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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烯菌酯组合物“一喷多防”在小麦病虫害
综合防控及增产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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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小麦齐穗期至盛花期用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0.01%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和10%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桶混施药，测定其对小麦病虫害的综合防控及增产效果。 结果表明，使用不同药剂
处理，氰烯菌酯组合物桶混施药对小麦赤霉病、白粉病和锈病防治效果显著，均高于其他处理，分别
为91.92%、84.31%、77.95%；药后1、3、7 d对蚜虫的防效也均高于其他处理，分别为52.50%、89.56%和
95.30%。 通过理论测产，此组合物产能最高，为7521.75 kg/hm2，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增产作用明显，
增产率为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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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ne Spray for Multiple Control" Technique Based on Cyanoestrobin Composition

in the Integrated Control of Wheat Diseases and Pests and Yield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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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eases and pests generally occur together since wheat enters flowering stage, affecting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wheat. In this article, 48% cyanoestrobin· tebuconazole SC, 0.01% brassinolide SL and 10% imidacloprid WP were

mixed and employed from full heading stage to full flowering stage to determine the integrated control effect of the mixture

on wheat diseases and pests, as well as the yield incre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cyanoestrobin on

wheat scab, powdery mildew and rus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91.92% , 84.31% and 77.95% ,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icacy of 1 d, 3 d and 7 d on aphids was 52.50%, 89.56% and 95.3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also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The average yield per hectare of the composition was 7251.75 kg/hm2 according to

theoretical yield measuremen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The yield increase rate was 38.53%.

Key words: cyanoestrobin composition; "one spray for multiple control" technique; wheat diseases and pests; integrated

control; yield

小麦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是全球种植面
积最广泛的粮食作物。在我国小麦的产量仅次于水
稻，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和主要储藏粮。小麦常
年种植面积约占我国粮食作物种植总面积的25%，

其总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4，在国民经济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1-3]。
小麦进入扬花期以后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

袭，从而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由于品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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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小麦赤霉
病、白粉病、锈病及蚜虫成为威胁小麦生产的主
要病虫害。小麦赤霉病是由禾谷镰孢菌（Fusarium
graminearum）引起的一种危险性很强的真菌病害，已
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产区的最具威胁的病害之一[4-6]，
严重威胁小麦的安全生产。小麦白粉病是由子囊菌
亚门真菌布氏白粉菌小麦专化型（Bgt, Blumeria
graminis f. sp. Tritici）引起的，可导致小麦减产20%
～50%[7]。小麦锈病在我国发生面积也比较广，与小
麦赤霉病、白粉病构成了我国小麦产区主要的三大
病害。蚜虫［Macrosiphum avenae（Fabriciu）］是小麦
上常发性的主要虫害，对小麦的正常生长和产量影
响较大[8]。随着人们对粮食需求量的增加和粮食品
质的提升，提高小麦产量与品质对于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氰烯菌酯（Phenamacril），是由国家南方农药创

制中心江苏基地于1998年合成筛选的一种具有抗
菌活性的2-氰基-3-氨基-3-苯基丙烯酸乙酯化合物,
对小麦赤霉病菌（Fusarium graminearum 和Fusari－
um asiaticum）、水稻恶苗病菌（Fusarium fujikuroi）
和西瓜枯萎病菌（Fusarium oxysporum）均具有较强
的抑菌活性。其不仅对小麦赤霉病有很好的防治效
果，还能显著减少麦粒中毒素的含量，提高小麦的
产量和品质[2, 9]。

为了有效防控小麦中后期病虫害的发生，减少
成本，提高产量，本着以防治小麦赤霉病为主，同时
兼防白粉病、锈病和蚜虫，达到“一喷多防”和增产
的目的，开展综合防控试验。本试验拟用氰烯菌酯
组合物（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0.01%芸苔
素内酯可溶液剂＋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为试验
药剂，以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10%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25%氯烯菌酯悬浮剂、5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和250 g/L嘧菌酯悬浮剂为对照药剂，测试其
在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控及增产上的应用效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供试药剂：25%氰烯菌酯悬浮剂（商品名劲护），

登记证号为PD20121670、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
浮剂（商品名劲兴），登记证号为PD20141746，江苏
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0.01%芸苔素内酯可
溶液剂，登记证号为PD20130042、10%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登记证号为PD20040414，上海绿泽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登记证

号为PD20040763，允发化工（上海）有限公司；250
g/L嘧菌酯悬浮剂，登记证号为PD20131626，江阴苏
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供试小麦品种：宁麦13号（苏审麦200503），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选育，为高感条
（叶）锈品种。
1.2 试验田基本情况
试验田位于江苏省句容市宝华镇仓头村渣圩

组，肥力中等，均匀一致，排灌条件良好，管理条件
均匀一致。2019年小麦赤霉病、白粉病、锈病及蚜
虫，中等至偏重发生。
1.3 试验准则
试验参照NY/T 1464.15—2007《农药田间药效试

验准则杀菌剂防治小麦赤霉病》、GB/T 17980.23—
2000《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杀菌剂防治
禾谷类锈病》、GB/T 17980.132—2004《农药田间药
效试验准则（二）———小麦生长调节剂试验》和GB/T
17980.79—2004《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
杀虫剂防治小麦蚜虫》进行。
1.4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6个处理，① 25%氰烯菌酯悬浮剂，有

效成分剂量375 g/hm2；② 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
剂＋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剂量（360＋
15）g/hm2；③ 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10%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剂量（360＋15）g/hm2＋
0.01%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2 000倍）；④ 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剂量750 g/hm2；⑤ 250 g/L
嘧菌酯悬浮剂，有效成分剂量187.5 g/hm2；⑥清水对
照。每个处理4次重复，共24个小区，每个小区50 m2，
各小区随机区组排列。
1.5 施药方法
施用方法：喷雾处理，其中处理②和处理③将

各药剂桶混施药。
施药时间和次数：杀菌剂（25%氰烯菌酯悬浮

剂、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250 g/L嘧菌酯悬
浮剂、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施两次药；杀虫剂（吡
虫啉）和植调剂（芸苔素内酯）施两次药。2019年4月
23日，小麦齐穗初花期第一次施药，2019年4月30日
盛花期第二次施药。
1.6 病虫害调查及产量测定
1.6.1 小麦赤霉病防效调查
于2019年5月25日小麦乳熟期（至收获前10 d）

调查防效，共调查一次。每小区对角线5点取样，每
点查100株，以枯穗面积占整个穗面积百分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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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各级病穗数及总穗数。分级方法[10]为0级：全穗
无病；1级：感病穗面积占全穗面积的1/4以下；3级：
感病穗面积占全穗面积的1/4～1/2；5级：感病穗面
积占全穗面积的1/2～3/4；7级：感病穗面积占全穗
面积的3/4以上。
1.6.2 小麦白粉病防效调查
于第二次用药后12 d（2019年5月12日）进行药

效调查。每小区对角线5点取样，每点调查50株，调
查每株的旗叶及旗下第一片叶。分级方法（以叶片
为单位）[11]为0级：无病；1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
的5%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6%～
15%；5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16%～25%；7
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26%～50%；9级：病斑
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50%以上。
1.6.3 小麦锈病防效调查
于第二次用药后12 d（2019年5月12日）进行药

效调查。每小区对角线5点取样调查，每点调查20

株，每株调查顶部三片叶（若有旗叶则包括旗叶），
以每片叶上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百分率分级。
分级方法[12]为0级：无病；1级：病班面积占整叶片面
积的5%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6%～
25%；5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26%～50%；7
级：病斑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51%～75%；9级：病斑
面积占整叶片面积的75%以上。
1.6.4 小麦蚜虫防效

药前调查基数，药后1、3、7 d各调查一次。每小
区随机5点取样，每点取5株，定点定株，调查记录整
株上的活蚜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效[13]。
1.6.5 小麦产量测定
小麦成熟期，每小区随机5点取样，每点调查

1 m2植株，调查穗数、单穗籽粒数、千粒重，计算产
能[14]。
病情指数、病害防效、虫口减退率、虫害防效、

实测产量，按式（1）～（5）计算。

病情指数=
∑（各级病穗叶数 ×该病相对级值）

调查总穗
叶数 ×最高极值

×100 （1）

病害防效/%=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2）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虫口基数-施药后虫口数施药前虫口基数 ×100 （3）

病害防效/%=处理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4）

实测产量/kg=每平方米有效穗数×穗粒数×千粒重×10-6×667×80% （5）

1.7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IBM SPSS 24.0软件，用LSD法进

行统计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效
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见表1。由

表1可知，2019年试验田小麦赤霉病中等发生，空白
对照区平均病情指数为7.67。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
病的防效在51.89%～91.92%之间，其中处理③氰烯
菌酯组合物（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0.01%
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和
处理②（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10%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防效最好，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分别为
91.92%和89.70%。其次为处理①（25%氰烯菌酯悬
浮剂），防效为83.84%；处理④（50%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和处理⑤（250 g/L嘧菌酯悬浮剂）防效较差，分
别为70.02%和51.89%。

2.2 不同处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不同处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见表2。由

表2可知，2019年试验田小麦白粉病偏重发生，空白
对照区平均病情指数为20.32。不同处理对小麦白粉
病的防效在60.29%～84.31%之间，其中处理③、处

处理 平均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① 1.24 83.84 b
② 0.79 89.70 ab
③ 0.62 91.92 a
④ 2.30 70.02 c
⑤ 3.69 51.89 d
⑥ 7.67

注：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5%水平下差异显著性，下同。

表 1 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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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②和处理⑤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效比较好，分别为
84.31%、80.22%和79.33%。这3个处理之间防效差异
不显著，但显著高于处理④和处理①。处理①防效
最差为60.29%。

2.3 不同处理对小麦锈病的防治效果
不同处理对小麦锈病的防治效果见表3。由表3

可知，2019年试验田小麦锈病偏重发生，空白对照
区平均病情指数为10.79。不同处理对小麦锈病的防
效在54.22%～77.95%之间，其中处理③和处理⑤对
小麦锈病的防效比较好，分别为77.95%和75.17%，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其次为处理②和处理④。处理
①的防效最差，为54.22%。

2.4 不同处理对麦蚜的防治效果
不同处理对麦蚜的防治效果见表4。由表4可

知，2019年试验田麦蚜中等发生，不同处理间的防
效差异较大，其中处理③和处理②的防效较好，药
后1 d的防效分别为52.50%和30.08%；药后3 d的防
效分别为89.56%和89.16%；药后7 d的防效分别为
95.30%和95.18%。两个处理对蚜虫的防效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

处理 平均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① 8.07 60.29 c
② 4.02 80.22 a
③ 3.19 84.31 a
④ 6.11 69.94 b
⑤ 4.20 79.33 a
⑥ 20.32

表 2 不同处理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 平均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① 4.94 54.22 c
② 3.07 71.55 b
③ 2.38 77.95 a
④ 3.37 68.77 b
⑤ 2.68 75.17 a
⑥ 10.79

表 3 不同处理对小麦锈病的防治效果

表 4 不同处理对麦蚜的防治效果

处理 蚜量/头
虫口减退率/% 防效/% 药前基数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药后1 d 药后3 d 药后7 d
① 164.25 144.25 136.50 151.25 12.18 16.89 7.91 10.78 c 19.10 b 16.24 b
② 278.25 191.50 31.00 14.75 31.18 88.86 94.70 30.08 b 89.16 a 95.18 a
③ 188.75 88.25 20.25 9.75 53.25 89.27 94.83 52.50 a 89.56 a 95.30 a
④ 225.00 204.00 194.50 225.75 9.33 13.56 -0.33 7.88 d 15.86 c 8.74 c
⑤ 313.50 294.50 279.75 308.00 6.06 10.77 1.75 4.56 e 13.14 c 10.64 c
⑥ 429.75 423.00 441.50 472.50 1.57 -2.73 -9.95

2.5 不同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由表5可知，处理①～处理⑤和空白对照相比，

产量均有所提高，增产率为13.64%～38.53%，其中
处理③的产能最高，为7251.75 kg/hm2，显著高于其
他处理。产能和空白对照相比，增产率为38.53%；其次
为处理②，产能为6978.00 kg/hm2，增产率为33.30%。

3 结论与讨论

小麦赤霉病、锈病、白粉病和蚜虫是小麦生长

后期常发生的主要病虫害，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
生。我国是全球小麦赤霉病发生面积最大、受害严
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冬麦区、东北春
麦区东部及华南冬麦区的麦区[15]。目前，用于防治小
麦赤霉病的药剂仍以苯并咪唑类杀菌剂为主。由于
长期、单一使用，病原菌已对这些药剂产生了严重
的抗药性，导致药效急剧下降，甚至防治失败[16-17]。
氰烯菌酯对镰孢菌的抑菌活性较强，特别是小

麦赤霉病菌和水稻恶苗病菌，近几年广泛用于小麦
赤霉病和水稻恶苗病的防治。但是氰烯菌酯作用单
一，已有研究表明禾谷镰孢菌对氰烯菌酯的抗药性
风险为中至高等水平[18-20]，建议不要单独使用。由江
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48%氰烯菌
酯·戊唑醇悬浮剂对小麦赤霉病防效较好，同时兼
防小麦白粉病和锈病，不仅可以有效治理赤霉病菌
抗药性，还可以降低DON毒素[21-22]。本研究本着节约
成本、达到防病增产、提高品质的目的，将48%氰烯

表 5 不同处理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处理 穗数/个 穗粒数/个 千粒重/g 产量/(kg·hm-2) 增产率/%
① 527 39.50 40.15 6689.55 c 27.79
② 527.25 40.28 41.05 6978.00 b 33.30
③ 528.50 41.13 41.68 7251.75 a 38.53
④ 516.75 37.28 38.58 5948.70 d 13.64
⑤ 520.00 37.73 39.03 6129.15 d 17.09
⑥ 516.75 33.50 37.78 5234.70 e

63



现 代 农 药 第 19 卷 第 4 期

菌酯·戊唑醇悬浮剂与0.01%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进行桶混施药，以期达到“一
喷多防”和增产的效果。
结果表明，于小麦齐穗初花期用48%氰烯菌酯·

戊唑醇悬浮剂施一次药，盛花期用氰烯菌酯组合物
即48%氰烯菌酯·戊唑醇悬浮剂与0.01%芸苔素内酯
可溶液剂、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进行桶混施药后，
氰烯菌酯组合物对小麦赤霉病、白粉病、锈病和
蚜虫的防治效果均较好，对三大病害的防效分别
为91.92%、84.31%、77.95%。药后1、3、7 d对蚜虫的
防效分别为52.50%、89.56%和95.30%；通过理论测
产知，此组合物产能最高，为7251.75 kg/hm2，增产作
用明显，增产率为38.53%。说明用此组合物不仅可
以有效减少小麦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还可以起到增
产的作用，实现“一喷多效”、小麦丰产增收的目的。
因此，在生产上应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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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提议禁止使用 27种农药

近日，印度农业部提出禁止使用27种农药，以及禁售农药活性成分。这27种禁药涉及到杀虫/杀螨剂、甲胺磷、苯呋喃卡

伯、虫螨威、毒死蜱、溴氰菊酯、二甲酚、乐果、马拉硫磷、灭多威、单八溴菊酯、喹那磷、硫灭威、除草剂、阿特拉津、丁草胺、苯

脲、氧氟芬、二甲基沙林、磺胺磺隆、代森锰锌、甲基硫菌灵等。政府于今年5月18日通过该草案。 （高蕾译自《A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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