hm2时，其对总草的鲜重防效

达到96.22%，株防效为88.89%。40%唑草酮WP对播

娘蒿的鲜重防效、株防效极好，但对荠菜的株防效

相对较低。10%苯磺隆WP 150 g/hm2对总草的防效

与其他药剂的防效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处理/(g·hm-2)
鲜重防效/% 株防效/%

播娘蒿 荠菜 总草 播娘蒿 荠菜 总草

10%单嘧磺酯WP 150 65.33 cA 76.95 bcAB 69.99 bB 62.50 cA 79.17 abA 73.61 cAB
10%单嘧磺酯WP 225 68.02 bcA 79.72 bcAB 72.71 bAB 66.67 bcA 79.17 abA 75.00 bcAB
10%单嘧磺酯WP 300 85.62 abcA 80.92 abAB 83.74 abAB 87.50 abcA 83.33 aA 84.72 abA
10%单嘧磺酯WP 450 98.46 abA 92.86 aA 96.22 aA 91.67 abA 87.50 aA 88.89 aA
10%苯磺隆WP 150 75.15 abcA 68.35 cB 72.42 bAB 75.00 abcA 62.50 bA 66.67 cB
40%唑草酮WP 75 100.00 aA 88.22 abA 95.28 aA 100.00 aA 77.08 abA 84.72 abA

表 1 各处理药后 20 d 的防效

注：表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列数值在0.01、0.05水平的差异显著性，下表同。

2.2 药后40 d的防效

各处理对杂草药后40 d的防效见表2。由表2可

知，10%单嘧磺酯WP 450 g/hm2、40%唑草酮WP 75

g/hm2处理对播娘蒿的鲜重防效较好，与10%单嘧磺

酯WP 150～225 g/hm2、10%苯磺隆WP 150 g/hm2处

理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处理/(g·hm-2)
鲜重防效/% 株防效/%

播娘蒿 荠菜 总草 播娘蒿 荠菜 总草

10%单嘧磺酯WP 150 48.97 cC 73.86 cB 64.09 cB 58.33 bcAB 72.73 aA 68.89 cA
10%单嘧磺酯WP 225 58.33 cBC 78.20 bcAB 70.40 bcB 58.33 bcAB 75.76 aA 71.11 bcA
10%单嘧磺酯WP 300 72.76 bcABC 80.07 abcAB 77.10 bAB 66.67 bcAB 78.79 aA 75.56 abcA
10%单嘧磺酯WP 450 88.60 abAB 89.16 aA 88.94 aA 83.33 abAB 84.85 aA 84.44 abA
10%苯磺隆WP 150 61.96 cBC 76.33 cAB 70.69 bcB 50.00 cB 72.73 aA 66.67 cA
40%唑草酮WP 75 100.00 aA 86.69 abAB 91.92 aA 100.00 aA 81.82 aA 86.67 aA

表 2 各处理药后 40 d 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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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对荠菜的鲜重防效均在70%以上，10%
单 嘧 磺 酯WP 300～450 g/hm2、40%唑 草 酮WP 75
g/hm2防效依然高于80%，与10%单嘧磺酯WP 150
g/hm2、10%苯磺隆WP 150 g/hm2在0.05水平上差异

显著。施药后40 d，10%单嘧磺酯WP 450 g/hm2、10%
苯磺隆WP 150 g/hm2对总草的株防效均高于84%，

与10%单嘧磺酯WP 150 g/hm2、10%苯磺隆WP 150
g/hm2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综上所述，10%单嘧磺

酯WP 450 g/hm2对播娘蒿和荠菜防效均良好，鲜重

防效、株防效在83%以上；40%唑草酮WP 75 g/hm2对

播娘蒿防效较好，但对荠菜的防效相对较低。
2.3 供试药剂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由表3可知，各药剂处理小麦产量均高于空白

对照产量，且在0.01水平上存在极显著差异。40%唑

草酮WP 75 g/hm2处理产量最高，较空白对照增产

44.22%，但与10%单嘧磺酯WP 225～450 g/hm2处理

产量差异不显著。随着施药剂量的增加，10%单嘧磺

酯WP增产效果也不断提高，在制剂用量为450 g/hm2

时增产率达到39.06%。

综上所述，各药剂处理对小麦均有较好的增产

作用。但施药后，40%唑草酮WP 75g/hm2处理区小麦

出现叶尖大面积干黄等药害现象，对小麦安全性较

差。通过肥水管理，40 d后药害症状消失。其他处理

均未出现药害，对小麦安全。
2.4 对后茬作物玉米的安全性考察

各处理小区后茬作物玉米的出苗与生长情况

较空白对照区无差异，各药剂对后茬作物玉米安全。

3 结论与讨论

单嘧磺酯2000年在小麦上获得临时登记，用于

防除阔叶杂草[8]。研究表明，单嘧磺酯对小麦田一年

生阔叶杂草，如播娘蒿、荠菜、糖芥、蚤缀等具有较

好的防除效果[9-10]。本研究中，10%单嘧磺酯WP 300～

450 g/hm2和40%唑草酮WP 75 g/hm2对播娘蒿和荠

菜都有较好的防除效果，且持效期长。
资料显示，10%单嘧磺酯WP对小麦田后茬作物

玉米、谷子安全性好，对花生、大豆、棉花安全性较

差，对油菜等有药害[11-12]。本研究中，10%单嘧磺酯

WP各处理均对小麦安全，具有较高的增产效果，且

对后茬作物玉米安全。而40%唑草酮WP施药后，小

麦叶片出现干黄，且持续时间较久，对小麦安全性

较低，但其对杂草防除效果较好，并且对小麦也有

较好的增产作用。
在小麦生产中，根据田间杂草发生程度，10%单

嘧磺酯WP推荐制剂用量为300～450 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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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g·hm-2) 实际产量/g 折算产量/kg 增产率/%
10%单嘧磺酯WP 150 446.10 bA 297.54 29.25
10%单嘧磺酯WP 225 461.41 abA 307.76 33.78
10%单嘧磺酯WP 300 472.20 abA 314.96 36.91
10%单嘧磺酯WP 450 479.63 abA 319.91 39.06
10%苯磺隆WP 150 434.98 bA 290.13 26.12
40%唑草酮WP 75 497.40 aA 331.77 44.22
空白对照 348.27 cB 232.30

表 3 各处理小麦产量

注：实际产量统计1 m2小麦产量；根据实际产量折算667 m2小麦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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