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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对水稻稻瘟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其药效随用药量

加大而显著上升，其中第 2 次药后 15 d 17.5 g/667m2的防效达 79.41%，与对照药剂拿敌稳 15.0 g/667m2和 43%戊

唑醇 SC 15.0 mL/667m2的防效相当，且安全性好，因此可以在生产上加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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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rifloxystrobin-Tebuconazole on Controlling Rice B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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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 efficacy trials indicated that trifloxystrobin-tebuconazole 75%WG had good effects on 

controlling the rice blast. Disease preventing efficiency increased with the dose increase, with a efficiency up to 

79.41% when 15 d after the second spraying, which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NATIVO and  

tebuconazole 43% SC. More importantly, trifloxystrobin-tebuconazole 75% WG was safe to humans. A regional 

application can be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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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瘟病是我市水稻生产上的主要病害之一，是

由灰梨孢菌侵染引起的一种重要真菌病害，每年都

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危害，特别在半山区、山区。由

于受菌源、气候、品种以及肥料等方面的影响，加

上云雾多、早晚结露时间长等特点，稻瘟病发生程

度较重，危害损失较大[1-3]。因此，为了进一步筛选

出防治水稻稻瘟病的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选

用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进行田间小区药

效试验及应用技术研究，以明确该药剂对水稻稻瘟

病的防治效果、适宜浓度、持效期及对水稻的安全

性，为今后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4]。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地点选择在浙江省临海市江南街道白岩岙

村，试验田三面环山，四周均种植早稻，土壤为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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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施肥水平略高于当地常规，且水源来自山间冷

却水。试验作物为早稻，品种为嘉育 293，施药前

水稻长势嫩绿，处于破口抽穗期，之前未用过任何

杀菌剂。 

1.2  试验药剂 

试验药剂为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江

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生产），浙

江省农药检定管理所提供；对照药剂为肟菌酯·戊唑

醇 75%水分散粒剂（下文用商品名拿敌稳，拜耳作

物科学有限公司生产）和戊唑醇 43%悬浮剂（上海

惠光化学有限公司生产）。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 个处理，每个处理 4 次重复，共 24

个小区。随机排列，小区面积为 41 m2，且周围设有

保护行。试验设计如下：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

粒剂三个浓度，分别为：15.0 g/667m2、17.5 g/667m2、

20.0 g/667m2，拿敌稳 15.0 g/667m2，戊唑醇 43%悬

浮剂 15.0 mL/667m2以及清水对照。 

第 1 次施药时间为 7 月 4 日（此时早稻处于破

口抽穗期，田间叶瘟发生比较均匀但穗瘟未发生），

后隔 8 d 即 7 月 12 日再次施药。每次施药用“佳雨”

牌 JY-767 型背负式动力喷雾机对水稻植株均匀喷

雾，每 667 m2对水量为 40 L。 

1.4  试验期间气象情况 

第 1 次施药当天多云，微风（风速 3.4~5.4 m/s），

平均气温 32.3 ℃，相对湿度 71.0%，48 h 内未下雨，

但此后出现 2 d 连阴雨天气；第 2 次施药当天多云

转晴，轻风（1.6~3.3 m/s），平均气温 31.6 ℃，相对

湿度 69.0%，30 h 内未下雨，但此后出现 3 d 连阴

雨天气。整个试验期间总降雨日 11 d，总降雨量为

79.3 mm，总体看对本试验基本影响不大。 

1.5  试验测定方法 

试验分别于第 1 次药后 8 d 即 7 月 12 日（水稻

灌浆期）、第二次药后 15 d 即 7 月 27 日（水稻黄熟

期）调查穗瘟发病情况。 

测定方法：每小区对角线五点取样，每点调查

30 穗（共 150 穗），逐穗分级计算病穗率、病指和

防效，并用 DPS 软件新复极差法（DMRT）进行差

异显著性分析[5]。另外在整个试验期间观察供试药

剂处理后对水稻叶片、植株长势等有无不良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施用药剂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在本试验条件下，整个试验期间供试药剂处理

后对水稻叶片、植株生长性能等无任何不良影响，

药剂安全性较好。 

2.2  施用药剂对稻瘟病的控制效果 

由表 1 可以看出，经新复极差法（DMRT）测

定，第一次药后 8 d 每 667m2肟菌酯·戊唑醇 75%水

分散粒剂 15.0 g、17.5 g、20.0 g 分别对水稻稻瘟病

的防治效果为 62.77%、74.24%和 78.85%，其中：

20.0 g/667m2极显著优于 17.5 g/667m2、对照药剂戊

唑醇 43%悬浮剂 15.0 mL/667m2、拿敌稳 15.0 

g/667m2(P<1%)。 17.5 g/667m2 极显著优于 15.0 

g/667m2(P<1%)，与对照药剂戊唑醇 43%悬浮剂 15.0 

mL/667m2 之间无显著差异(P>5%)，但显著差于对

照药剂拿敌稳 15.0 g/667m2(P<1%)；而 15.0 g/667m2

极显著差于两个对照药剂(P<1%)。

表 1  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防治水稻稻瘟病的效果 

第 1 次药后 8d 第 2 次药后 15d 
药剂处理 

[制剂量(g/667m2, mL/667m2)] 
病穗率 

（%） 
病指

防效 

（%） 

病穗率 

（%） 
病指 

防效 

（%） 

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  15.0 14.34 3.30 62.77 cD 24.17 6.35 64.88 dC 

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  17.5 10.83 2.28 74.24 bBC 16.50 3.72 79.41 bcAB 

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  20.0 10.50 1.87 78.85 aA 14.67 3.00 83.39 aA 

拿敌稳                      15.0 10.50 1.95 78.09 aAB 15.00 3.26 82.10 abAB 

戊唑醇 43%悬浮剂            15.0 9.50 2.39 73.09 bC 16.67 4.04 77.72 cB 

空白对照（CK） 27.00 8.85 — 45.67 18.11 — 

注：上表中的数据为四重复平均值，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 0.01、0.05 水平下的显著性差异。

第二次药后 15 d 每 667m2 肟菌酯·戊唑醇 75% 水分散粒剂 15.0 g、17.5 g、20.0 g 分别对水稻稻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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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防治效果为 64.88%、79.41%和 83.39%，其中，

20.0 g/667m2 显著优于 17.5 g/667m2(P<5%)，极显著

优 于 对 照 药 剂 戊 唑 醇 43% 悬 浮 剂 15.0 

mL/667m2(P<1%)，与对照药剂拿敌稳 15.0 g/667m2

之间则无显著差异(P>5%)；17.5 g/667m2 极显著优

于 15.0 g/667m2(P<1%)，与对照药剂戊唑醇 43%悬

浮剂 15.0 mL/667m2 和拿敌稳 15.0 g/667m2之间则

无显著差异(P>5%)；而 15.0 g/667m2 极显著差于两

个对照药剂(P<5%)。 

3  小结 

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对水稻稻瘟病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其药效随用药量加大而显著上

升，其中第二次药后 15 d 17.5 g/667m2 的防效达

79.41%，与对照药剂拿敌稳 15.0 g/667m2 和 43%戊

唑醇SC 15.0 mL/667m2的防效相当，且对水稻安全，

因此可以在生产上加以推广应用。 

使用时应掌握在水稻稻瘟病发病前或刚发病初

期即水稻孕穗破口期及时用药[6-7]，其经济适宜制剂

量为肟菌酯·戊唑醇 75%水分散粒剂 17.5 g/667m2，

后隔7~10 d再连续用药2~3次，每次用水量为30~50 

L/667m2。当田间叶瘟较重或者水稻孕穗破口期遇连

续多雨，则应适当加大用药量，以进一步提高防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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