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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湿式超微粉碎法制备以大豆油为介质的 ２４％ 烟嘧·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ＯＤ），在

常温、热贮条件下测定其黏度、悬浮率、粒径、Ｚｅｔａ 电势、乳化分散性能，对配方中的分散剂、乳化剂
进行筛选。结果表明，筛选所得乳化剂（Ａ－１０５∶Ｓ－８０＝７∶３）添加量为 １８％，分散剂 ＳＤ－２０８添加量为

２．０％时，所制备ＯＤ的各项指标达最优。 选择合适的乳化剂、分散剂等助剂可有效提高ＯＤ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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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是一种或几种原药在油类溶剂中将其有效
成分均匀分散于非水介质中，通过表面活性剂和黏
度调节剂形成高度分散且稳定的悬浮液体制剂 ［１］。
因其可能含有被溶解的其他有效成分，所以使用前
需用水稀释 ［２－３］。由于其分散性好，药效能被发挥充
分，性能趋于稳定，黏着性良好，在靶标物增效中作
用显著，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农药新剂型，成为当下
制剂的研究热门［４］。使用油类作为分散介质，可降低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显著提高有效成分的内吸性与
渗透性，进而明显改善药效，为此得到迅速发展 ［５］。
因农药制剂在使用技术与施用方式上的创新，ＯＤ将
会发展得更为迅猛［６］。
烟嘧磺隆为磺酰脲类除草剂，具有内吸传导

性，在植物的叶、茎及根部迅速吸收并传导；莠去津
为三嗪类除草剂，它的特点是以根吸收为主，易产
生抗药性，常与其他除草剂复配使用［７］。本实验以大
豆油为分散介质筛选乳化剂及分散剂，制备２４％烟
嘧·莠去津ＯＤ，该制剂对玉米田中禾本科杂草、莎
草科杂草及阔叶型杂草药效显著，且用药量少、成
本低，对人、牲畜安全。因两者作用机理不同，还能
延缓其抗药性产生，为其复配药剂的合理使用提供
科学依据。

１
１．１

实验部分
试剂与仪器
莠去津原药（９７％）、烟嘧磺隆原药（９５％），浙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技型农重点攻关项目（沪农科创字（２０１８）第 ３－３ 号）
作者简介：董秀莲（１９９３—），
女，山东省聊城市人，硕士，主要从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研究。Ｅ－ｍａｉｌ：
９８７９７０７１２＠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任天瑞（１９６４—），
男，山西省平遥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分子助剂与农药剂型研究。Ｅ－ｍａｉｌ：
ｔｒｒｅｎ＠ｓｈｎｕ．ｅｄｕ．ｃ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豆油，上海嘉里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有机膨润土，浙江安吉天龙有机膨润
土有限公司；分散剂ＳＤ－２０６、ＳＤ－２０８（含量≥９５％），
上海是大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乳化剂Ｓ－８０、
Ｔ－８５，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ＬＡＥ－９、Ａ－１０５，江苏省海
安石油化工厂；ＡＥＯ－２０，南通希旺化工有限公司；
农乳６００＃，国药集团；
２４％烟嘧·莠去津（市售）；氧化
锆珠（含量≥９５％），浙江湖州双林恒星抛光器材厂。
ＦＡ２００４电子天平，上海良平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ＭＣＲｌ０２智能流变 仪，奥地利Ａｎｔｏｎ Ｐａａｒ公 司；
Ｚｅｔａｓｉｚｅｒ Ｎａｎｏ ＺＳ，英国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ＥＹＥ－
ＬＡＳＢ－１０００恒温水浴槽，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社；
ＵＰＲ－ＩＩ型台上式超纯水机，成都优普水处理工程有
限公司；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姚氏仪器设备厂；自
制立式圆底砂磨机、
ＪＬ－１１５６型激光粒度分布测试
仪，成都精新分体测试设备有限公司；２５０ ｍＬ具塞
量筒，上海禾气玻璃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工艺流程及操作步骤
制备２４％烟嘧·莠 去 津 ＯＤ的 操 作 流 程 如 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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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董秀莲，等：以大豆油为介质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助剂的研究

制备 ２４％烟嘧·莠去津 ＯＤ 的操作流程

按照配方的比例，使用湿法研磨技术，先将定
量的油基、乳化剂、分散剂、增稠剂、原药按相应顺
序进行投放，再进行１５０ ｓ左右的预分散，最后研磨，
将其倒入砂磨机中研磨２～３ ｈ。用激光粒度分析仪
进行检测，直至D９０值不大于５ μｍ即停止研磨，过滤
后可得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
１．２．２ 指标测定方法
悬浮率的测定：按照《农药悬浮率测定方法》
（ＧＢ／Ｔ １４８２５—２００６）进行。粒度的测定：用激光颗
粒分布测量仪检测，要求平均粒径为３～５ μｍ。流变
性能及黏度测试：采用ＰＰ５０型平板夹具，设置温度
为２５℃。Ｚｅｔａ电位测试：使用Ｚｅｔａｓｉｚｅｒ Ｎａｎｏ ＺＳ测试
其Ｚｅｔａ电势（２５℃）。按文献［８－９］方法测试倾倒性，将
混匀的试样置于已称量的量筒中（包括塞子），至量
筒体积的４／５处，塞紧磨口塞，称量，放置６ ｈ。打开塞
子，
将直立的量筒旋转１３５°，
倾倒６０ ｓ。再倒置６０ ｓ，
重
新称量量筒和塞子。将相当于８０％量筒体积的水

（２０℃）倒入量筒中，塞紧磨口塞，将量筒颠倒１０次
后，按上述操作倾倒内容物，第３次称量量筒和塞
子，倾倒后的残留率R（％），按式（１）计算。
R＝ m２－m０ ×１００％
m１－m０

（１）

m１为量筒、磨口塞和试样的质量，ｇ；
m２为倾倒后
式中：
量筒、磨口塞和残余物的质量，ｇ；m０为量筒和磨口塞恒重后
ｇ。
的质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乳化剂的筛选

将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滴入水中，其介质大豆
油通过乳化剂被乳化。分别对表１中的几种乳化剂
进行测试，添加量１０％，所得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乳化剂对介质大豆油的乳化状态

编号

乳化剂

乳化状态

１

ＬＡＥ－９

２

Ｓ－８０

３

ＡＥＯ－２０

４

Ａ－１０５

可自动分散，略有浮油

５

Ｔ－８５

可分散，颗粒较大

油珠
可分散，有浮油
油珠

６

Ａ－１０５＋Ｔ－８５（７∶３） 搅动分散，水面有浮油

７

Ａ－１０５＋Ｔ－８５（３∶７） 搅动分散，水面有浮油

８

Ａ－１０５＋Ｓ－８０（３∶７） 搅动分散，颗粒较大

９

Ａ－１０５＋Ｓ－８０（７∶３） 自动分散，颗粒较大，痕量析油

由表１可见，以Ａ－１０５复配所得乳化剂对大豆油
的乳化性能 较单一乳化 剂效果好 。通 过Ａ－１０５与
Ｓ－８０复配，乳化效果明显提高，但颗粒较大，有待改
善。以Ａ－１０５与Ｓ－８０复配为主体对其用量进行筛选，
结果见表２。
表２

复配乳化剂用量对介质大豆油的乳化状态及
制剂在水中的分散性

编号

乳化剂用量／％

１

１４

云雾状欠佳，摇晃后呈乳白色

分散性

２

１６

云雾状，摇晃后呈乳白色

３

１８

云雾状效果较好，摇晃后呈乳白色

４

２０

云雾状，摇晃后呈乳白色

由表２可见，Ａ－１０５与Ｓ－８０复配（体积比７∶３），
添加量为１８％时，乳化剂的乳化性能达到最好。陶婉
君等［１０］研究乳化剂时指出，在乳化体系中影响其相
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乳化剂，乳化剂使得界面膜的流
动性得以增加，对于界面张力的降低起到辅助作用。
因此，Ａ－１０５与Ｓ－８０乳化剂的选择及其配比分析可
保证大豆油得以乳化，用量过小会导致乳化不充分，
有浮油存在。同时几种乳化剂配比不同会使ＨＬＢ值

２０

有所变化，进而乳化性能有所调整，与乳化剂单独
使用有区别［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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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好。分散剂质量分数增至２．５％时黏度值增大，
其流动性能变差，在此可引入扩散速率来解释［１３］。

分散剂的筛选

２．２．１

分散剂种类的筛选
选择ＳＤ－２０８、ＳＤ－２０６、６００＃作为本实验分散剂
的研究对象，并与空白对照及市售２４％烟嘧·莠去津
ＯＤ进行对比分析。其分散剂添加量２％，Ａ－１０５与
Ｓ－８０复配（体积比７∶３）添加量为１８％，有机膨润土
添加量为２％，大豆油补足，于常温条件下放置７ ｄ测
定其平均粒径、Ｚｅｔａ电势、黏度与悬浮率（表３）。
表３
处理

添加不同分散剂的制剂各项性能指标

平均粒径／μｍ Ｚｅｔａ电势／ｍＶ 黏度／（ｍＰａ·ｓ） 悬浮率／％

ＳＤ－２０６

１．１４

－４０．２４

５８０

９２．３

ＳＤ－２０８

１．２１

－６６．３７

２８５

９８．１

６００＃

１．２５

－５３．２６

２６５

９５．６

市售样品

１．６０

－６７．３５

３５０

９３．９

空白对照

１．３１

－３７．４６

６１０

８４．８

由表３可见，在乳化剂及用量已知的情况下，通
过改变分散剂制备的ＯＤ，其粒径差别不大；从Ｚｅｔａ
电势对比分析来看，ＳＤ－２０８、６００＃及市售样品绝对
值较其他处理明显增大，ＳＤ－２０８的Ｚｅｔａ电势略低于
市售样品，制剂的Ｚｅｔａ电势绝对值越大，分散性能越
好［１２］；与空白对照相比，空白对照的黏度值最大；添
加不同分散剂的制剂黏度值降低层次不齐，ＳＤ－２０８
与６００＃可明显降低黏度值，降黏作用越明显说明分
散作用越好 ［１２］。根据悬浮率对比分析，以ＳＤ－２０８作
为分散剂，其有效成分悬浮率最高。故选择ＳＤ－２０８
作为以大豆油为介质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的润湿分
散剂。
２．２．２ 分散剂用量的筛选
以ＳＤ－２０８为分散剂，通过添加不同质量分数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的分散剂来对比分
析，选择适宜用量，于常温条件下放置７ ｄ测定制剂
的平均粒径、黏度、悬浮率，结果见表４。
表４

ｄc ＝ ｄ ×（D ｄc）
ｄt ｄx
ｄx

（２）

D＝ RT × １
L
６πηr

（３）

式中 ：ｄc／ｄt为粒子扩散速率；ｄc／ｄx为浓度梯度；D为扩
散系数；R、T、L都是常数；η为黏度；r为粒子半径。结合式（１）
与（２）可看出粒子扩散速率与粒径、制剂黏度成反比。

王宝辉等［１４］研究指出，制剂中黏度值越低，表明
润湿分散剂的润湿分散性能越好。丰平等［１５］研究表
明，分散剂加入量过低时，粉体表面不能完全被包
裹，粒子间由于吸附不足发生絮凝，致使制剂的黏
度值增大；当分散剂加入量过大时，分子链间产生
桥连作用，此时粒子重新团聚在一起，黏度值增大。
颜梅［１６］发现黏度值越大的ＯＤ，抗水能力越强；黏度
值越低，分子间作用力减弱，更容易乳化，分散性增
强。所以适当降低制剂的黏度值与粒径可保证在
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稳定性良好的基础上提高其分
散性能。
２．２．３ 分散剂触变性分析
触变现象是流变体内部某些触变性材料在机
械作用下呈现的一种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改善ＯＤ
的触变性对其稳定性、倾倒性及运输有积极的作
用［１７－１８］。稳定性好的ＯＤ均具有一定的触变结构［１９］。三
段式触变性测试能很好地反映体系的触变性［２０］。通
过２５ ｓ的初始恒定低速剪切（０．２５ ｓ－１），再进行１０ ｓ的
高速剪切（１ ０００ ｓ－１），然后恒定低速剪切（０．２５ ｓ－１）回
复，结果如图２所示。表５为市售产品及不同分散剂
体系的三段式剪切结构回复速率的流变数据。

分散剂 ＳＤ－２０８ 不同含量的制剂各项性能指标

质量分数／％

平均粒径／μm

黏度／（ｍＰａ·ｓ）

悬浮率／％

０．５

１．２０

４８０

８９．３

１．０

１．３１

３５５

８９．７

１．５

１．２８

３１０

９４．６

２．０

１．２１

２８５

９８．１

２．５

１．３７

３２５

９２．８

随着不同含量润湿分散剂的加入，制剂体系的
黏度值存在相对最低值。在润湿分散剂质量分数为
２．０％时最低，说明当分散剂质量分数为２．０％时分散

１—空白对照；
２—ＳＤ－２０８；３—ＳＤ－２０６；４—６００＃；５—市售样品

图２

热储后 ＯＤ 的三段式曲线

结合图２可见，ＳＤ－２０８与市售样品前２５ ｓ的黏度
值接近，经过高速剪切后ＳＤ－２０８表现出良好的结构
回复性，可由表５数据验证。对比不同的分散剂样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可以发现，市售产品的结构回复率最低，经过１０ ｓ后
结构回复率超过５０％。由表５可见，１５ ｓ后，样品的结
构回复率均已超过５０％，显示出良好的触变性。三段
式触变测试中，分散剂对流体触变性能的影响可以
用双电层和空间位阻机理解释［２１］。当ＯＤ黏度变小，
颗粒间的空间位阻和静电排斥力变大，空间网络结
构变弱，触变性变小，破坏后回复时间减少［２２］。快速
的结构回复率能有效防止ＯＤ样品的分层、析油等物
理稳定性问题出现，减少灌装过程中样品在灌装口
滴落造成的环境污染。在灌装过程中，快速的结构
回复率可以保证样品在灌装口处不滴落，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并且ＯＤ的结构回复率快可以防止分层。
但是回复率过快不利于倾倒，倾倒残留率不容易达
标；回复率越快的样品，倾倒残留率越大。ＳＤ－２０８体
系倾倒残留率和结构回复率最优。
表５
处理

２１

董秀莲，等：以大豆油为介质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助剂的研究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农药标准制定和使用手册
［Ｍ］． ２版．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５０－２５２．
［４］ 冯建国， 张小军， 于迟， 等． 我国农药剂型加工的应用研究概况
［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１８ （２）： ２２０－２２６．
［５］ 刘广文． 现代农药剂型加工技术 ［Ｍ］．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５５６－５７３．
［６］ 张宗俭， 张鹏． 可分散油悬浮剂（ＯＤ）的加工技术与难点解析 ［Ｊ］．
农药， ２０１６， ５５ （６）： ３９１－３９５．
［７］ 刘长令． 世界农药大全： 除草剂卷 ［Ｍ］．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４７； １６１．
［８］ 吴学民， 徐妍． 农药制剂加工实验 ［Ｍ］．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４－６５．
［９］ 农药标准汇编通用方法卷 ［Ｍ］．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８０； ３４５．
［１０］ 陶婉君， 李沉纹， 尹宗宁． 基于定量构效关系设计自乳化系统 ［Ｊ］．
物理化学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６ （１）： ７１－７７．
［１１］ 董国君， 苏玉， 王桂香． 表面活性剂化学 ［Ｍ］． 北京： 北京理工大

三段式流变学和倾倒性测试结果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３３－１４２．

结构回复率／％

残留率／％

５ｓ

１０ ｓ

１５ ｓ

空白对照

７３．３１

７７．０４

８０．５４

９

ＳＤ－２０８

８８．０６

８９．５３

８９．７５

≤５

ＳＤ－２０６

７６．０９

８７．３５

８９．７２

６

６００＃

７４．９２

８５．６２

９３．１２

≥１０

市售产品

４７．１３

５７．５６

６４．４１

５

［１２］ 翟利利， 路福绥， 夏慧， 等． ４％烟嘧磺隆油悬浮剂在水中的分散
性能 ［Ｊ］． 农药， ２０１２， ５１ （９）： ６５１－６５４．
［１３］ 傅献彩， 沈文霞， 姚天扬， 等． 物理化学： 下册 ［Ｍ］． 北京： 高等教
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４１８－４２０．
［１４］ 王宝辉， 陈颖， 宋华． 光致增强ＴｉＯ２超微粉在水相中的分散作用
［Ｊ］．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４ （９）： １６６２－１６６５．
［１５］ 丰平， 郑立允， 李晓贺， 等． 纳米ＴｉＮ在水中的分散行为研究 ［Ｊ］．稀

３

结论

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２００９， ３８ （增刊２）： １１０５－１１０８．

通过乳化剂的初筛及利用表面活性剂复配，筛
选出适合以大豆油为介质的乳化剂。其分散剂通过
测定黏度、流变性能、悬浮率、粒径与Ｚｅｔａ电势值，筛
选出分散剂ＳＤ－２０８。将其应用在以大豆油为介质的
２４％烟嘧·莠去津ＯＤ中，制备的ＯＤ黏度值最好，Ｚｅｔａ
电势绝对值最大，结构回复率最高，说明其三维空
间最稳定。乳化剂及分散剂的筛选研究对流变性能
及配方筛选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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