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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玉米品种对土壤中残留咪唑乙烟酸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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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温室盆栽法测定了47个杂交玉米品种对土壤中残留咪唑乙烟酸的敏感性。 结果表明，不
同玉米品种对咪唑乙烟酸的敏感性有较大差异。 在玉米种子萌发阶段，咪唑乙烟酸对‘登海710’
‘登海605’‘登海3622’‘明天695’‘良玉99’等37个玉米品种抑制中浓度均大于3 mg/kg，且相互间无
显著性差异；对‘先玉335’的萌发抑制最严重，抑制中浓度为0.158 mg/kg。 在玉米早期生长阶段，
‘登海533’对咪唑乙烟酸最敏感，对株高、鲜重的抑制中浓度分别为0.155和0.131 mg/kg；‘紫金605’
对咪唑乙烟酸耐受性最高，对株高、鲜重的抑制中浓度分别为2.230和1.991 mg/kg。本研究结果可初
步为在咪唑乙烟酸残留地块种植下茬玉米品种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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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ceptibility of Different Maize Cultivars to Imazethapyr Residue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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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sceptibility of 47 hybrid maize cultivars to imazethapyr residue in soil was determined by the

greenhouse po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maize cultivars had great differences in sensitivity to

imazethapyr. At the stage of seed germination, the inhibition medium concentrations of 37 maize lines including 'Denghai

710' 'Denghai 605' 'Denghai 3622' 'Mingtian 695' and 'Liangyu 99' to imazethapyr were more than 3 mg/kg,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mazethapyr had the most serious inhibition on the germination of 'Xianyu 335', and the inhibition

medium concentration was 0.158 mg/kg. At the early growth stage of maize, 'Denghai 533' was the most sensitive to

imazethapyr, and the inhibition medium concentrations of plant height and fresh weight were 0.155 and 0.131 mg/kg,

respectively. The tolerance of 'Zijin 605' to imazethapyr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inhibition medium concentrations of plant

height and fresh weight were 2.230 and 1.991 mg/kg,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maize strains in the fields where imazethapyr were spr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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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主粮作物，也是重
要的原料作物。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为6.4亿亩。玉米-大豆轮

作/间作是我国普遍采用的玉米种植模式之一，该
轮作制遍布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春夏玉米主产
区[1-2]。咪唑乙烟酸是一种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作用

第 21卷 第 4期
2022年 8月

现 代 农 药
Modern Agrochemicals

Vol.21 No.4
Aug. 2022

53- -



现 代 农 药 第 21 卷 第 4 期

靶标为乙酰乳酸合成酶（ALS），被广泛应用于大豆
田防除一年生杂草[3-4]。然而，咪唑乙烟酸化学性质
稳定，在土壤中残留期长，对下茬作物不安全[5-7]。东北
地区咪唑乙烟酸残留对玉米的药害事故频发，这已
成为影响大豆-玉米轮作生产安全的重要因素[8-9]。
作物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使其表现出对除草剂

敏感性的较大差异。不同玉米品种对咪唑乙烟酸耐
受程度的差异可达千倍之距，从中筛选对咪唑乙烟
酸耐受程度较高的品种，可减少土壤中咪唑乙烟酸
残留对玉米生产的影响[10]。目前，关于不同杂交玉米
品种对土壤中咪唑乙烟酸残留的敏感性未见报道。

本研究采用盆栽法测定了47个杂交玉米品种对咪
唑乙烟酸的敏感性，旨在为缓解咪唑乙烟酸残留对
玉米安全生产的影响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本研究共测定了47个杂交玉米品种对咪唑乙

烟酸的敏感性，供试玉米品种信息如表1所示。
1.2 供试药剂及材料
供试药剂：98%咪唑乙烟酸原药，青岛瀚生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玉米品种 生产公司 玉米类型 粒型
中农大787 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太玉339 山西中农赛博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蠡玉35 石家庄蠡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天泰16 平邑县种子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正大658 云南正大种子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先玉335 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硬粒型
中糯309 江西赣新种子有限公司 糯玉米 糯质型
银糯一号 北京中品开源种子有限公司 糯玉米 糯质型
沈玉21 河北润垚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鲁单818 安徽丰乐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西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黄玉米 马齿型
乌苏里 佳木斯西林种子有限公司 糯玉米 糯质型
登海3622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硬粒型
伟科702 郑州伟科作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承玉11 承德裕丰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邯丰79 北京中科思壮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美德407 德州市德农种子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万盛107 河北冠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金诚35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荃科928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鲲玉8号 河南鲲玉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金海2010 莱州市金海作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隆平208 湖南隆平高科农平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紫金605 石家庄考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蠡玉16 北京奥瑞金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伟科996 郑州伟科作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金海13 莱州市金海作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NK815 北京市顺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鑫研228 山东鑫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德单123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赛博173 山西中农赛博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齐单123 山东鑫丰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金诚5号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中科玉505 北京联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登海605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登海652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万盛103 河北冠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硬粒型

表 1 供试玉米品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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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土壤：壤土（有机质含量为2%，pH值为6.6，
粘粒含量约为43%，土壤湿度约为74%），青岛农业
大学。
1.3 咪唑乙烟酸的添加
供试土壤为壤土，采集距地表25 cm无植被覆盖

且未受除草剂污染的表层土。土壤采集后在室内自
然风干，过2 mm筛，置室内备用。精确称取咪唑乙烟
酸原药置于50 mL离心管中，加入少许甲醇，振荡溶
解，加水稀释至30 mL，置室温备用。准确称取1 kg土
壤放置于容器内，一边搅拌土壤，一边将上述咪唑
乙烟酸溶液缓缓喷于土壤表面，使咪唑乙烟酸在土
壤中的终浓度分别为0.125、0.25、0.5、1.0、3.0 mg/kg。
将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后摊开阴干，装入培养钵
（深度为16 cm）中备用。
1.4 生物测定
除去玉米种子包衣剂，经0.5%次氯酸钠溶液表

面消毒后，加入适量无菌水于室温下浸泡催芽，露白

后播种于1.3所述的培养钵中，试验重复3次，以加入
等量甲醇的土壤为对照。置于温室内，温室温度为
白天28℃，夜晚18℃，自然光照，每5 d浇水100 mL。
10 d后测量玉米幼苗株高和地上部鲜重。
1.5 数据处理
用SPSS 20.0软件的Probit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

析，以处理组抑制玉米种子萌发数、株高或鲜重为
响应频率，以对照组玉米种子萌发数、株高或鲜重
为观测值，浓度为协变量，转换对数，抑制率几率值
（y）和浓度对数值（x）建立回归方程（y=a＋bx），当
y=5时，求得x值并取反对数，即为萌发抑制中浓度、
株高抑制中浓度和鲜重抑制中浓度。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杂交玉米品种对土壤中咪唑乙烟酸的敏
感性试验结果见表2。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玉米品种
对咪唑乙烟酸敏感性存在差异。

玉米品种 生产公司 玉米类型 粒型
登海 710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明天 636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丹玉 405 山东丹玉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登海 533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登海 117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良玉 99 辽宁省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 黄玉米 半马齿型
明天 695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登海 111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登海 1717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米 马齿型
MY73 河南省彭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玉米 硬粒型

（续表 1）

玉米品种
萌发抑制中浓度/

(mg·kg-1)
株高抑制中浓度/

(mg·kg-1)
紫金605 ＞3 a 2.230±0.238 a
登海710 ＞3 a 1.523±0.174 b
登海605 ＞3 a 1.787±0.234 ab
NK815 ＞3 a 1.101±0.043 c
德单123 ＞3 a 1.434±0.078 b
万盛107 ＞3 a 0.901±0.052 d
登海3622 ＞3 a 1.105±0.032 c
太玉339 ＞3 a 0.780±0.034 d
中农大787 ＞3 a 0.769±0.041 d
金海13 ＞3 a 0.719±0.044 d
沈玉21 ＞3 a 0.675±0.062 d
伟科702 ＞3 a 0.166±0.043 e
赛博173 ＞3 a 0.559±0.045 d
中糯309 ＞3 a 0.566±0.056 d
蠡玉16 ＞3 a 0.633±0.032 d

鲜重抑制中浓度/
(mg·kg-1)

1.991±0.241 a
1.687±0.091 ab
1.578±0.205 ab
1.289±0.403 b
1.257±0.345 b
1.057±0.032 b
0.998±0.121 b
0.835±0.021 c
0.809±0.032 cd
0.800±0.044 cd
0.775±0.032 d
0.772±0.033 d
0.749±0.037 de
0.740±0.039 de
0.678±0.034 e

玉米品种
萌发抑制中浓度/

(mg·kg-1)
株高抑制中浓度/

(mg·kg-1)
鲜重抑制中浓度/

(mg·kg-1)
鑫研228 ＞3 a 0.559±0.012 d 0.670±0.022 e
登海652 ＞3 a 0.610±0.046 d 0.621±0.045 ef
银糯一号 ＞3 a 0.543±0.078 d 0.617±0.026 f
金诚5号 ＞3 a 0.822±0.039 d 0.569±0.043 f
万盛103 ＞3 a 0.663±0.036 d 0.463±0.022 g
西花玉米 ＞3 a 0.400±0.056 d 0.461±0.018 g
鲲玉8号 ＞3 a 0.362±0.031 d 0.446±0.023 g
天泰16 1.923±0.233 c 0.468±0.056 d 0.435±0.061 g
齐单123 ＞3 a 0.371±0.047 d 0.435±0.020 g
鲁单818 1.304±0.042 e 0.607±0.073 d 0.426±0.035 g
隆平208 ＞3 a 0.485±0.042 d 0.412±0.044 g
金海2010 ＞3 a 0.598±0.033 d 0.377±0.044 gh
邯丰79 1.122±0.067 f 0.258±0.060 e 0.370±0.004 g
金诚35 ＞3 a 0.207±0.004 e 0.334±0.006 h
乌苏里 0.377±0.003 g 0.253±0.027 e 0.333±0.016 h

表 2 不同玉米品种对土壤中残留咪唑乙烟酸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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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品种
萌发抑制中浓度/

(mg·kg-1)
株高抑制中浓度/

(mg·kg-1)

登海 1717 ＞3 a 0.243±0.032 e

先玉 335 0.158±0.004 h 0.279±0.019 e

蠡玉 35 1.061±0.321 ef 0.363±0.011 d

美德 407 0.16±0.006 h 0.257±0.034 e

登海 111 ＞3 a 0.252±0.016 e

正大 658 1.551±0.112 d 0.265±0.023 e

鲜重抑制中浓度/
(mg·kg-1)

0.275±0.044 hi

0.260±0.011 i

0.238±0.031 ij

0.218±0.006 j

0.211±0.034 j

0.206±0.026 j

玉米品种
萌发抑制中浓度/

(mg·kg-1)
株高抑制中浓度/

(mg·kg-1)
鲜重抑制中浓度/

(mg·kg-1)

登海 117 ＞3 a 0.169±0.054 e 0.177±0.018 jk

丹玉 405 ＞3 a 0.163±0.035 e 0.164±0.022 jk

MY73 ＞3 a 0.175±0.045 e 0.157±0.019 k

良玉 99 ＞3 a 0.187±0.013 e 0.139±0.032 k

登海 533 ＞3 a 0.155±0.017 e 0.131±0.019 k

伟科 996 ＞3 a 0.501±0.064 d 0.279±0.036 i 明天 636 ＞3 a 0.164±0.040 e 0.179±0.012 jk

中科玉 505 ＞3 a 0.460±0.043 d 0.324±0.022 hi 明天 695 ＞3 a 0.197±0.022 e 0.206±0.014 j

荃科 928 2.428±0.087 b 0.249±0.033 e 0.284±0.011 i 承玉 11 1.121±0.056 f 0.215±0.024 e 0.196±0.007 j

（续表 1）

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玉米品种间存在显著差异性。

在玉米种子萌发方面，咪唑乙烟酸对‘登海710’
‘登海605’‘登海3622’‘明天695’‘良玉99’等37个
品种抑制中浓度均大于3 mg/kg，且相互间无显著性
差异；对‘美德407’‘正大658’等10个品种的种子萌
发对咪唑乙烟酸的敏感性较低，其中咪唑乙烟酸对
‘先玉335’的抑制最为严重，抑制中浓度为0.158
mg/kg；其次为‘美德407’‘乌苏里’‘蠡玉35’，抑制
中浓度分别为0.160、0.377和1.061 mg/kg。

在玉米早期生长方面，不同玉米品种之间对咪
唑乙烟酸的耐受性明显不同，株高抑制中浓度介
于0.155～2.230 mg/kg之间，鲜重抑制中浓度介于
0.131～1.991 mg/kg之间。其中，‘登海533’对咪唑乙
烟酸最敏感，株高抑制中浓度为0.155 mg/kg，鲜重
抑制中浓度为0.131 mg/kg；其次表现较敏感的品种
为‘良玉99’‘MY37’，株高抑制中浓度分别为0.187
和0.175 mg/kg，鲜重抑制中浓度分别为0.139和
0.157 mg/kg；‘紫金605’对咪唑乙烟酸耐受程度最
高，株高、鲜重抑制中浓度分别为2.23和1.991 mg/kg，
分别为‘登海533’的14.4和15.2倍；其次耐受性较高
的玉米品种为‘登海710’‘登海605’‘NK815’‘德单
123’‘万盛107’，株高抑制中浓度分别为1.523、
1.787、1.101、1.434和0.901 mg/kg，鲜重抑制中浓度
分别为1.687、1.578、1.289、1.257和1.057 mg/kg，综合
来看，大部分耐药性程度相对较高的玉米品种种子
萌发不易受咪唑乙烟酸的影响。综合以上研究结
果，可得出以下结论：‘紫金605’‘登海710’‘登海
605’‘NK815’‘德单123’‘万盛107’等玉米品种对咪
唑乙烟酸的耐受性较高，而‘登海533’‘良玉99’
‘MY73’‘丹玉405’‘登海117’‘明天636’‘正大658’
等玉米品种则对咪唑乙烟酸表现较为敏感，施用过
咪唑乙烟酸地块的下茬玉米品种的选择需慎重。

3 讨论与结论

咪唑乙烟酸活性高、杀草谱广，但其在土壤中
残留时间较长，不仅影响土壤微生物结构和土壤酶
活性[11-12]，还容易引起对后茬敏感作物的药害。咪唑
乙烟酸是内蒙古及黑龙江大豆产区的主导除草剂
品种，但由于其药害问题严重制约了正常作物的轮
作。前人研究表明，在咪唑乙烟酸施药后12个月内
种植玉米，低剂量安全，高剂量下仍然对后茬玉米、
小麦、棉花等产生不同程度的药害，其中，在216 g/hm2

处理下，与对照相比，显著抑制玉米的株高和鲜
重[13]。本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本研究在室内条件下共测定了47个杂交玉米

品种对土壤中咪唑乙烟酸残留的敏感性。结果显
示，不同的玉米品种对咪唑乙烟酸的敏感性和耐受
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应用过咪唑乙烟酸的地
块，在种植下茬玉米品种的选择上需要慎重。当土
壤中咪唑乙烟酸残留浓度高于3 mg/kg时，虽然对大
多数玉米品种的种子萌发影响较小，但会严重抑制
玉米的生长；当土壤中咪唑乙烟酸残留浓度介于
0.125～3 mg/kg时，尽量选择耐药性相对较高的‘紫
金605’‘登海710’‘登海605’‘NK815’‘德单123’‘万
盛107’等玉米品种，避免使用‘登海533’‘良玉99’
‘MY73’‘丹玉405’‘登海117’等较为敏感的品种。

此外，咪唑乙烟酸在田间的降解速度与光照、
温度、土壤湿度、土壤类型、土壤微生物等因素有
关[14]。随着咪唑乙烟酸施药时间的延长，对后茬作物
的影响会逐渐降低。在大豆-玉米轮作田，生产中要
控制咪唑乙烟酸的使用量。结合本次试验结果，可
优先选择下茬玉米‘紫金605’‘登海710’等品种轮
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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