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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验证国产吡唑醚菌酯对苹果炭疽叶枯病的防效，2018 年开展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表明，

125 g/L 25% 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对苹果叶片和果实上炭疽叶枯病的防效均达到 97% 以上，0.5% 倍量
式波尔多液的防效均在 95% 以上， 两者无显著差异；43% 戊唑醇悬浮剂和 3% 多抗霉素水剂防效较
差。 建议交替使用吡唑醚菌酯和波尔多液，控制吡唑醚菌酯的用量和频次，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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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 48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1-5284.2019.06.015

Field Control Efficacy of Pyraclostrobin 25% SC Against Glomerella Leaf Spot of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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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icacy of domestically-made pyraclostrobin on Glomerella leaf spot of apple, field trail
was carried out in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 of 125 g/L pyraclostrobin 25% SC on protecting leaf and
fruit of apple were over 97% respectively, and 0.5% multi-type bordeaux mixture were above 95%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yraclostrobin and bordeaux mixture on control effect. Tebuconazole 43% SC and
polymycins 3% AS were less effective. Pyraclostrobin was recommended to be used with bordeaux mixture alternately, for
reducing the amount and frequency of pyraclostrobin to prolong its servic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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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炭疽叶枯病是中国苹果产区于2012年发

唑醚菌酯可有效控制该病的发生和流行，是防治苹

现的一种新病害 ，近年来该病在嘎啦、金帅等易感

果炭疽叶枯病的首选药剂。但在2015年之前，由于

品种连年大发生，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山东省栖霞

吡唑醚菌酯尚在专利保护期内，价格较高，普通农

市是重要的苹果产区，炭疽叶枯病发生严重，部分

户不会选择此药，仅一些大的经营主体或园艺场偶

果园苹果树在7—8月即因该病落光叶片，造成果树

有使用。近两年，国产吡唑醚菌酯陆续上市，价格下

二次开花，苹果产量和质量严重受损。炭疽叶枯病

降，在植保相关部门的推广下，逐渐开始用于苹果

菌除了侵染苹果叶片，还侵染其果实，造成采收前

病害的防治。

[1]

出现大量病果和贮藏期烂果 。在套袋果实摘袋后，
[2-4]

如果遇上适宜天气，果实染病率高。王冰等 提出吡
[3]

吡唑醚菌酯属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其
广谱、高效，对卵菌、真菌等引起的植物病害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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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吡唑醚菌酯作用机理独特，通过阻止细胞色素b

日、7月10日、8月1日各重复1次，共计施药4次；波尔

和c1间电子传递而抑制线粒体呼吸作用，使线粒体

多液共喷施3次，施药时间分别是6月10日、7月5日、

不能产生和提供细胞正常代谢所需的能量，最终导

8月1日。8月15日摘袋，8月20日调查果实、叶片的发

致细胞死亡 ，与传统杀菌剂无交互抗性。为了研究

病及脱落情况。

国产吡唑醚菌酯对苹果炭疽叶枯病的防治效果，笔

1.4

者选择了由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25%

1.4.1

[5]

调查方法及数据处理
叶片调查
调查时对于每个小区所处理的5棵树，每棵树

吡唑醚菌酯悬浮剂，进行田间药效试验，为吡唑醚
菌酯的推广提供理论支持。

材料与方法

1
1.1

分别按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选2个一年生枝条，
每个枝条在中段调查20张叶片，按照叶片上的病斑
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分级，分级标准如下。

试验果园概况
试验设在山东省栖霞市苏家店镇后寨村王国

0级：无病斑；1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10%
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11%～25%；
5级：

法果园，地处东经37°20'，北纬120°41'，面积1 667.5

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26%～40%；7级：病斑面积

m ；供试苹果树品种为太平洋嘎啦，树龄14年，株行

占叶片面积的41%～65%；
9级：病斑面积占叶片面

距3 m×4 m；丘陵山地，沙壤土，自然生草。2018年

积的65%以上或落叶。

6—8月的月均气温24.7℃，月均降雨量165.9 mm。往

1.4.2

2

年该果园于7月下旬开始发生炭疽叶枯病，8月中旬

果实调查
果实与叶片调查方法相同，每棵树5个方位调

感病叶片开始脱落，8月下旬至9月初叶片基本落

查10个果实，
以果实上的病斑数分级。分级标准如下。

光；
8月中旬脱袋时果实无感病症状，
脱袋后3—4 d后

0级：无病斑；1级：1个病斑；2级：2个病斑；3级：

就开始感染，10 d左右树上果实基本全部感染脱落。

1.2

3个病斑；4级：4个病斑；5级：5个及5个以上病斑。

供试药剂及使用浓度
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商品名：剑富），
125 g/L

（2 000倍液），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43%戊

分别记录总叶（果）数、各级病叶（果）数，最后
病情指数和校正防效。
统计各处理区的病叶（果）率、
数据处理

1.4.3

唑醇悬浮剂（商品名：剑力多），
107.5 g/L（4 000倍

试验数据利用Excel、SPSS软件，采用邓肯氏新

液），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3%多抗霉素水剂

复极差法（DMRT）进行统计分析。病情指数和防效
按照式（1）、式（2）进行计算。

42.86 g/L（700倍液），辽宁省沈阳中
（商品名：灵生），
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硫酸铜，俄罗斯乌拉尔硫酸
铜厂；生石灰，市售。0.5%倍量式波尔多液（硫酸
铜∶生石灰∶水=1∶2∶200），试验中现配现用。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4个药剂处理和1个清水对照，共5个处

理，每个处理重复5次。每个重复为1个小区，处理3

病情指数= ∑病级叶（果）数×该病级值 ×100
检查总叶（果）数×最高级数值

（1）

防效/%= 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100
对照区病情指数

（2）

2
2.1

结果与分析
对苹果叶片上炭疽叶枯病的防治效果

棵树，共25个小区，75棵树。每个小区周边间隔1棵

供试杀菌剂对嘎啦苹果叶片上炭疽叶枯病的

树，以防止施药时交叉污染，影响试验结果。炭疽叶

防效见表1。4种杀菌剂中，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的

枯病防效试验的起止时间为2018年6—8月，施药

平均防效最好，达到97.12%；0.5%倍量式波尔多液

3～4次。其他时间，按照果园常规防治历进行病虫

次之，平均防效为96.31%。经统计分析，两者药效无

害防治。

显著差异。43%戊唑醇可湿性粉剂和3%多抗霉素水

试验药剂喷施之前，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情况

剂的防效分别为38.22%和14.72%，仍然有大量叶片

及果园防治历，在果实套袋前，分别于花谢后5月10

脱落，防效均显著低于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和

日、
5月15日、6月5日对全园喷施3次药剂，用于防治

0.5%倍量式波尔多液。

早期蚜虫、螨类、桃小食心虫、果实霉心病、白粉病

2.2

等病虫害，然后开始果实套袋。
供试杀菌剂于6月10日开始第1次喷施，6月25

对苹果果实上炭疽叶枯病的防治效果
供试杀菌剂对苹果果实上炭疽叶枯病的防效

见表2。与叶片防效相似，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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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最好，5个小区平均防效达到97.72%；0.5%倍量
式波尔多液次之，平均防效为95.30%，两者无显著
差异，均可有效控制果实上炭疽叶枯病的发生。43%
表1

4 种杀菌剂对苹果叶片上炭疽叶枯病的防效
叶片病指

处理
25%吡唑醚菌酯SC 125 g/L

戊唑醇悬浮剂和3%多抗霉素水剂的平均防效分别
为49.87%和39.29%，均显著低于吡唑醚菌酯和波尔
多液，防治后病果较多，不能有效保护果实。

平均防效/%

1

2

3

4

5

1.18

1.97

1.88

3.29

1.48

97.12±1.05 a

波尔多液 0.5%倍量式

2.33

1.81

3.59

2.26

2.55

96.31±0.91 a

43%戊唑醇SC 107.5 g/L

43.67

36.96

47.09

42.53

39.44

38.22±4.07 b

3%多抗霉素AS 42.86 g/L

59.52

55.75

63.04

58.82

52.24

14.72±3.11 c

空白对照

68.07

65.33

70.87

72.56

62.47

注：
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

表2

4 种杀菌剂对苹果果实上炭疽叶枯病的防效
果实病指

处理
25%吡唑醚菌酯SC 125 g/L

1

2

3

4

5

1.49

1.05

2.57

1.07

1.82

平均防效 /%
97.72±0.93 a

波尔多液 0.5%倍量式

2.40

3.10

0.99

4.46

5.65

95.3０±2.51 a

43%戊唑醇SC 107.5 g/L

34.90

36.57

30.66

35.82

38.37

49.87±3.24 b

3%多抗霉素AS 42.86 g/L

46.83

37.98

40.04

43.84

44.61

39.29±5.13 c

空白对照

70.16

71.35

68.49

69.34

72.10

注：
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邓肯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

2.3

安全性观察
整个施药期及果树后期生长未出现药害现象。

3

结论与讨论
苹果炭疽叶枯病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侵染

用于该病的防治。鉴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具
有良好的杀菌作用及抗性风险高的特点 [7]，在苹果
生长季节，建议以波尔多液保护性施药为主，必要
时施用吡唑醚菌酯作为杀菌剂，1年用1次，最多不
超过2次。

苹果叶片或果实，侵入快，潜育期短。病菌侵入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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