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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出防治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高效杀菌剂，在小麦抽穗扬花期对480 g/L氰烯·戊唑醇

SC、30%氰烯·丙硫SC、40%丙硫·戊唑醇SC和20%氟唑菌酰羟胺SC＋250 g/L丙环唑EC等7种杀菌

剂开展了小麦赤霉病和白粉病的田间试验示范效果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20%氟唑菌酰羟胺SC＋
250 g/L丙环唑EC、480 g/L氰烯·戊唑醇SC、30%氰烯·丙硫SC以及40%丙硫·戊唑醇SC对小麦赤霉

病的防效较好，病穗防效和病指防效均超过90%。 不同杀菌剂对白粉病的防效表现出一定差异，表

现较好的杀菌剂有30%氰烯·丙硫SC 750 mL/hm2、40%丙硫·戊唑醇SC 600 mL/hm2、20%氟唑菌酰

羟胺SC＋250 g/L丙环唑EC（1 050＋450）mL/hm2，病指防效分别为84.43%、87.53%、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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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out effective fungicides against Fusarium head blight and wheat powdery mildew, the

effects of 480 g/L phenamacril·tebuconazole SC, 30% phenamacril·prothioconazole SC, 40% prothioconazole·

tebuconazole SC and 20% pydiflumetafen SC, etc. at heading and flowering stage of wheat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in f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0% pydiflumetofen SC + 250 g/L propiconazole EC, 480 g/L phenamacril·tebuconazole

SC, 30% phenamacril·prothiocorazole SC and 40% prothioconazole·tebuconazole SC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on

Fusarium head blight, and the control effect of diseased panicle and diseased index was more than 90%. The control effect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on wheat powdery mildew was different. The control effect of 30% phenamacril·prothioconazole

SC 750 mL/hm2, 40% prothioconazole·tebuconazole SC 600 mL/hm2, 20% pydiflumetafen SC + 250 g/L propiconazole

EC (1 050+450) mL/hm2 were better. Efficacy of diseased index were 84.43%, 87.53% and 86.1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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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赤霉病（Fusarium head blight）和白粉病

（Wheat powdery mildew）分 别 是 由 禾 谷 镰 孢 菌

（Fusarium graminearum）和布氏白粉菌（Blumeria
graminis）引起的2种真菌性病害。盐城市阜宁县是

国家级粮食生产大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42万hm2，

随着近年来小麦种植品种的多样化和耕作方式的

简约化，4～5月份高温高湿天气居多，小麦赤霉病

和白粉病已成为本地小麦生产上常发重发病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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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试验药剂 用量/(mL·hm-2)
1 480 g/L（36%＋12%）氰烯·戊唑醇SC 750
2 480 g/L（36%＋12%）氰烯·戊唑醇SC 1 125
3 30%（18%＋12%）氰烯·丙硫SC 600
4 30%（18%＋12%）氰烯·丙硫SC 750
5 45%（15%＋30%）戊唑·福美双SC 1 350
6 40%（20%＋20%）丙硫·戊唑醇SC 600
7 20%氟唑菌酰羟胺SC＋250 g/L丙环唑EC 1 150＋450
8 27%（25%＋2%）戊唑·噻霉酮EW 750
9 20%（15%＋5%）氰烯·己唑醇SC 1 800
10 空白对照

霉病、白粉病的发生流行对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均造

成影响[1-2]。目前生产上小麦赤霉病、白粉病仍以化学

防治为主，但传统的多菌灵、三唑酮等类型药种因

连续多年使用，抗药性急剧上升，防效大幅下降[3-4]。
为有效控制病害在本地的发生为害程度，更新了一

批以戊唑醇、氰烯菌酯、丙硫菌唑、氟唑菌酰羟胺、
噻霉酮等为主的新型杀菌剂。为进一步筛选和储备

适合本地防治赤霉病、白粉病的高效杀菌剂，延缓

抗药性的产生，笔者于2020年选择了目前本地小麦

生产上正在使用的7种杀菌剂，开展了对小麦赤霉

病和白粉病综合防效评价，为防治当前小麦生产

上2种主要病害提供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480 g/L氰烯·戊唑醇SC、30%氰烯·丙硫SC，江

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45%戊唑·福美双

SC，江苏省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40%丙硫·戊唑

醇SC，江苏省溧阳中南化工有限公司；20%氟唑菌

酰羟胺SC＋250 g/L丙环唑EC，瑞士先正达作物保

护有限公司；27%戊唑·噻霉酮EW，陕西西大华特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20%氰烯·己唑醇SC，陕西上格之

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1.2 供试作物及仪器

供试作物：小麦“科麦5号”。
供试仪器：英达电动喷雾器，上海本池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1.3 试验地点

试验地设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郭墅镇兴庄

稻麦试验示范基地，土壤为粘土，肥力中等，pH值为

7.9，地势平坦，前茬为水稻。小麦种植方式为耕翻

麦，于2019年11月16日至11月18日机条播播种，平

均用种量为375 kg/hm2。
1.4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10个处理（表1），不设重复，计10个小

区，小区面积为800 m2，在小麦扬花初期（4月27日）

用第1遍药，隔5 d后再用第2遍药，前后2次施药处理

一致。

1.5 试验方法

施药器械为英达电动喷雾器3WBD-20型，工作

压力为0.15～0.40 Pa，喷液量为450 kg/hm2，喷雾均

匀，试验期间未使用其他杀菌剂。
1.6 调查时间和方法
1.6.1 小麦赤霉病调查

于病情稳定期（2020年5月28日）调查各小区发病

情况。每小区对角线五点取样，每点调查相连1 000
穗，计5 000穗。以发病小穗占全穗的百分率来分级，

记录各级病穗数，分级标准以及数据处理方法参照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编写的《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

则》[5]，按式（1）、（2）计算病情指数和病指防效。分

级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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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白粉病调查

于第2次施药后20 d（2020年5月21日）调查记载

发病情况。每小区随机选10点，每点调查相邻的30
个植株上部3张功能叶，每小区计查900张叶片（固

定），以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百分率来分级，分

级标准以及数据处理方法参照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编写的《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6]，按式（3）、（4）
计算病情指数及病指防效。分级标准为1级：病斑

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5%以下；3级：病斑面积占整片

叶面积的6%～15%；5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

16%～25%；7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26%～
50%；9级：病斑面积占整片叶面积的50%以上。

表 1 供试药剂处理设计

病情指数/%=∑（各级病穗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穗数×7 ×100 （1）

病指防效/%= 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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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小麦赤霉病 小麦白粉病

病穗率/% 病穗防效/% 病情指数/% 病指防效/% 病叶率/% 病叶防效/% 病情指数/% 病指防效/%
1 2.18 91.54 1.08 91.05 18.89 72.13 5.21 73.05
2 0.52 97.97 0.41 96.60 12.22 81.97 3.33 82.77
3 1.81 92.99 0.95 92.13 13.07 80.72 3.89 79.88
4 1.04 95.96 0.54 95.53 10.13 85.05 3.01 84.43
5 4.72 81.68 2.36 80.45 13.33 80.33 3.72 80.76
6 1.80 93.02 0.90 92.54 8.89 86.89 2.41 87.53
7 0.12 99.52 0.11 99.09 9.39 86.15 2.68 86.14
8 3.95 84.66 2.03 83.18 14.44 78.69 3.88 79.93
9 7.41 71.25 3.60 70.51 23.33 65.57 6.53 66.22
10 25.77 12.07 67.78 19.33

表 2 不同处理对小麦赤霉病、白粉病的防效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小麦赤霉病防效
试验结果表明（表2），480 g/L氰烯·戊唑醇SC

750 mL/hm2和1 125 mL/hm2、30%氰烯·丙硫SC 600
mL/hm2 和 750 mL/hm2、40%丙 硫·戊 唑 醇 SC 600
mL/hm2以及20%氟唑菌酰羟胺SC＋250 g/L丙环唑

EC（1 050＋450）mL/hm2对小麦赤霉病防效十分优

异，病穗防效、病指防效均在90%以上；45%戊唑·福

美 双SC 1 350 mL/hm2、27%戊 唑·噻 霉 酮EW 750
mL/hm2处理区对小麦赤霉病也有较好的防效，病穗

防效、病指防效均在80%以上；20%氰烯·己唑醇SC
1 800 mL/hm2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效则明显较低，不

能有效地控制小麦赤霉病的发生。

病情指数/%=∑（各级病穗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穗数×9 ×100 （3）

病指防效/%= 对照区病情指数-处理区病情指数
对照区病情指数

×100 （4）

2.2 对小麦白粉病防效
试验结果表明（表2），480 g/L氰烯·戊唑醇SC

1 125 mL/hm2、30%氰烯·丙硫SC 750 mL/hm2、45%
戊唑·福美双SC 1 350 mL/hm2、40%丙硫·戊唑醇SC
600 mL/hm2和20%氟唑菌酰羟胺SC＋250 g/L丙环

唑EC（1 050＋450）mL/hm2对白粉病病指防效分别为

82.77%、84.43%、80.76%、87.53%和86.14%，总体防效

较好；480 g/L氰烯·戊唑醇SC 750 mL/hm2、27%戊

唑·噻霉酮EW 750 mL/hm2防效则较差；20%氰烯·己

唑醇SC1800mL/hm2防效最低，病指防效仅为66.22%。
2.3 安全性观察

施药后不定期观察，各处理区无明显药害症

状，对小麦生长安全。

3 结 论

本次试验，所有药剂对小麦生长安全，未发现

其他不良影响。不同药剂适期2次施用，480 g/L氰

烯·戊唑醇SC、30%氰烯·丙硫SC、40%丙硫·戊唑醇

SC、20%氟唑菌酰羟胺SC＋250 g/L丙环唑EC组合

对小麦赤霉病防效十分优异，可有效控制大发生年

份、高感品种小麦赤霉病的发生。在2020年小麦白粉

病发生期偏早、发生程度较重的情况下用药试验中，

40%丙硫·戊唑醇SC、20%氟唑菌酰羟胺SC＋250
g/L丙环唑EC组合对小麦白粉病表现出同样较好的

防效，480 g/L氰烯·戊唑醇SC、30%氰烯·丙硫SC在

不同剂量处理上防效差异较大，在适当增加剂量的

情况下，亦表现出优异防效。因此，在小麦白粉病重

发区域和感病品种上要注意药剂和药量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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