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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香芹酚水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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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5%香芹酚水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和安全性，采用田间药效试验的方法进行了5%
香芹酚水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田间药效试验。 结果表明，5%香芹酚水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良

好，2 250 mL/hm2喷雾的防效达到83.13%， 显著高于70%烯酰·丙森锌可湿性粉剂1 500 g/hm2喷

雾的防效76.78%，较对照增产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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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Control Effect of 5% Carvacrol Aqueous Solution Against Potato Late B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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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trol effect and safety of 5% carvacrol aqueous solution on potato late blight, the field

efficacy test of 5% carvacrol aqueous solution on potato late bligh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5% carvacrol aqueous solution has a good control effect on potato late blight, and the control effect of 2 250mL/hm2 spray

reaches 83.13%, whic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70% acryloxyethyl-zinc wettable powder 1 500 g/hm2 spray

(76.78%). The output was increased by 17.59%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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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甘肃省特色优势产业，种植面积和

鲜薯总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在全省农业和农村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2]。马铃薯晚疫病由致病疫霉菌

［Phytophthora infestans（Monti）DeBary］侵染引起，

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广泛发生的毁灭性病害[3]，在我

国马铃薯主要种植区发生普遍，正常气候条件下产

量损失20%～40%，如果气候条件适宜病害则会更

加严重，减产可达到50%以上甚至绝收[4-5]。该病在甘

肃省马铃薯种植区较为严重，对马铃薯生产造成严

重威胁。目前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仍以施用化学

农药为主，但农药的过量施用，会导致药剂残留、食
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4]。因此，农业部制

定了《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6]。5%
香芹酚水剂是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农药，由多种

中草药提取配伍而成，对多种作物病虫害有良好防

治作用[7-9]，对马铃薯晚疫病也有显著的防效[10]，但没

有报道施用浓度或使用剂量。笔者试验了5%香芹酚

水剂不同剂量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及对马铃薯

的安全性，为该药剂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情况

试验地位于甘肃省庄浪县通化镇区域试验站，

海拔高度1 818 m，年平均气温8.4℃，年平均降雨量

500 mm左右，无霜期为153 d。土壤类型为黄绵土，

有机质含量14.72 g/kg，pH值为8.54，地势平坦，前茬

作物为马铃薯。
采用黑色全膜垄作侧播技术，于3月21日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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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播种，马铃薯品种为“庄薯3号”，垄间距为40
cm，垄面宽70 cm，株行距32 cm×55 cm，播种密度

5.682万株/hm2，四周设保护行。播种前结合整地每

hm2施入农家肥6.75万kg、尿素300 kg、普钙750 kg、
硫酸钾225 kg，现蕾期追施尿素225 kg/hm2。
1.2 供试药剂

5%香芹酚水剂，兰州世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烯酰·丙森锌WP，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处理及施药方法

试验设5个处理：5%香芹酚水剂1 350 mL/hm2；

5%香芹酚水剂1 800 mL/hm2；5%香芹酚水剂2 250
mL/hm2；70%烯酰·丙森锌WP1 500 g/hm2；清水对照。
每处理设3次重复，小区面积为24.2m2（5.5m×4.4m）。

于田间晚疫病始发前（病叶初见前）7月14日开

始喷药，各处理按每hm2用药量兑水450 kg，用小型

电动喷雾器均匀喷雾，每隔7 d喷药1次，共连续喷药

3次。
1.3.2 调查方法

参考GB/T 17980.34—2000[11]，于最后1次施药

后10 d进行调查。每小区对角线取5点，每点取5株，

调查每株的全部叶片，以9级分级法记载病叶率和

严重度，并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效。成熟期按每小区

随机3点取样，每点取10株测定产量，计算平均亩产

量和增产率。
马铃薯晚疫病病情分级标准：0级，无病斑；1

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5%以下；3级，病斑

面积占整个叶片面积的6%～10%；5级，病斑面积占

整个叶片面积的11%～20%；7级，病斑面积占整个

叶片面积的21%～50%；9级，病斑面积占整个叶片

面积的50%以上。病情指数、防效和增产率分别按式

（1）、（2）、（3）计算。所有数据采用Excel 2007和SPSS
Statistic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Duncan氏检

验进行方差分析。

病情指数=∑（各级病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数×最高分级级数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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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产率/%= 处理区产量-对照区产量
对照区产量

×100 （3）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马铃薯的安全性评价

根据各生长阶段及成熟期调查，3次喷药后，各

施药区均未出现药害现象。各施药区与空白对照区

相比，除植株延迟老化枯死外，马铃薯各生育期基

本一致，植株生长正常，无特殊生长表现（表1）。同

时，5%香芹酚水剂各浓度处理的植株茎叶颜色、长
势、株高等均无异常现象。

2.2 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及测产结果
根据最后1次喷药后10 d调查结果表明（表2），5%

香芹酚水剂2 250 mL/hm2喷雾的防效最高（83.13%），

显著高于70%烯酰·丙森锌WP 1 500 g/hm2喷雾的防

效76.78%（P＜0.05）；5%香芹酚水剂1 800 mL/hm2

和5%香芹酚水剂1 350 mL/hm2处理的防效分别

为62.03%和55.32%，显著低于70%烯酰·丙森锌WP
1 500 g/hm2喷雾的防效76.78%（P＜0.05）。

处理/(mL或g·hm-2) 播种期 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膨大期 成熟期 收获期

5%香芹酚水剂1 350 04-03 05-08 06-11 07-02 07-23 09-25 10-05
5%香芹酚水剂1 800 04-03 05-08 06-11 07-02 07-23 09-25 10-05
5%香芹酚水剂2 250 04-03 05-08 06-11 07-02 07-23 09-25 10-05
70%烯酰·丙森锌WP 1 500 04-03 05-08 06-11 07-02 07-23 09-25 10-05
空白（清水）对照 04-03 05-08 06-11 07-02 07-23 09-25 10-05

表 1 不同药剂对马铃薯生育期的影响

注：日期为“月-日”。

处理/(mL或g·hm-2) 病情指数 防效/% 产量/(kg·hm-2) 增产率/%

5%香芹酚水剂1 350 5.63±0.15 55.32±2.13 d 45 205.5±1 129.5 c 5.55

5%香芹酚水剂1 800 4.77±0.31 62.03±3.45 c 47 331.0±957.0 b 10.51

5%香芹酚水剂2 250 2.13±0.21 83.13±1.28 a 50 362.5±1 234.5 a 17.59

70%烯酰·丙森锌WP 1 500 2.93±0.21 76.78±1.58b 50 050.5±1 252.5 a 16.86

空白（清水）对照 12.67±1.24 42 825.0±976.5 d

表 2 不同药剂对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效及测产结果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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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产结果显示（表2），4种药剂处理的马铃薯产

量均有显著提高（P＜0.05）。其中，5%香芹酚水剂

2 250 mL/hm2处 理 和70%烯 酰·丙 森 锌WP 1 500
g/hm2处理的马铃薯产量最高，分别增产17.59%和

16.86%，2种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5%香

芹酚水剂3种施用剂量之间马铃薯产量差异显著

（P＜0.05），产量分别提高17.59%、10.51%和5.55%。

3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 明，发病前使 用5%香芹酚水 剂

1 350～2 250 mL/hm2喷雾对马铃薯晚疫病均有较好

的防效，增产率达到5.55～17.59%。其中5%香芹酚

水剂2 250 mL/hm2，防效最好，在3次施药后，对马铃

薯晚疫病的防效达83.13%，显著高于70%烯酰·丙森

锌WP 1 500 g/hm2处理的防效。
5%香芹酚水剂作为生物制剂，对马铃薯生长安

全，可有效控制马铃薯晚疫病，延迟植株枯死时间，

显著增加马铃薯产量。与化学农药相比，其在减少

化学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方面有较大优势，有利于

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可以在大田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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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土壤所在新型农药的土壤生态安全影响研究中取得进展

新型农药的应用正在快速推进，其生态安全性评价却相对滞后。以往开展农药的环境安全评价通常关注其在环境中的

残留、移动、富集及其对陆地生物（一般是动物）的毒性与危害。然而，农药释放进入土壤后，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生态功能

产生何种影响，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清楚的认识，这影响了农药的生态安全性科学评价。以土壤微生物作为敏感

指标，研究新型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对正确理解新型农药的环境行为及科学评价其生态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李忠佩团队围绕新型农药-氯虫苯甲酰胺（CAP）的生态安全影响问题开展了系列

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选取我国亚热带3种母质发育的典型水稻土，设置不同施药水平，观测了CAP在不同土壤中的降解动力

学特征，分析了其降解过程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较低施药量下（1 mg/kg），降解初期，CAP会抑制土

壤基础呼吸、微生物代谢熵、酸性磷酸酶和蔗糖转化酶活性，并且对土壤微生物碳源代谢活性和细菌群落结构产生显著影

响；降解后期，土壤微生物群落、活性和功能会逐渐恢复。然而，高施药量（10 mg/kg）下，CAP对土壤微生物碳源代谢和细菌

群落结构会产生较大和较长时间的影响，难以恢复。
上述研究虽然明确了CAP本身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但仍缺乏CAP降解产物影响的了解。对此，研究人员首先通

过HPLC确定了CAP降解过程中的2个主要转化产物，并通过半制备色谱分离纯化得到2个转化产物Z1、Z2，然后通过1H
NMR、13C NMR、H RMS等谱图解析了其化学结构。随后，通过培养试验，比较了CAP、Z1、和Z2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研

究发现，3者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均有潜在危害，但其对土壤微生物的α-多样性、β-多样性、微生物共存网络的影响大小不同。
其中，Z2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更大，要大于CAP本身；Z1的影响小于CAP。因此，对新型农药的土壤生态安全评价不能忽视

降解转化产物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021）上。
以上系列研究论文均以副研究员吴萌为上述系列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李忠佩为论文的通讯作者。研究工作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 （来源：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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