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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新型杀菌剂对烟草赤星病的防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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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田间药效试验袁对比 4 种新型杀菌剂防治烟草赤星病的效果遥 结果表明袁240 g/L 氯氟醚菌唑窑吡唑醚
菌酯乳油尧42.4%氟唑菌酰胺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尧400 g/L 氯氟醚菌唑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尧38%吡唑醚菌酯窑啶酰菌胺
水分散粒剂等 4 种药剂防效均高于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袁其中 400 g/L 氯氟醚菌唑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的防效最好袁
可达 85.60%遥 为避免烟叶农残超标袁可选用以上 4 种药剂交替使用防治烟草赤星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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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trol Effect of Four New Fungicides Against Tobacco Brown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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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icacy of four new fungicides against tobacco brown spot was compared by field efficacy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 of 240 g/L clofluconazole窑pyraclostrobin EC, 42.4% fluconazole窑pyraclostrobin SC, 400 g/L
clofluconazole窑pyraclostrobin SC, 38% pyraclostrobin窑picrylamide WG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40% sclerotin WP, and 400 g/L
clofluconazole窑pyraclostrobin SC has the best control effect, reached 85.60%.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pesticide residue in
tobacco leaf, the above 4 kinds of fungicides can be used alternatel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obacco brown spot.
Keywords tobacco brown spot; new fungicide; control effect

烟草赤星病是由链格孢菌渊A lternaria alternate渊Fr-

ies Keisslar冤冤引起的真菌性病害 袁主要危害成熟期烟
[1]

叶袁具有间歇性和暴发性发生的特点遥 该病发生率最

高可达 90%袁重病区烟叶减产达 50%以上[2]遥 近年来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10 日在四川省

泸州市大寨苗族乡进行遥 试验地地势平坦袁肥力中等袁

受烟田种植模式的转变袁烟叶生产逐步向规模化尧集

光照条件良好袁烟草赤星病常年发生袁其他田间管理

约化方向发展袁导致烟田连作现象愈发普遍袁加之异

按照泸州市优质烟叶生产技术实施遥

常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袁烟草赤星病呈现逐年上升趋

1.2 试验材料

势[3]遥 对于烟草赤星病的药剂防治袁目前国内仍以 40豫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为主遥 但是袁该类药剂为内吸性杀

菌剂袁病原菌易产生抗药性袁同时农药残留量较高袁大
大影响了烟叶品质的提高[4]遥

本文通过对 4 种新型杀菌剂的田间药效对比袁明

确其对烟草赤星病的防治效果袁旨在为烟叶生产中烟
草赤星病的防治提供更广泛的药剂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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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烤烟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云烟 87遥供试药剂院

38%吡唑醚菌酯窑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尧42.4%氟唑菌
酰胺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尧400 g/L 氯氟醚菌唑窑吡唑醚

菌酯悬浮剂尧240 g/L 氯氟醚菌唑窑吡唑醚菌酯乳油袁均

由巴斯夫渊中国冤生产曰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袁由江西
禾益生产遥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 6 个处理袁分别为 38%吡唑醚菌酯窑啶

酰菌胺水分散粒剂 750.0 g/hm2渊A冤尧42.4%氟唑菌酰胺窑
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375.0 g/hm2渊B冤尧400 g/L 氯氟醚菌

兰鑫宇等院4 种新型杀菌剂对烟草赤星病的防效研究
唑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487.5 g/hm2渊C冤尧240 g/L 氯氟醚

表 1 不同处理对烟草赤星病的防效

菌唑窑吡唑醚菌酯乳油 750.0 g/hm2渊D冤尧40%菌核净可

处理
A
B
C
D
E
CK

湿性粉剂 3.0 kg/hm2渊E冤尧以清水作对照渊CK冤袁每个处
理 3 次重复袁共计 18 个重复袁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袁每

个重复栽植 120 株烤烟遥
1.4 试验方法

发病初期进行喷雾处理袁每隔 7 d 施药 1 次袁连续

施药 3 次遥 第 1 次施药时间为 6 月 21 日袁第 2 次施药
时间为 6 月 29 日袁第 3 次施药时间为 7 月 6 日遥
1.5 调查内容与方法

采用田间固定 5 点取样袁每点 25 株袁第 3 次施药

后 7 d 进行防效调查遥 按照叶烟草病虫害分级及调查方

法曳[5]调查袁计算病情指数及防治效果遥 调查分级标准
渊以株为单位冤院0 级袁全叶无病曰1 级袁病斑面积占叶片

面积的 1豫以下曰3 级袁 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2豫耀
5豫曰5 级袁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6豫耀10豫曰7 级袁病斑
面积占叶片面积的 11豫耀20豫曰9 级袁病斑面积占叶片
面积的 21豫以上遥 相关计算公式如下院

病情指数越[撞渊各级病株或叶数伊该病级值冤/渊调查

总株数或叶数伊最高级值冤]伊100曰
防效渊%冤=渊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冤/对照
病情指数伊100遥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 可知袁第 3 次用药后 10 d袁处理 E渊40%菌

核净可湿性粉剂 750.0 g/hm2冤平均病情指数最大袁为

病情指数
4.47
4.26
3.03
4.42
6.61
21.04

防效/%

78.75依2.59 b
79.75依2.43 b
85.60依1.18 bc
78.99依2.10 b
68.58依1.31 a

注院同列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浮剂 487.5 mL/hm2 防效最好袁其余 3 种药剂防效相差

较小遥

3 结论与讨论
烟草赤星病一般发生在采收期袁高温高湿的环境
条件下烟草赤星病极易暴发袁短时间内可造成大面积
流行遥 目前袁田间防治主推药剂菌核净面临着高抗药

性威胁袁因而研究高效的赤星病防治策略迫在眉睫[6]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38%吡唑醚菌酯窑啶酰菌胺水分散

粒剂尧42.4%氟唑菌酰胺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尧400 g/L

氯氟醚菌唑窑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尧240 g/L 氯氟醚菌唑窑
吡唑醚菌酯乳油等 4 种药剂对烟草赤星病均具有良
好的防效遥因此袁生产上可采用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渊包含复配制剂冤与以上 4 种药剂轮换交替使用袁既可

以有效防治烟草赤星病尧降低初烤烟叶农药残留量袁

又可以有效延缓烟草赤星病菌对化学药剂的抗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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