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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专论

精细化工 HAZOP 分析的难点及对策
高斌鹏，汲国庭，薛武平，王学忠
(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通 226400)
摘要：介绍 HAZOP 分析在精细化工企业的应用、各参与主体、分析工具的使用等现状，提出精细化工行业 HAZOP
分析应用中容易产生的问题，从企业及资源配置角度提出 HAZOP 分析应具备的宏观条件，并对精细化工企业
HAZOP 分析的关键点提出要求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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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AZOP analysis
for fine chemicals
GAO Binpeng, JI Guoting, XUE Wuping, WANG Xuezhong
(CAC Nantong Chemical Co., Ltd., Nantong 226400,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HAZOP analysis in the fine chemical industry enterprise, the statu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use of analysis tools were introduced. The problems which are easy to occur in the application of HAZOP analysis in the
fine chemical industry were proposed. The macro conditions that HAZOP analysis should have were pres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quire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key points of HAZOP
analysis in fine chemical enterprises were suggested.
Keywords: fine chemical; HAZOP; independent protection layer; accident risk; safety precaution

HAZOP (Hazard and Operability)，即危险与可操
作性分析，在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及行业的整体推动
下，是目前化工行业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风险辨识
方法。精细化工行业从事 HAZOP 分析工作的主体

1 精细化工企业 HAZOP 分析现状
1.1 应用场景
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和首次工业化设计的
建设项目，应在基础设计阶段开展 HAZOP 分析工

包括企业、设计院、第三方咨询企业、行业协会等。

作，提高本质安全度，提升装置可操作性；涉及“两

本文就精细化工 HAZOP 分析的难点进行剖析，并

重点一重大”的在役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至少每

对高效科学开展分析工作提出相应对策。

3 年进行一次全面 HAZOP 风险分析，定期对工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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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辨识及控制。
对其他生产、储存装置的安全风险辨识分析，
针对装置不同的复杂程度，可每 5 年进行一次。
变更过程风险辨识方法需结合变更类型灵活选
择，对于涉及到工艺流程的变更，使用 HAZOP 辨
识并控制变更带来的风险是比较好的选择。

题，在工艺安全管理方面不成体系，不同的设计院
HAZOP 分析质量差距较大。为了保证设计的连贯
性，一般精细化工新建项目的 HAZOP 分析工作仍
由设计院主导[1]。
1.2.3 行业协会
国家级行业协会与国家安全主管部门一起，在

设备停用前，一般选择 HAZOP 分析方法识别

精细化工行业推广 HAZOP 分析应用中起到重要作

设备停用的危害并制定控制措施，当然也可选择其

用，具有较强的行业号召力。行业协会一般不进行

他方法。

具体的分析工作，主要承担国内精细化工 HAZOP

总而言之，对于工艺过程部分的风险，HAZOP
分析是一种较适宜的风险辨识方法。
1.2 从事分析工作的主要力量
HAZOP 分析方法经过政府、行业和企业十几年

分析人才培养以及行业安全管理交流的任务。
1.2.4 咨询企业及评价机构
近年来国内在工艺安全管理领域出现较多的咨询
企业，与安全评价机构一起，承担了大量化工企业的

推广，在精细化工企业已深入人心，得到普遍应用。

HAZOP 分析工作，精细化工行业具有操作繁琐，步

目前精细化工行业参与 HAZOP 分析的力量较多，

骤多，物料种类多等特点，不同的第三方企业分析的

由于 HAZOP 分析特别耗时耗力，各主体具有不同

HAZOP 质量差距较大，总体而言，第三方咨询企业

的特点。

在精细化工行业的 HAZOP 分析质量欠佳。

1.2.1 精细化工企业

1.3 分析工具

大型精细化工企业管理规范，专业技术力量雄

早期的 HAZOP 分析工具仅为 EXCEL 表格，主

厚，对 HAZOP 分析乃至工艺安全管理的理论掌握

要依靠分析者的头脑风暴进行定性分析，表格较为

较深，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企业高度重视安

简单，典型的分析逻辑如表 1 所示[2]。随着 HAZOP

全管理，能够很好地独立开展 HAZOP 分析工作并

分析由纯定性逐步朝半定量化发展，逐步形成“偏

落实控制措施，有效管控企业风险。该类企业以染

离→原因→结果(裸风险)→已有安全措施→剩余风

料、医药、农药、涂料等精细化工细分行业前 50 至

险 1→建议安全措施→剩余风险 2”的模式，典型的

100 强企业为主，包含跨国企业在内。除此之外的

分析逻辑如表 2 所示[3]。

大量中小规模精细化工企业普遍存在人才投入低，

除此之外，国内开发了很多 HAZOP 分析软件，

专业技术力量不足，专业门类配置不全等问题，基

多为第三方咨询企业开发，优点是能够一定程度提

本不具备独立开展 HAZOP 分析的能力。

高工作效率，缺点是部分软件的人机交互功能差。

1.2.2 设计院

还有部分软件过分追求操作简单、初学者容易上手，

国内具有精细化工设计业务的设计院，虽然规

一定程度曲解了 HAZOP 的分析逻辑，将保护层盲

模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专业门类齐全、技术力量雄

目简化为固定的几种，失去了 HAZOP 应该是基于

厚的特点，一般都同步开展 HAZOP 分析业务。但

风险控制的大原则。总体而言，软件的使用是行业

设计院普遍存在精细化工生产实践经验不足的问

趋势，能够很大程度提高分析效率，输出整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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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真甄别。

早期的 HAZOP 分析记录

分析项目：过程示例

表页：1/2

图纸编号：

版本号：

日期：1998 年 12 月 17 日

小组成员：

成员 A、成员 B、成员 C、成员 D、成员 E、成员 F

会议日期：1998 年 12 月 15 日

节点：

从供料罐 A 到反应器的输送管道

设计意图：

物料：A

活动：以大于物料 B 的输送速率连续输送

起始点：装有原料 A 的供料罐

终止点：反应器

序号 引导词
1

无

2

无

要素
物料 A

偏离

输送物料 A(以大 没有输送

物料 A 过
多

后果

物料 A

安全措施

没有 A 流入反

无物料 A A 供料罐是空的

于输送 B 的速率) 物料 A

3

可能的原因

无显示

应器；爆炸

注释

无显示

此情况不可 增加物料 A 流量的测量和低流量报

这应该在前面 如果在先前罐节点分析中，这一风险

量使罐

无显示
从槽车向罐中加料

出到围堰内

的罐的节点分 没有被识别出来，考虑增加高液位报 成员 C
析中被识别

多；物料 A

试车程序
含过量的 A

半定量的 HAZOP 分析记录

节点描述

设计意图

从供料罐 A 到反应器的输送管道

图号

成员 F

无

型不对

表2

1

在试车时测试泵的流量和特性；修改
少；产品中将

流速增大

节点序号

警

产量可能减
叶轮尺寸选错；泵选

输送 A

活动：以大于物料 B 的输送速率连续输送
起始点：装有原料 A 的供料罐

终止点：反应器
2022 年 1 月 1 日

会议日期

成员 A、成员 B、成员 C、成员 D、成员 E、成员 F

参加人员

风险分析

参数

剩余风
序号 /引 偏离

原因

后果

严重性 可能性 初始

导词
1

成员 F

警，以及当 A 低流量时联锁停泵 B

当没有足够的容量时，物料从罐中溢

输送量过
多

成员 E

警，且液位低时联锁停泵 B

接受

溢出

4

责任人

此情况不可 考虑在 A 供料罐安装一个低液位报
接受

泵 A 停止；管路堵塞 爆炸

建议措施

已有保护措施
险1

风险

流量 A 流 A 供料罐是空 没有 A 流入，导致反应器超压，发生
量无

的

4

E-0

A

剩余风 备
建议措施

⑴ A 供料罐上设置有

B

险2
1、建议在

物理爆炸，造成 1~2 人伤亡；经济损

磁翻板液位计，低液位

反应器设

失 30 万；未对环境造成影响；省级媒

报警，人员及时干预；

置安全

体报道

⑵ A 供料罐上设置有

阀，超压

雷达液位计，并设置低

泄放至安

液位联锁停泵 B 的

全地点

注

C

BPCS

1.4 存在问题
不同的人对 HAZOP 分析方法的理解程度不同，
精细化工行业普遍存在 HAZOP 分析逻辑不正确、

根本原因查找不准确、原因与安全措施存在共因失
效、初始事件发生因子及安全措施消减因子取值不
妥等问题，许多的 HAZOP 分析仍停留在依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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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的原始阶段，安全措施不具备可操作性。

事故后果严重度应至少包含“人员安全、经济损失、

针对在役装置的分析，由于分析人员的能力不足

环境影响、社会影响”4 个方面，其中企业可接受

或分析专业配备不齐，导致有分析无问题，难以输出

风险值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过高(可接

有效的建议安全措施，对装置的安全提升无帮助。

受风险值过高造成企业承担较大的剩余风险)与过

精细化工工艺流程复杂，产品特异性强，咨询
企业甚至设计院水平良莠不齐，第三方分析人员没

低(可接受风险值过低导致安全措施的投入加大)都
不妥当。

有精细化工一线作业经验，分析质量参差不齐，可

企业应根据生产实践的积累，结合行业相关数

操作性差，由于 HAZOP 分析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

据[4]，制定自己的初始事件发生频率，例如作业人

作，基于图纸张数或项目总包定价的方式不利于分

员操作失误频率，若操作人员经受良好的训练并有

析的深入开展。

完整的作业指导书且从事精细化工操作超过 10 年、

1.5 HAZOP 分析应具备的宏观条件

车间管理人员按照规定每日巡查，则初始事件发生频

精细化工企业应切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建立
基于风险管理的经营策略，高层领导重视 HAZOP
分析工作，在资源上予以倾斜，摒弃应付检查和完
任务的思想，创建良好的分析环境。

率可取 10-2，反之，则要取 10-1 甚至 100，即认为对
特定的作业，每年会发生一次操作人员的失误事件。
精细化工实际运行经验表明，独立保护层作为风
险控制措施是可靠的，未经特别设计的普通管理措施

企业建立各专业强大的人才队伍，建立自己的

在工厂落实中存在瑕疵，对于控制风险是无效的，在

人才库，培训拥有精细化工经验的 HAZOP 分析主

HAZOP 分析中，对于半定量计算过程，应仅对独立

席，积极参加行业交流和培训，掌握风险分析发展

保护层取值，对不满足独立保护层的措施不取值。

的前沿动态。
新建项目的 HAZOP 分析由设计院主导，但主

企业应制定自己的独立保护层消减因子，例如
装在氮气、蒸汽系统上的安全阀，由于介质纯净无

席由企业人员担任，设计院各专业+企业各专业(含

腐蚀，设计选型合理的安全阀消减因子可以取 2.0，

企业一线资深作业人员)组成联合工作团队，分析关

对于固液两相的工艺介质，应考虑腐蚀堵塞等工况，

键点参考下文所述内容或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

安全阀消减因子可以取 1.0。

在役装置的 HAZOP 分析由企业自主开展，不

分析前，应对偏离和引导词进行正确理解，现

委托第三方进行。

在行业内的软件一般都内置了足够多的偏离和引导

2 分析方法的确定和工作准备

词，只要能够正确理解，不发生遗漏，足以满足精
细化工 HAZOP 分析要求。

精细化工企业在开展 HAZOP 分析之前，应首
先确定企业适用的风险矩阵表及剩余风险可接受程

3 分析过程的难点及对策

度、初始事件发生频率、独立保护层消减因子等专

3.1 寻找根因与最终结果，不同原因分别分析

业数据库，数据库的制定可以参考相关行业数据但

在通过一个引导词+偏离寻找事故假设情景时，

不可照搬，因为各精细化工企业的规模、区位、产

应该寻找到该事故假设情景的根本原因并确定最终

品及工艺特点均不同，具有特异性。风险矩阵表的

后果，例如一台可燃液体反应釜由于夹套蒸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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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导致釜内超温，应该对该事故假设情景进一步分

当对事故假设情景的发生起到决定性的消减作用，措

析结果。釜内超温会进一步导致可燃液体气化加剧，

施的执行落实与其他措施之间不存在任何干扰和共

压力升高，泄露并在空气中形成爆炸性气体，遇到

因失效，措施是否有效是可以被审计和检查过程发

点火源发生爆炸，造成人员、财产、环境、舆论等

现。精细化工 HAZOP 分析的 IPL 除“洋葱模型”中

影响。而继续分析夹套蒸汽压力大的根本原因，有

常规的本质安全设计、BPCS、关键报警+人员干预、

可能是由于人员操作失误，蒸汽阀门开度过大，也

SIS、泄压装置、围堰、应急响应外，经专门设计并

有可能是上游蒸汽总管压力升高，这 2 个根本原因

执行完整、记录齐全、定期检查执行情况的管理措施

对应不同的初始事件频率，应该分为 2 个事故假设

也可作为 IPL，例如中间产品定期取样分析等措施，

情景进行分析并记录。

这也是 HAZOP 与 LOPA 中 IPL 不同之处，LOPA 更

3.2 引导词和偏离正确理解

加强调和关注定量，可以进一步确定 SIL 等级，而

分析过程中对引导词和偏离正确理解，先遇到

HAZOP 是为了辨识与控制风险为目的。

先分析，以不遗漏为原则，不必过分强调引导词和

独立保护层的共因失效问题经常被忽视，例如

偏离的字面含义。需要注意的是，精细化工的

在一个事故假设情景中设置了“液位高联锁关进料

HAZOP 分析中，可操作性至关重要，在一个装置存

阀”和“液位高报警+人员手动关闭进料阀”2 个安

在多个固体或液体投料的场合，需要分析“错误投

全措施，但是 2 个措施的检测元件为同一台液位计，

料”的剧情；同一台反应釜包含多个操作步骤的，

则存在液位计损坏 2 个保护层同时失效，即共因失

需要分析“操作步骤过多/过少/过早/过晚”等剧情。

效的问题，不具有“独立性”，仅可以认定其中一个

3.3 避免共因失效

措施为 IPL，要解决该问题，可以增设一台不同类

共因失效一般容易出现在事故原因与安全措施
之间，以及不同的安全措施之间。例如一个“储罐磁

型的液位计，并作为其中一个措施的检测元件。
设计良好的工程技术、管理、个体防护和应急

翻板液位计卡死失真，导致料满溢出”的事故假设情

救援等措施可以具备“有效性、独立性、可审计性”

景，其安全措施就不能包含“设置有液位报警，并且

的条件，而培训教育措施很难同时满足这 3 个条件，

人员可以在 2 min 内干预并停止进料”
，因为该液位

故 HAZOP 分析中一般不使用培训教育措施进行事

计在此情景中已经发生故障，也无法通过它实现报警

故假设情景风险消减。

功能。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不断强调原因、经过、结

3.5 BPCS 取值及使用次数

果、安全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避免共因失效。
3.4 独立保护层(IPL)的认定和使用

同一个事故假设情景最多可以有 2 个 BPCS 进
行风险消减，理论上只有彻底分开的“检测元件+

在精细化工的 HAZOP 分析中，应当仅对独立

逻辑处理器+执行器”的完整系统才具备 IPL 的独立

保护层认定为有效的措施并对事故假设情景风险进

性。例如“磁翻板液位计+DCS 系统+气动切断阀”

行消减，在实践中也是如此，非独立保护层在生产

与“音叉液位开关+PLC 系统+另一台气动切断阀”

过程中对隐患的控制作用大打折扣，无形中增加了

分别属于 2 个 BPCS，可以分别对事故假设情景风险

企业的事故风险。IPL 需满足“有效性、独立性、

进行消减。

可审计性”的要求，即 HAZOP 分析中的 IPL 措施应

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内的 DCS 系统安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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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稳定性越来越高，具备强大的冗余能力，
发生失效的概率远低于检测元件和执行器。所以在

试机构分析测试取得。
3.9 先进可靠措施的应用

工厂实践中，检测元件与执行器分开，而 DCS 系统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先进措施不断被应用。

共用的情况也可以认为具备 2 个 BPCS (非安全 PLC

例如设计良好的顺序控制程序将精细化工的操作过

故障概率高，共用非安全 PLC 的 2 个系统不应当分

程由作业人员交给电脑，可以彻底消除人员误操作

别认定 BPCS)，当然这一点需要根据不同的工厂、

带来的风险；一些外置式的液位仪表(超声波、辐射

逻辑处理器品牌判断以及得到行业的认可。

式)安装方便，消除了介质影响，可靠性令人满意；

3.6 仪表故障分析

液位开关通过继电器的硬连锁关闭阀门和机泵，形

HAZOP 分析中将仪表故障作为偏离的原因分

成“检测元件+执行器”的 BPCS，在某些场合具备

析，本质上是在进行冗余分析，分析的结果一般为

更好的可靠性；通过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减少现

增加冗余仪表或者额外增加其他 IPL。精细化工一

场人员数量和暴露频率，从本质上降低事故后果，

般情况不针对仪表的故障进行分析，但连续反应自

也是精细化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动化进料中的关键控制仪表除外。对于连续进料反

4 建议措施的落实

应中影响配比的关键仪表和执行器，需要专门分析
其故障类型，并提出安全措施。
3.7 争议解决
由于 HAZOP 分析是一个长周期、涉及各专业
的会议工作模式，分析过程中的争议无法避免，当
讨论囿于一个困境而无法推进时，需要 HAZOP 分
析主席进行引导并确认最终结论。
3.8 物性数据的采集
精细化工 HAZOP 分析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
物性数据和化学、物理、安全、设备等专业知识，
目前国内主要的物性数据采集方式包括先进的
HAZOP 分析软件，部分软件集成了化学物质饱和蒸
汽压、爆炸极限等数据，另外 ASPEN PLUS、化工

4.1 高层领导参加
根据前文的分析，对事故假设情景风险消减有
效的安全措施仅考虑 IPL，但 IPL 的实现必然需要
硬件和资金的投入，这需要企业的高层领导支持。
由于高层领导通过查阅 HAZOP 分析报告难以对事
故假设情景深刻感受，所以应在分析的过程中广泛
参与，深刻理解事故假设情景的前因后果，协助分
析小组推动建议措施的落实。
4.2 落实过程中的变更
虽然 HAZOP 分析建议措施的整改落实是为了
控制风险，但硬件的增加往往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变
化，所以建议措施的落实过程中的风险还需要通过
变更管理流程进行识别并加以控制。

计算等软件也可以提供大量物性数据，一些公开网
站也能够提供化学品基本数据，除此之外，例如《化
学化工物性数据手册》
《化学工程手册》[5]等专业书

5 审计及检查
HAZOP 分析仅是一个风险识别的过程，其已有

籍也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或估算方法。若确实无法找

安全措施是否可靠的执行，建议措施是否得到落实，

到相关数据，例如极限氧浓度(LOC)、最小点火能

都需要定期的进行回顾，对落实情况逐一审计和检

(MIE)、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粉尘爆炸浓度

查，才能有效控制风险。

等专业性数据，则需要企业取样送专门的第三方测

（下转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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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现象，已满足不了安全监管的要求，成为部

[2]

分企业的致命弱点。希望企业能够正视自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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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比利时农药使用量将减少 58%
据比利时《时代报》报道，根据比利时联邦政府的计算，欧盟层面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少 50%，这
意味着比利时将不得不将本国的农药使用量减少 58%。
欧洲农药行动网络（PAN）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比利时目前果蔬中农药残留比例最高，其中一些可能会导致
一系列慢性病。因此，Wallonia 的地下水受到这些化学物质的严重污染，最终进入当地的饮用水。
为了减少这些化学品的使用，以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比利时将在未来 8 年内将农药使用量减少 58%。尽管比利时是欧洲
农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比利时设定的目标并不十分严苛。
欧盟委员会为成员国起草的一份非正式的国家农药削减目标清单指出，意大利需要将本国的农药使用量减少 62%，德国
需要减少 55%，西班牙和法国需要减少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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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专利技术分析
梁艳辉，陈翠翠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苏州 215163)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领域的相关专利技术进行梳理和统计，对国内外相关专利的申请趋势、
申请人、专利技术构成等进行分析总结，以期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拟除虫菊酯；半抗原合成；专利技术；分析
中图分类号：TQ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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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atent technologies of hapten for pyrethroid pesticides
LIANG Yanhui, CHEN Cuicui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Jiangsu Center of The Patent Office, CNIPA, Suzhou 21516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orts out and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ed patent technologies of hapten for pyrethroid
pesticides,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trend, applicants, and patent technology composition of related patents at
home and abroad,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apten for pyrethroid pesticides.
Keywords: pyrethroid pesticide; hapten; pantent technology; analysis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是一类模拟天然除虫菊酯化

子通道门控的影响，此类物质被分为Ⅰ型和Ⅱ型(图

学结构合成的农药，低毒，具有无特殊臭味、安全

1)。在结构上，Ⅰ型和Ⅱ型拟除虫菊酯的区别主要在

系数高、使用浓度低、触杀作用强、灭虫速度快、

于醇基 α-碳的位置是否存在氰基，Ⅰ型拟除虫菊酯不

残效时间长等优点。拟除虫菊酯主要应用于农业，

存在 α-氰基(例如氯菊酯、丙烯菊酯、联苯菊酯)，Ⅱ

例如防治棉花、蔬菜和果树食叶和食果害虫。在高

型拟除虫菊酯存在 α-氰基(例如氯氰菊酯、氰戊菊

毒有机磷农药被禁止使用后，拟除虫菊酯农药便有

酯、溴氰菊酯)[2]。

了更为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拟除虫菊酯还作为
家庭用杀虫剂被广泛应用，用于防治蚊蝇、蟑螂及
牲畜寄生虫等。目前，人工合成的拟除虫菊酯种类
数以万计，迄今商品化的拟除虫菊酯有近 40 个品

注：R1、R2 为不同的取代基。

图1

I 型和 II 型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结构通式

种，在全世界的杀虫剂销售额中占 20%左右[1]。根
据拟除虫菊酯独特的杀虫症状及其对昆虫神经钠离

由于拟除虫菊酯类化合物具有疏水性和光稳定

作者简介：梁艳辉(1987-)，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方向：农药专利审查相关工作。E-mail: 280059581@qq.com。
收稿日期：202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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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够长期稳定地残留在农产品和环境基质中，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等，仅

进而通过生物链进入生物体内，严重危害到环境安

在 2019 年后出现企业申请人，例如苏州快捷康生物

全和人类健康，因此，检测环境、食品、人体中拟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州

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残留十分必要[3]。

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

针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常用的检测方法包括

司等。由此可见，目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的

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法以及气相色

研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成熟的、商业化免疫检

谱-质谱等。虽然这些方法的灵敏度高，但样品需要

测试剂盒较少。

复杂的前处理过程，分析时间长并且仪器昂贵，技

2 相关专利法律状态

术要求高，不适合大量样品的快速检测。随着免疫
分析技术的发展，农药免疫分析法不但具备了与仪
器分析法相当或更高的灵敏度，且无需使用昂贵仪
器，方法简便，在农药残留的快速筛选中已显示出
独特的优势。
由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为小分子化合物(分子
量小于 1 000 kD)，不具有免疫原性，因此，拟除虫
菊酯类农药免疫检测技术的建立，关键在于半抗原
的涉及和改造，通过适当的化学方法加以适当的修
饰，使其分子结构的某个位置上带上端基为活性基
团的连接臂，使其转变为带有游离氨基或游离羧基
的衍生物，从而与大分子载体相连接，生成半抗原载体的偶联物，此偶联物即为人工抗原。
笔者检索了国内外涉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
原设计与合成的发明专利并对申请人、发明内容等
进行梳理，以期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或人工
抗原的研究或相关发明专利的挖掘提供参考。

1 申请人、申请量特点

对上述发明点为半抗原设计或合成的专利的法
律状态统计如表 1 所示，可见，目前维持有效或审
查中的专利占比较小，说明相关研究主体对拟除虫
菊酯类农药半抗原的设计和合成热度不是很高，或
者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的设计或合成存在较难
跨越的瓶颈，短期内无法获得具有创新性的有效的
半抗原化合物。由于目标物半抗原分子设计的合理
性是免疫分析方法中抗体制备的关键，涉及半抗原
结构的设计与合成的专利申请量低，因此，涉及后
续人工抗原制备、载体蛋白选择、抗原鉴定等内容
的专利申请量也相应较少。
表1

涉及半抗原设计或合成专利的法律状态

有效

失效

审查中

23.64%

65.45%

10.91%

3 半抗原的设计与合成
拟除虫菊酯农药主要由酸结构和醇结构 2 部分
构成，这类农药的半抗原设计与合成根据活性基团

从申请年度和申请量来看，全球有关拟除虫菊

引入位置的不同归纳为以下 4 类：在拟除虫菊酯的

酯类农药半抗原或人工抗原的发明专利总量在 100

酸或醇部分引入活性基团、对拟除虫菊酯的氰基部

件以内，发明点涉及半抗原设计或合成的约 50 件，

分转化引入活性基团、在末端芳香环上引入活性基

且申请时间多集中于 2005-2019 年，近两年申请量

团、对拟除虫菊酯环丙烷进行修饰引入活性基团。

较少，可见，研发热度不是很高。国内申请人占 90%

对检索到的发明专利文献的发明点进行梳理可

以上，绝大多数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申请较多

知，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包括特异型和通用型

的申请人包括江南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2 种，特异型半抗原主要涉及氰戊菊酯、甲氰菊酯、

·14·

第 44 卷

世 界 农 药

溴氰菊酯、联苯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

应用碳二亚胺将甲氰菊酸和牛血清蛋白偶联，构建

酯、氯菊酯等，通用型半抗原主要是根据拟除虫菊

出甲氰菊酯人工抗原，克服了其他方法繁琐、生产

酯的结构差异分为针对 I 型和Ⅱ型拟除虫菊酯的通

率低、特异性差等缺点。贵州勤邦食品安全科学技

用型半抗原以及醚型菊酯类农药通用半抗原。

术有限公司(CN106918705A)公开了检测甲氰菊酯

3.1 氰戊菊酯半抗原合成

的试纸，其中使用的甲氰菊酯半抗原合成路线如图

刘曙照等(CN1624480A)以氰戊菊酯的菊酸部

3 所示，该半抗原通过在甲氰菊酯的末端苯环上引

分作为半抗原，引入长度不等的碳链作为间隔臂，

入具有碳链间隔臂的羧基，并与载体蛋白(牛血清蛋

具体为将 2-(4-氯苯基)-3-甲基丁酰氯与氨基酸缩

白、卵清蛋白、血蓝蛋白或甲状腺蛋白)偶联获得人

合获得半抗原(图 2)。程敬丽等(CN1789238A)将氰戊

工抗原，进而制备获得试纸。该试纸检测对茶叶样

菊酯的氰基水解为羧酸，引入 β-丙氨酸间隔臂，然

品中的甲氰菊酯的检测限为 2 mg/kg，对茶青样品中

后与载体蛋白偶联得到氰戊菊酯人工抗原。

的甲氰菊酯的检测限为 1 mg/kg，并且与多菌灵、三
唑醇、甲菌灵无交叉反应。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

(n=1~5)

图2

氰戊菊酯半抗原

公司(CN111735951A)则通过在甲氰菊酯的环丙烷上
引入羧基制备半抗原(图 3)，并与载体蛋白(牛血清
蛋白、卵清蛋白、血蓝蛋白或甲状腺蛋白或人血清

3.2 溴氰菊酯半抗原合成

蛋白)偶联获得人工抗原，进而制备获得试纸，用于

王硕等(CN101747428A)、天津九鼎医学生物工

快速检测黄瓜、苹果等蔬菜及水果中的甲氰菊酯残

程有限公司(CN103529198A，专利法律状态：有效)

留，最低检测限为 50 μg/kg，该试纸条对 500 μg/kg

以二溴菊酸部分作为半抗原的基本结构，与氨基酸

溴氰菊酯、氯氟氰菊酯等药物无交叉反应。苏州快

缩合获得 6-{[3-(2,2-二溴-乙烯基)-2,2-二甲基-环

捷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N110776567A)则通过在

丙 基 羰 基 ]- 氨 基 }- 己 酸 作 为 半 抗 原 。 王 鸣 华 等

甲氰菊酯末端苯环上引入活性基团氨基，制备获得

(CN101412673A)将溴氰菊酯中的氰基转化为羧基

抗甲氰菊酯单克隆抗体，甲氰菊酯试纸条灵敏度为

和含羧基的酰胺获得溴氰菊酯人工半抗原，李相前

5 ng/mL，与三氟氯氰菊酯、功夫菊酸、氯氰菊酯、

等(CN102807614A)先将溴氰菊酯中的氰基转化为

溴氰菊酯、联苯菊酯、氰戊菊酯、醚菊酯和胺菊酯

羧基，再与 3-巯基丙酸甲酯合成获得半抗原。赵建庄

这 8 种农药没有交叉反应，可见其灵敏度高、特异

等(CN1948964A)、北京农学院(CN101339189A)通过

性良好。

在溴氰菊酯的末端苯环上引入硝基制备半抗原，并建

3.4 高效/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半抗原的合成

立了食品中溴氰菊酯农药的间接 ELISA 法，
灵敏度为

陈秀金等(CN103911348A，专利法律状态：有

0.100~0.237 μg/mL，线性范围为 0.015~100 μg/mL，

效)将半抗原 1 即 H1：3-氰[顺-3-[2-氯-3,3,3-三氟

IC50 为 4.786~7.709 μg/mL，回收率为 86.2%~105.8%，

乙基-2-二甲基]环丙烷-苯氧基]苯丙酸，通过活性酯

与其他菊酯类农药几乎无交叉反应。

法和血蓝蛋白 KLH 偶联；然后将半抗原 2 即 H2：

3.3 甲氰菊酯半抗原的合成

氰基-3-(4-氨基苯氧基)苯基-顺-3-[2-氯-3,3,3-三

吴伟等(CN101017165A)以甲氰菊酸为半抗原，

氟乙烯基-2,2-二甲基]环丙烷酸酯，通过重氮化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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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血清白蛋白偶联，用作包被原；最后通过动物免

体 ； 该 抗 体 灵 敏 度 高 ， 半 数 抑 制 浓 度 (IC50) 为

疫、血清测定、细胞融合、筛选和亚克隆技术得到

(13.26±1.23) ng/mL；特异性强，为国内农产品中高

细胞株 16 号。采用小鼠体内诱生法生产腹水，然后

效氯氟氰菊酯的残留检测提供了技术。

通过辛酸-硫酸铵沉淀法纯化得到相应的单克隆抗

CN106918705A 中甲氰菊酯半抗原合成路线

CN111735951A 中甲氰菊酯半抗原

图3

甲氰菊酯半抗原

罗世能等(CN101519364A)以氯氟氰菊酯为原

酯的最低检出限为 10 μg/L，对其他拟除虫菊酯类农

料，对其直接硝化，在苯环上引入硝基，进而用

药(溴氰菊酯、氯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和氰戊酸酯)

SnCl2·2H2O 还原，制备出末端苯环上含有活性基团

无明显交叉反应。贵州勤邦食品安全科学技术有限

－NH2 的半抗原 CY，半抗原 CY(图 4)通过重氮法成

公司(CN105732788A)以高效氯氟氰菊酯为原料与琥

功与牛血清白蛋白(BSA)偶联，获得氯氟氰菊酯人工

珀酸酐经一步反应在末端苯环引入活性基团羧基获

抗原 CY-BSA。王利兵(CN102417468A)以对羟基苯

得半抗原，
用间接竞争 ELISA 法测定相应抗体的效价

丙酸为原料，经过 7 步反应，在高效氯氟氰菊酯的

为 1∶100 000~150 000，并且与氯氰菊酯、氰戊菊酯

末端苯环上引入了以碳链作为连接臂的羧基。曹立

没有交叉反应，该公司还以该半抗原为基础，申请了

民等(CN111269139A)以高效氯氟氰菊酯为原料，通

检测高效氯氟氰菊酯残留的试纸卡(CN105807056A)、

过一步法将氰基转变为氨基获得高效氯氟氰菊酯的

检测高效氯氟氰菊酯残留的试剂盒(CN105807041A)

半抗原，并通过碳二亚胺法与活化载体蛋白偶联获

2 项发明专利。

得半抗原-OVA 偶联物，即高效氯氟氰菊酯完全抗

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N113024415A)

原，用于生成多克隆抗体。该抗体对高效氯氟氰菊

通过在环丙烷位置引入活性基团羧基制备得到氟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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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菊酯半抗原(图 4)，由所述半抗原获得的氟氯氰菊

虫剂(甲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氰戊菊酯、联苯菊酯、

酯抗体灵敏度可达到 0.1 μg/L，采用间接 ELISA 方

氯菊酯、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醚菊酯)的交叉反应

法测定抗体效价，效价≥100 000，与其他菊酯类杀

率低。

CN101519364A 中半抗原 CY

CN102417468A 中半抗原合成路线

CN113024415A 中半抗原

图4

高效/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半抗原

3.5 联苯菊酯、氯菊酯半抗原合成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N105669482A，
专利法律状态：有效)以功夫酸为起始原料设计合成
了联苯菊酯半抗原(图 5)，基于此半抗原制备得到的

检测试纸具有特异性强，检测灵敏度高，检测限达
到 150 μg/L。
王鸣华等(CN101135683A)以联苯醇为起始物，
分别制备了联苯菊酯半抗原 2-甲基-3-苯基苄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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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酸酯 LBc、2-甲基-3-苯基苯甲酸 Lby，再采用碳

术有限公司(CN109942710A，专利法律状态：有效)

二亚胺法将半抗原与牛血清蛋白偶联获得人工抗

设计了新颖的联苯菊酯半抗原(图 5)，并制备了相应

5

原，经免疫动物产生特异性抗体，效价为 5.12×10 ，

的单克隆抗体，所述单克隆抗体特异性识别联苯菊

对联苯菊酯最低检测限为 0.016 mg/L，与氟氯氰菊

酯，与其他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无交叉反应；利用

酯、溴氰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甲氰菊酯无

本发明提供的抗联苯菊酯抗体实现的竞争 ELISA 的

交叉反应。张亮等(CN110850090A)以拟除虫菊酯类

抑制中浓度(IC50)为 20 ng/mL，检测限(IC10，LOD)

杀虫剂中间体(图 5)为原料，在环丙烷上引入带羧基

为 0.5 ng/mL，优于目前已报道的联苯菊酯抗体。

的活性基团获得联苯菊酯半抗原(图 5)，并制备了检

日本 KANKYO MENEKI GIJUTSU KENKYUSH

测联苯菊酯的试纸条。该试纸条对联苯菊酯的检测

公司(JP2001278844A)在氯菊酯的一部分导入间隔

限为 15 mg/kg，对 500 mg/kg 氯氰菊酯、氰戊菊酯

臂和能够用于结合的官能团获得氯菊酯的两种半抗

和溴氰菊酯等药物无交叉反应。苏州快捷康生物技

原化合物，式 1、式 2 (图 5)。

CN105669482A 中半抗原

CN110850090A 中中间体、半抗原、半抗原合成路线

CN 109942710A 中半抗原

式 1：A 为 O 或 NHCO；并且 m 为 1~10 的整数

式 2：n 为 1~10 的整数
JP2001278844A 中半抗原

图5

联苯菊酯、氯菊酯半抗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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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通用型半抗原合成

空间构象进行构建，合成了 6 种 II 型拟除虫菊酯农

3.6.1 I 型拟除虫菊酯类通用型半抗原

药半抗原(图 7)，预测能产生好的免疫效果的半抗

李培武等(CN101407458A，专利法律状态：有

原，通过免疫原的合成和免疫过程，实现识别 II 型

效)以间苯氧基苯甲醇和丁二酸酐为原料合成了 I 型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群选择性抗体的制备，具有很好

拟除虫菊酯类通用半抗原化合物 4-羰基-4-(3-苯氧

的预测能力。奇华顿股份有限公司(CN103298337A)

基甲氧基)丁酸，合成路线如图 6，并基于同一种半

发明了用于确定样品中 II 型拟除虫菊酯化合物的存

抗原发明了 I 型拟除虫菊酯流动之后免疫时间分辨

在的体外方法，包括使样品中的 II 型拟除虫菊酯化

荧光速测试剂盒(CN106932586A)、杂交瘤细胞株

合物转变成 3-苯氧基苯甲酸或 4-氟-3-苯氧基苯甲

QW8#及其产生的抗Ⅰ型拟除虫菊酯通用单克隆抗体

酸，进而用于免疫分析。

(CN106701689A)，其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对醚菊

3.6.3 醚型拟除虫菊酯类通用型半抗原

酯的 50%抑制浓度 IC50 为 20.86 μg/L，对氯菊酯的

睢可等(CN102807488A)合成了图 8 所示的醚型

50%抑制浓度 IC50 为 24.2 μg/L，对苯醚菊酯的 50%

菊酯的通用半抗原，通过间接 Elisa 方法检测所述发明

抑制浓度 IC50 为 29.4 μg/L，对其他Ⅰ型和Ⅱ型拟除虫

制备的抗原所免疫得到的抗血清对醚型菊酯的检测灵

菊酯的交叉反应率均小于 1%，可应用于Ⅰ型拟除虫

敏度为：
氯醚菊酯 IC50 为 1.540 2 μg/mL，
氟硅菊酯 IC50

菊酯的多残留检测。

为 0.753 9 μg/mL，三氟醚菊酯 IC50 为 0.927 4 μg/mL，
并且对 I 型和 II 型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均无交叉反
应，特异性良好。
3.6.4 其他通用型半抗原
江南大学胥传来、匡华等发明人申请了关于多件宽

图 6 CN101407458A 中半抗原合成路线

3.6.2 II 型拟除虫菊酯类通用型半抗原

谱特异性半抗原的发明专利，其中 CN101219965A (法
律状态：有效)以菊酸和 4-氨基丁酸为原料通过 2 步反

李培武等(CN101407475A)以 α-氰基间苯氧基

应合成 4-氨基丁酸缩合菊酸半抗原(图 8)，用于含菊酸

苯甲醇和丁二烯酰氯为原料合成 II 型拟除虫菊酯类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酶联免疫检测。CN101726589A 以

通用半抗原化合物 α-氰基(3-苯氧基苯基)甲基-4-

3-间苯氧甲酸缩-γ-氨基丁酸(3-PBA-γ-AJDS)为半抗原

氯-4-羰基丁酸酯，合成路线如图 7。胥传来等

与载体蛋白偶联获得免疫原，进而得到相应抗体，抗体

(CN101157638A)以间苯氧苯甲醛为原料，通过 2 步

检测限为 0.5~1 μg/kg，与氟胺氰菊酯、甲氰菊酯、λ-

反应合成间苯氧基苯甲氰醇丁二酸酯，作为含氰基

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氯氰菊酯、溴氰菊酯的交叉

拟除虫菊酯农药的半抗原，合成路线如图 7。王立

反应率为 100%、18%、76%、39%、8%、7%。

兵、胥传来等(CN102372776A，专利法律状态：有

CN103149351A 以 3-苯氧苯甲酸和对硝基苯丙氨酸

效)以苯醚菊酯为原料，利用高锰酸钾和高碘酸钠进

合成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通用半抗原 N-(3-苯氧基

行氧化，得到 II 型拟除虫菊酯人工半抗原(图 7)，由

苯酰)-4-氨基-L-苯丙氨酸，制备得到的胶体金免疫

此半抗原制备得到的抗体血清效价为 32 000。匡华

层析试纸条检测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灵敏度分别

等(CN102901811A，专利法律状态：有效)基于计算

为：氯氰菊酯 50 ng/mL、甲氰菊酯 200 ng/mL、顺

机分子模拟技术对拟除虫菊酯半抗原的电荷性质和

氰戊菊酯 400 ng/mL，对多种菊酯农药具有识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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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菊酯农药多残留的粗测。

Ⅱ型拟除虫菊酯类通用半抗原

CN101407475A 中半抗原合成路线

间苯氧基苯甲醛

间苯氧基苯甲氰醇

间苯氧基苯甲氰醇丁二酸酯

CN101157638A 中半抗原合成路线

CN102372776A 中半抗原

CN102901811A 中半抗原

图7

II 型拟除虫菊酯类通用型半抗原

到的偶联物作为免疫原免疫动物制备的单克隆抗
体。经验证，制备的单克隆抗体对溴氰菊酯、氯氟
氰菊酯、氟胺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氯戊菊酯、苯
图 8 CN102807488A 中醚型菊酯通用半抗原

氯菊酯 6 种菊酯类农药具有较好的检测灵敏度。

北京勤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N107188830A，

浙江大学的程敬丽等(CN101215247A)以二甲

专利法律状态：有效)设计合成了菊酯类农药半抗原

基菊酰氯、γ-氨基丁酸乙酯和间苯氧基甲醛为主要

化合物(图 8)，以及该半抗原与人血清白蛋白偶联得

原料合成半抗原(图 8)。该半抗原包含了大多数拟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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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菊酯类农药的 3 个共性结构部分：双苯氧环、带

异识别溴氰菊酯、氯氰菊酯、功夫菊酯，与氨基甲

-CN 的酯和三元环结构；CN101412684A 以氯氰菊

酸酯类、有机磷类农药无交叉反应。加利福尼亚大

酯为原料制备了高特异性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半抗原

学(US5108900A)制备了对具有苯氧基苄基或苯氧基

化合物 I (图 8)。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李

苯基官能团的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具有特异性亲和力

培武等(CN101434652A)合成了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的单克隆抗体，其中半抗原为苯醚菊酯的环丙烷二

半抗原(图 8)，保留了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共同具有的

羧酸。

酯键结构，有利于制备出高质量抗体，抗体能够特

CN101219965A 中半抗原

CN101215247A 中半抗原

O

CN

H
N

O
O

HOOC

CN107188830A 中半抗原

CN101412684A 中半抗原

图9

CN101434652A 中半抗原(其中 R=H 或 CN)

其他通用型半抗原

以上专利中，CN101219965A、CN101407458A、

检测中，研究者们日益注重免疫分析技术的开发和

CN1948964A 还涉及授权后专利权的转让，其中

应用，免疫分析技术将在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快

CN101219965A 还涉及到专利权的质押，反映了这

速检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

些授权专利可能存在一定的商业价值和市场活跃程
度，为相关市场以后的布局和侧重点提供参考依据。

4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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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专论

纳米银抗菌剂载体的研究进展
江笑丹，曹猛猛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江苏苏州 215163)
摘要：纳米银是基于纳米技术研制的新型抗菌材料，由粒径 1~100 nm 金属银微粒组成，具有安全性高、稳定性好、
抗菌谱广等优点，在农业、医药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主要综述了专利报道的纳米银抗菌剂载体，重点介绍了纳米
银抗菌剂的载体种类，为今后纳米银抗菌剂的研究与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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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arriers of nanosilver antimicrobials
JIANG Xiaodan, CAO Mengmeng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Jiangsu Center of the Patent Officer, CNIPA,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Nanosilver is a new antimicrobial material developed based on nanotechnology, which consists of metallic silver
particles with size of 1-100 nm. Nanosilver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afety, good stability, broad antibacterial spectrum,
and a broad applications in the agricultural, pharmaceutical fields etc. This article summaries the silver nanoparticle
antimicrobial carriers reported in recent years’ patents, with the focus on the nanosilver carrier category and property,
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nanosilver antimicrobial agents.
Keywords: nanosilver; carrier; patent; MOFs

纳米银是基于纳米技术研制的新型抗菌材料，由

1 纳米银抗菌剂的载体

粒径 1~100 nm 金属银微粒组成。银是杀菌能力最强
金属，而纳米银因粒径超小，表面积大，具有明显表
面效应，其杀菌效果是普通银的数百倍。银离子可与
细菌细胞的 DNA 键合，导致 DNA 结构改变，最终
抑制 DNA 复制，从而有效抑制细菌数量增长。因为
银在浓度较低时对人体安全，也难以产生抗药性，加
上银系无机抗菌剂还具有稳定性好、安全性高等优
点，因此银系纳米抗菌材料应用颇为广泛[1-3]。

本文分析了 2000-2021 年纳米银抗菌剂相关专
利。从事纳米银载体研究的主要有郑州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等高校，舟山明日纳米材料有限公司等一
些企业。纳米银抗菌材料的制备主要包括抗菌载体
的合成和纳米级银离子抗菌粉体的制备两个阶段。
图 1 为 2000-2016 年的纳米银载体专利。有些载体
除了具有负载功能外，本身还具有杀菌、光催化等

作者简介：江笑丹(1987-)，女，安徽黄山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E-mail: jiangdan611@126.com。
收稿日期：202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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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专利报道的纳米银载体主要包括无机载体、

有机载体和新型载体。

CN102405932A
硅酮介孔无机抗菌剂

图1

2000-2016 年专利报道的纳米银载体材料

2 无机载体
纳米银无机载体种类众多，包括硅氧化物(二氧

使得沸石作为载体的纳米银抗菌剂具有良好的抗菌
寿命[4]。载银沸石抗菌剂的抗菌能力随着离子交换

化硅)、磷酸锆、羟基磷酸锆、沸石系类、凹凸棒石、

量的增加，即随载银量的增加而提高。离子交换过

埃洛石纳米管、硅胶、碳纳米管、蒙脱土、膨润土、

程有瞬时性，如果溶液中交换离子的浓度过大则会

高岭土、粉煤灰、石英、石墨烯等。下面主要以沸

在表面沉积银颗粒堵塞沸石的孔道，影响沸石的抗

石和磷酸锆载体介绍纳米银无机载体的发展进程。

菌性能和表观性能。2003 年，专利 CN1391813A 将

2.1 沸石

沸石作为纳米载体，其公开了将研磨的矿物质沸石

沸石，又名分子筛，是一种碱金属或碱土金属

粉产物粒度达到 2 μm，含量大于总沸石粉的 90%以

的结晶型硅铝酸盐，其结构为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四

上。然后加入硝酸银溶液，再加入添加剂使固液分

面体共用氧原子而构成的三维骨架结构，具有较大

离。将固体物质烘干制得纳米组装无机抗菌剂。随

的比表面积。由于骨架中的铝氧四面体电价不平衡，

后，人们认识到上述方法制备的沸石纳米银抗菌剂

为达到静电平衡，结构中必须结合钠、钙等金属阳

在实际应用制作抗菌陶瓷时，抗菌性能大大降低。

离子。而此类阳离子可以被其他阳离子所交换，从

专利 CN1685830A 克服上述缺陷，通过改变沸石粉

而使沸石具有很强的阳离子交换能力。沸石作为纳

的粒径，使其在应用时具有更好的抗菌效果。人们

米银的载体，具有良好的负载功能和缓释功能，这

发现纳米级沸石可以很好地解决银变色问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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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 CN101167451A 中发现了硅铝比低的沸石分

比较落后，朱红军在专利 CN1322474A 中公开了采

子筛作为纳米银载体，能加强其抗菌效果。

用天然多孔植物材料的纤维吸附银，制备的银微粉

2.2 磷酸锆

具有极强的抗菌能力和广谱抗菌性，遇水杀菌力更

磷酸锆是常用的纳米银载体之一，其载银能很

强，无毒性、刺激性、过敏性和耐药性。随后，郑

好地满足抗菌性能、耐热性、耐久性和安全性、耐

江龙的专利 CN1498536A 具体发现了一种天然多孔

高温的要求，
缺点是银负载量小[5]。
专利 CN1383723A

植物茎髓载体负载纳米银，有效地提高了载附在载

公开了采用纳米级磷酸锆作为银的载体。专利

体上的纳米银粒子的稳定性。专利 CN1600104A、

CN102239887A 公开了用超滤膜除去合成磷酸锆过

CN166943A 发现通草和蜂胶也能作为纳米银的载

程中产生的副产物无机盐，以使磷酸锆载体不需要

体。专利 EP1753293A2 发现银纳米颗粒可用浸软的

经过高温煅烧就可以直接用于吸附、置换银离子。

植物组织细胞的水溶液生物学稳定化，这是一种绿

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利 CN105532731A 发现用壳聚

色的生物稳定化途径。然而上述物质虽然环保，但

糖对磷酸锆进行辐射交联改性，制得改性磷酸锆载

是其材料不易得，工业应用较难，可能会出现银分

体，最后涡旋负载银离子后，能够激化银的抗菌性

布不均匀，载银量不高的情况。因此，研究者把目

能；另外，壳聚糖具有良好的缓释性能，其的加入

光放在了材料易得的高分子化学物质上，从 2005 年

解决了银离子极易团聚、释放过快的问题，此种载
体纳米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10 年后，对纳米银载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一些已知材料的改性和新载体的发现方面。如专
利 CN103461382A 发现改性的蒙脱土载银具有较
好的效果。专利 CN101999411A、CN103843822A、
CN105498698A 发现了埃洛石纳米管、碳纳米管、
石墨烯能够作为纳米银的载体，且具有较好的抗菌
效果。从目前抗菌剂的研究以及应用现状来看，具
有绿色安全、性能稳定、抗菌持久的纳米载银无机
抗菌剂将是今后研究的主流方向。

3 有机载体

开始，就有研究者发现银负载于微胶囊外壳效果较
好。如宝力科莱株式会社的专利 US2004247690A1
公布的内容。
2010 年以后，研究者更多地研究以高分子材料
作为纳米银的载体，如多糖聚合物、壳聚糖、海藻
酸钠，其专利申请量也越来越多，市场需求也越来
越大。专利 US2012171271A1、US5011602A 讲述采
用聚氨酯载体和纳米银组合，其抗菌效果好。南开
大学的专利 CN102165960A 公开了一种聚合物乳胶
粒子为纳米银的载体，其制备成本低，生产过程简单，
银纳米粒子不易团聚，可长期稳定存在，乳液不会变
质，可长期保存。厦门大学的专利 CN103315001A 公

纳米银有机载体种类多，如天然多孔植物、藻

开了纳米银负载于单分散聚合物纳米球表面的抗菌

类、通草、蜂胶、壳聚糖、聚酰胺、蛋白、淀粉、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是通过无皂乳液法聚合的

贝壳粉、木素、纤维素、聚合物核壳结构、聚合物

单分散聚(苯乙烯-丙烯酸)纳米球作为聚合物基体，

微胶囊等。

其银离子负载均匀。但是，一些多糖聚合物载体在

有机载体为聚合物载体，一般分为天然高分子

使用过程中存在易降解、不稳定的问题。而西南大

物质和合成高分子物质，具有缓释药物，减少飘移，

学的专利 CN103749535A 发现采用木素作为载体能

提高药物稳定性等作用[6]。21 世纪初，其技术普遍

够解决上述问题，且所得物质抗菌能力强。郑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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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专利 CN103329893A 公开了银和富勒烯纳米复

扑结构，将银纳米颗粒负载于 MOFs 上可以有效避

合材料的制备，可有效避免纳米银颗粒之间的团聚。

免其团聚，高效发挥其抗菌性能。用于农业领域，

河北科技大学的专利 CN105494430A 公开了一种载

其金属离子还能作为营养元素利于植物生长[7]。金

银低分子量壳聚糖复合微球抗菌剂及其制备方法，

属有机框架作为纳米银载体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

可使纳米银粒子进入微球内部，从而明显提高复合

在 2018 年以后，主要申请人为大学，如厦门大学、

抗菌剂的抗菌活性，所得抗菌剂具有广谱的杀菌性，

太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太原理工大学的专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高的致死率。为

利 CN109820000A 公开了一种 MOFs 载纳米银抗

了提高高分子材料载体的稳定性，研究者把无机网

菌材料，将 10 nm 以下的纳米银颗粒附载于 MOFs

络结构与高分子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复合，这类材

的表面、骨架及孔道中，避免纳米银的团聚，实现

料既具有无机组分较好的机械强度和良好的化学稳

高效抗菌作用。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

定性，同时又保持了高分子材料的三维网络结构和

中心有限公司的专利 CN111109293A 公开了 ZIF‑8

环境敏感性能。如江苏时空涂料有限公司的专利

金属有机框架(MOFs)负载银，提高了复核材料的

CN105532731A 公开了一种缓释型磷酸锆载银抗菌

银载带效率，实现高效抗菌作用。采用 PVP 弱还

剂，其将壳聚糖引入磷酸锆载银抗菌剂中，解决了

原性原位生长的纳米银均匀分散在 ZIF‑8 的表面、

银离子极易团聚，银释放过快的问题。

骨架和孔隙中，避免了纳米级银颗粒的自发团聚。

4 新型载体

厦门大学的专利 CN113712045A 公开基于金属有
机框架的银纳米颗粒复合抗菌剂，衢州学院的专

2017 年之后，对纳米银农药载体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安全环保、精准控释、更加稳定等方面，
研究者把更多目光放到天然高分子材料、两亲聚

利 CN111296480A 公开了以铁基金属-有机框架材
料为载体，可以避免银纳米颗粒与外界的直接接
触，防止银纳米颗粒被污染；并且可以减少银纳

合物以及有机、无机载体复合材料上，如竹炭、

米颗粒自身之间的团聚，大幅增加抗菌效果。由

蛋白质、金属有机框架等，这些载体性质稳定，环

于体系内外银纳米颗粒的浓度差，银纳米颗粒可

保高效，且能够精准释放。 华南理工大学的专利

以缓慢持续从孔道释放至外界，因此该装载银纳

CN109676149A 公开了一种绿色合成核壳结构的小

米颗粒的铁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具有银纳米颗

麦醇溶蛋白/纳米银颗粒，解决了现有方法生产的银

粒缓释功能，可以增长抗菌时间。MOFs 是具有

纳米材料容易聚集和氧化的问题，所制得的物质具

很大应用前景的纳米载体，值得持续关注。

有良好的分散性和稳定性，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

4.2 生物炭

萄球菌具有很好的杀菌作用。现主要介绍 2 种新型

生物炭是以生物质作为碳源，具有高比表面积、

载体。

多孔性、吸附能力强、稳定性好等优点，生物质竹

4.1 金属有机框架

炭具有负离子穿透和吸附等特性，良好杀菌抑菌效

金属有机框架(MOFs)是以金属离子为连接

果[8]。将生物质竹炭和纳米银结合，可以具有更好

点，有机配体为支撑构成的多孔材料，具有良好

的抗菌效果。将竹炭作为纳米银的载体，较早申请

的结构可裁剪、巨大的比表面积及多种多样的拓

专利的申请人是中国计量大学，申请日为 201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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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授权日为 2018 年 4 月 3 日，公开号为

纳米银载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定会发现更多纳米

CN104861388A，其公开了一种银和竹炭复合材料的

银载体，由此制备出更安全、高效、经济的纳米银

制备方法，成功制备出了具有较大比表面积和优异

抗菌剂，应用于更广阔领域。
参

抗菌性能的银和竹炭复合材料。同济大学的专利
CN106925216A 公开了载银 TiO2 改性竹炭材料，兼

[1]

具有竹炭的多孔吸附功能和载银纳米 TiO2 的可见光
催化杀菌功能，两者能够协同作用，优势互补，使

[2]

曾琦斐, 李绍国, 谭荣, 等. 纳米银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进展[J].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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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肯尼亚培育出首个抗病转基因木薯
木薯褐条病(CBSD)被认为是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植物病害之一，对非洲地区的粮食和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在严重的情
况下，该病可能导致 100%的产量损失。抗褐条病木薯品种可以极大地提高这种作物养活非洲的能力，同时为小型农场主带来
收入。因此，种植木薯的农民对抗 CBSD 的木薯需求很高。近期，一项名为“非洲抗病毒木薯（VIRCA）”的项目通过现代生物
技术培育出了抗 CBSD 的木薯品系 4046。这种木薯有可能防止 90%的作物受损，从而提高木薯根的产量和适销性。据报道，这
是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木薯，肯尼亚在此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VIRCA 项目于 2005 年提出，目的是解决东非影响木薯产量和农民收入的病毒病。该项目汇集了肯尼亚农业和畜牧业研究
组织中心（KALRO）、乌干达国家农业研究组织（NARO）和美国唐纳德·丹佛斯植物科学中心（DDPSC）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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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种衣剂对花生根腐病的防治效果试验
龚国斌，金 立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合肥 231622)
摘要：为了更好地防控花生根腐病，测定了 4%精甲·咯·嘧菌酯 FS 等 5 种种衣剂包衣对花生根腐病的田间药效。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4%精甲·咯·嘧菌酯 FS 等 5 种种衣剂包衣能明显提高花生出苗率，促进花生苗生长，对
花生根腐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4%精甲·咯·嘧菌酯 FS (26.7、40、50 g a.i./100 kg 种子)、24%苯醚·咯·噻虫 FS
(160 g a.i./100 kg 种子)、15%多·福 FS (187.5 g a.i./100 kg 种子)、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kg 种子)、
对照药剂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对花生根腐病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1.91%~92.51%、83.86%、
79.39%、86.80%和 89.43%。4%精甲·咯·嘧菌酯 FS 40、50 g a.i./100 kg 种子对花生根腐病的防治效果与对照药剂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处理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种衣剂；花生种子包衣；防治；根腐病
中图分类号：TQ455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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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effect of five seed coatings on peanut root rot
GONG Guobin, JIN Li
(Anhui Fengle Agrochemical Co., Ltd., Hefei 23162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ield efficacy of 5 kinds of seed coating agents, such as azoxystrobin 4% FS against peanut
root rot was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ating agents could increase the rate of peanut seedling emergence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peanut seedling. These seed coating agents also had good control effect on peanut root rot. The
control effect of metalaxyl-M+fludioxonil+azoxystrobin 4% FS under dosage 26.7, 40, 50 g a.i./100 kg seeds,
difenoconazole+thiamethoxam+fludioxonil 24% FS under 160 g a.i./100 kg seeds, carbendazim+thiram 15% FS under
87.5 g a.i./100 kg seeds, fludioxonil+clothianidin FS 33% FS under 165 g a.i./100 kg seeds and thiamethoxam+roxalaxyl
25% FS under 150 g a.i./100 kg seeds on peanut root rot were 81.91%, 88.06%, 92.51%,83.86%,79.39%,86.80% and 89.4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rol effect between metalaxyl-m+fludioxonil+azoxystrobin 4% FS under dosage
of 40 and 50 g a.i./100 kg seeds and thiamethoxam+fludioxonil+metalaxyl-M 25% FS under dosage of 150 g a.i./100 kg seeds.
Keywords: seed coating agent; peanut seed coating; control; root rot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及经济作物，产量一直

位居世界第一，年总产量约占世界花生年产量的

作者简介：龚国斌(1965-)，男，安徽肥东人，高级农艺师，研究方向：农药产品研发及生测。E-mail: gongguob2000@163.com。
通信作者：金立，男，硕士，农艺师。E-mail: 912021495@qq.com。
收稿日期：2022-05-10。

·40·

第 44 卷

世 界 农 药

30%，因此，花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

次重复。每小区面积 20 m2，各小区采取随机区组

略地位。花生根腐病(peanut root rot)是危害花生的土

排列。

传真菌性病害，属于世界性花生病害，中国各地均

1.2.2 试验对象及条件

有发生，在中国南方各花生产区发生较重。此病在

试验对象为花生根腐病，花生播后出苗前染病,

花生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主要危害花生根部和维

可引起烂种、烂芽；苗期受害导致根腐、苗枯；成

管束，使得根变褐腐烂，维管束变褐，引起植株生

株期受害发生根腐、茎基腐和荚腐，因此后期调查

长不良，烂种，根腐，严重发生造成全株枯死，后

受害荚果数，基本上可以代表田间花生根腐病的发

期危害荚果造成果腐。花生根腐病一般零星发生，

生状况。花生品种为白沙。试验地位于安徽省巢湖

造成病株率在 10%以下，减产 5%~8%，严重发生造

市烔炀镇唐嘴村，试验地所占面积0.13 hm2 (2亩)左

成发病率 20%~30%，减产 20%以上。近年来此病呈

右，地势平坦。上茬为油菜。土地肥力中等。旋耕

逐年加重趋势，尤其在主产区的重茬地块发生较为

前0.07 hm2 (每亩)施花生专用复合肥30 kg。然后开

普遍，严重影响了花生的产量和品质。此病害的防

沟、整平、做墒。每墒宽1.3 m，每墒播种5行花生。

治主要依靠化学农药，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药

2021年6月28日拌种，2021年6月30日人工点播，每

肥双减已是大势所趋。科学合理应用种衣剂可在花

穴2粒，行距为25~30 cm，株距为18 cm。播种后，盖

生整个生育期有效防治花生根腐病，减少农药的使

籽。然后立即用39%噻·乙WP 100 g/666.67 m2 (1亩)，

用，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

用水量30 kg/666.67 m2，封闭处理，防除杂草。

1 材料与方法

1.2.3 调查方法、时间及次数
2021 年 7 月 14 日各处理调查 40 穴花生的出苗

1.1 供试药剂
4%精甲霜灵·咯菌腈·嘧菌酯种衣剂(FS)、
24%苯醚·咯·噻虫悬浮 FS、15%多·福 FS (安徽
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33%咯菌腈·噻虫胺 FS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25%噻虫·咯·霜灵 FS

数，计算出苗率。花生收获前 2021 年 10 月 13 日每
处理调查 5 丛(10 株)花生，统计花生好果、病果情况。
1.2.4 药效计算方法
病果率(%)=(病果数/调查总果数)×100
防效(%)=(对照区病果率-处理区病果率)/对照区病果率×100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25%噻虫·咯·霜
灵 FS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2 结果与分析

1.2 试验方法

2.1 几种种衣剂对花生出苗的影响

1.2.1 试验设计

从表 1 可知，播后 14 d，4%精甲·咯·嘧菌酯

试验设 4%精甲霜灵·咯菌腈·嘧菌酯 FS 26.7、

FS 26.7、40、50 g a.i./100 kg 种子，24%苯醚·咯·噻

40、50 g a.i./100 kg 种子，24%苯醚·咯·噻虫悬浮 FS

虫 FS 160 g a.i./100 kg 种子，15%多·福 FS 187.5 g

160 g a.i./100 kg 种子，
15%多·福FS 187.5 g a.i./100 kg

a.i./100 kg 种子，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种子，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kg 种子，

kg 种子处理的花生出苗率分别为 96.25%、93.75%、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对照

92.50%、95.00%、97.50%、93.75%，对照药剂 25%

药剂)，另设空白对照，共 8 个处理，每个处理 4

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处理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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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苗率为 97.50%，
空白对照花生的出苗率 88.75%。

理花生株高与空白对照相比差异不大；从茎粗看，

各药剂处理的花生出苗均高于空白对照，且各药剂

4%精甲·咯·嘧菌酯 FS 40 g a.i./100 kg 种子、25%

处理花生出苗率无显著差别，说明花生种衣剂包衣

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4%精

能明显提高花生出苗率。

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处理茎粗比

表1

空白对照分别增加 1.10、1.04、1.03 mm，其他药剂

5种种衣剂对花生出苗的影响

处理均比空白对照茎粗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从主茎

调查
处理

出苗数 出苗率/%
穴数

分枝看，各药剂处理与空白对照相差不大。从鲜重

4%精甲·咯·嘧菌酯 FS 26.7 g a.i./100 kg 种子 40

77

96.25 a

看，各药剂处理花生鲜重明显比空白对照重，4%精

4%精甲·咯·嘧菌酯 FS 40 g a.i./100 kg 种子

40

75

93.75 a

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比空白对照

4%精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

40

74

92.50 a

增重 164 g。从干重看，各药剂处理比空白对照增重

24%苯醚·咯·噻虫 FS 160 g a.i./100 kg 种子

40

76

95.00 a

15%多·福 FS187.5 g a.i./100 kg 种子

40

78

97.50 a

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kg 种子

40

75

93.75 a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

40

78

97.50 a

裸子不包衣(CK)

40

71

88.75 b

明显，其中 4%精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处理增重最为明显，比空白对照增重 36.3 g，
增重最少的 15%多·福 FS 187.5 g a.i./100 kg 种子处
理，也比空白对照增重 12.6 g。这说明花生包衣能
明显提高花生苗素质，增加生物量生长和干物质积

2.2 几种种衣剂对花生幼苗素质的影响

累，各药剂处理的花生长势均明显好于空白对照。

由表 2 可知，播后 48 d，从株高看，各药剂处
表2

5种种衣剂对花生幼苗素质的影响(播种后48 d调查)

处理

苗高/cm

茎粗/mm

较CK茎粗增加/mm

主茎分枝数

鲜重/g

干重/g

4%精甲·咯·嘧菌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

34.33

4.83

+0.46

6.20

584.5

83.5

4%精甲·咯·嘧菌酯 FS 40 g a.i./100 kg 种子

33.45

5.47

+1.10

6.51

605.1

86.3

4%精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

33.55

5.40

+1.03

6.67

650.7

93.0

24%苯醚·咯·噻虫 FS 160 g a.i./100 kg 种子

34.01

5.09

+0.72

5.86

551.6

78.8

15%多·福 FS187.5 g a.i./100 kg 种子

33.13

4.39

+0.02

6.37

488.3

69.3

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kg 种子

33.42

4.83

+0.46

5.75

566.3

80.9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

33.37

5.41

+1.04

6.28

617.5

88.5

裸子不包衣(CK)

33.73

4.37

/

6.24

486.7

56.7

2.3 几种种衣剂对花生根腐病的防治效果

种子，24%苯醚·咯·噻虫FS 160 g a.i./100 kg种子，

从收获前调查结果看(表3)，所有药剂处理的病

15%多· 福FS 187.5 g a.i./100 kg种子，33%咯菌

果率均在9%以下，其中，4%精甲·咯·嘧菌酯FS

腈·噻虫胺FS 165 g a.i./100 kg种子，对照药剂25%

50 g a.i./100 kg种子处理的病果率最低，为2.73%；

噻虫·咯·霜灵FS 150 g a.i./100 kg种子处理对花生

4%精甲·咯·嘧菌酯FS 26.7、40、50 g a.i./100 kg

根腐病的防治效果分别为81.91%、88.06%、92.5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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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6%、79.39%、86.80%和89.43%。4%精甲·咯·嘧

160 g a.i./100 kg种子、33%咯菌腈·噻虫胺FS 165 g

菌酯FS 40、50 g a.i./100 kg种子处理对花生根腐病的

a.i./100 kg种子3个处理对根腐病的防治效果差异不

防治效果与对照药剂25%噻虫·咯·霜灵FS 150 g

显著；4%精甲·咯·嘧菌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

a.i./100 kg种子处理差异不显著；4%精甲·咯·嘧菌

与15%多·福FS 187.5 g a.i./100 kg种子处理对花生

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24%苯醚·咯·噻虫FS

根腐病的防治效果差异不显著。

表3

5种种衣剂对花生根腐病的防治效果(2021年10月13日)
差异显著性

处理

总果数

病果数

病果率/%

防治效果/%
5%

1%

4%精甲·咯·嘧菌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

182

12

6.59

81.91

bc

CD

4%精甲·咯·嘧菌酯 FS 40 g a.i./100 kg 种子

161

7

4.35

88.06

a

B

4%精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

183

5

2.73

92.51

a

A

24%苯醚•咯•噻虫 FS 160 g a.i./100 kg 种子

136

8

5.88

83.86

b

BC

15%多·福 FS187.5 g a.i./100 kg 种子

173

15

8.67

76.20

c

D

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kg 种子

187

9

4.81

86.80

ab

AB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

156

6

3.85

89.43

a

A

裸子不包衣(CK)

129

47

36.43

/

/

/

a.i./100 kg种子处理增重最多，比空白对照增加71.9 g。

2.4 几种种衣剂对花生产量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各药剂花生包衣均能显著增加

百果重：各药剂处理与空白对照相差不大。各药剂

花生的结实率。10株花生果实鲜重：4%精

花生包衣均能显著增加花生产量，产量增幅为26.5%~

甲·咯·嘧菌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处理增重

37.0%，其中以%精甲·咯·嘧菌酯FS 50 g a.i./100 kg

最少，比空白对照增加166.2 g；4%精甲·咯·嘧菌

种子处理增产最多，增产率为37.0%，与对照药剂

酯FS 50 g a.i./100 kg种子处理增重最多，比空白对照

25%噻虫·咯·霜灵FS 150 g a.i./100 kg种子处理增

增加299.9 g。10株花生果实干重：4%精甲·咯·嘧

产率差异不显著。4%精甲·咯·嘧菌酯FS 26.7 g

菌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处理增重最少，比空白

a.i./100 kg种子与15%多·福FS 187.5 g a.i./100 kg种

对照增加51.5 g，4%精甲·咯·嘧菌酯FS 50 g

子处理花生增产率差异不显著。

表4

5种种衣剂对花生经济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10株花生果鲜重/g

10株花生果干重/g

百果重/g

折合产量/(kg/666.67 m2)

增产率/%

4%精甲·咯·嘧菌酯FS 26.7 g a.i./100 kg种子

1 720.6

245.8

160.2

303.6

26.5b

4%精甲·咯·嘧菌酯 FS 40 g a.i./100 kg 种子

1 844.5

265.1

161.3

327.4

36.4a

4%精甲·咯·嘧菌酯 FS 50 g a.i./100 kg 种子

1 854.3

266.2

159.7

328.8

37.0a

24%苯醚•咯•噻虫 FS 160 g a.i./100 kg 种子

1 850.3

264.9

161.5

327.2

36.3a

15%多·福 FS187.5 g a.i./100 kg 种子

1 752.6

246.8

160.9

304.8

27.0b

33%咯菌腈·噻虫胺 FS 165 g a.i./100 kg 种子

1 823.8

261.4

162.0

322.9

34.5a

25%噻虫·咯·霜灵 FS 150 g a.i./100 kg 种子

1 834.5

263.4

160.6

325.3

35.5a

裸子不包衣(CK)

1 554.4

194.3

160.7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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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应及时清除杂草，为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空
间，促进根壮苗发，降低根腐病发病条件。

由于花生根腐病病菌主要随病残物在土壤中越
冬，带菌的种仁、果荚及混有病残物的土杂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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