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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乙草胺水乳剂及其制备方

法，属于农药应用技术领域。上述乙草胺水乳剂

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乙草胺原药5％-

25％、高分子乳化剂3％-6％、增稠剂1％-5％、防

冻剂2％-8％、溶剂2％-10％、余量水；其中，所述

高分子乳化剂由丙烯酸类单体和丙烯酸酯类单

体共聚而成；所述丙烯酸类单体与丙烯酸酯类单

体重量比为1-6:1-5，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的重均

相对分子量为10000-50000。本发明制备的乙草

胺水乳剂具有较好的低温稳定性、热贮稳定性，

制剂药效好、体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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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乙草胺原药5％-

25％、高分子乳化剂3％-6％、增稠剂1％-5％、防冻剂2％-8％、溶剂2％-10％、余量水；

其中，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由丙烯酸类单体和丙烯酸酯类单体共聚而成；所述丙烯酸类

单体与丙烯酸酯类单体重量比为1-6:1-5，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的重均相对分子量为10000-

500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由如下重量份

组分制备而成：丙烯酸类单体10-70份，丙烯酸酯类单体5-50份，醇类20-100份，引发剂10-

40份，碱1-40份，水50-2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丙烯酸类单体为丙烯酸和/

或甲基丙烯酸；所述丙烯酸酯类单体为碳数为5-18醇的丙烯酸酯、碳数为5-18醇的甲基丙

烯酸酯中的一种或两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醇类为丙醇和/或异丙醇；所

述碱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酸氢钠、氨水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引发剂为过硫酸

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乳化剂通过如下步骤

制备而成：

步骤1：在反应釜中加入去离子水、醇类，搅拌均匀、加热至65-90℃；

步骤2：向上述溶液中，同时滴加丙烯酸类单体、丙烯酸酯类单体和引发剂溶液，0.5-

2.5小时内滴加完毕，保温反应1-6小时；

步骤3：将步骤2中所得溶液搅拌冷却至室温，用碱调节pH为6.0-8.0，放料即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增稠剂为硅酸镁铝和/或黄

原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冻剂为乙二醇、尿素、丙二

醇中的一种或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为油酸甲和/或脂肪酸

甲酯。

9.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乙草胺水乳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乙草胺原药、高分子乳化剂、溶剂混合均匀，得到油相；

(2)将增稠剂、防冻剂、水混合均匀，得到水相；

(3)将步骤(1)的油相滴加至步骤(2)中的水相中，并用高速剪切机混合均匀；

(4)将混合后的液体置于旋转搅拌机上搅拌15min，检测粒径D[50]小于5微米，即可出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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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乙草胺水乳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药应用技术领域，具体提供一种乙草胺水乳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乙草胺是旱地优良除草剂，具有活性高、药效好等特点，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但

传统乙草胺乳油需耗用大量的有机溶剂，生产和应用时易造成人体危害和环境的污染，且

易造成作物的药害等现象。用水乳剂来替代乳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缺点。

[0003] 水乳剂是将不溶于水的原药通过加入适当的制剂均匀分散于水中形成的一种相

对稳定的悬浮体系，即油相为分散相，水为连续相的水悬浮剂。与乳油相比，在制造、使用安

全性、成本、运输、包装上有更多的优点。不含或只含少量有机溶剂，具有较高的闪点，无着

火爆炸危险。以廉价的水为基质，乳化剂的用量同乳油相当，成本也有不同幅度的降低；对

包装容器的要求也远不如乳油苛刻，已经可以从价格上同乳油竞争。喷洒时，雾滴粒径比乳

油大，能减少有效成分的漂移和对环境的污染。虽然水乳剂有很多优点，但制备的难度也相

应增加。由于水乳剂处于热力学的不稳定状态，必须借助特定的外力作用以形成均匀的乳

液状，并保持稳定。由此可见，制备乙草胺水乳剂的关键是解决体系不稳定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乙草胺水乳剂体系不稳定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乙草胺水乳

剂及其制备方法，通过选用特定的高分子乳化剂，使得制备的乙草胺水乳剂具有较好的低

温稳定性和热贮稳定性等优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乙草胺水乳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乙草胺原药

5％-25％、高分子乳化剂3％-6％、增稠剂1％-5％、防冻剂2％-8％、溶剂2％-10％、余量水；

[0007] 其中，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由丙烯酸类单体和丙烯酸酯类单体共聚而成；所述丙烯

酸类单体与丙烯酸酯类单体重量比为1-6:1-5，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的重均相对分子量为

10000-50000。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高分子乳化剂由如下重量份组分制备而成：丙烯酸类单体10-70

份，丙烯酸酯类单体5-50份，醇类20-100份，引发剂10-40份，碱1-40份，水50-200份。

[0009] 优选的，所述丙烯酸类单体为丙烯酸和/或甲基丙烯酸；所述丙烯酸酯类单体为碳

数为5-18醇的丙烯酸酯、碳数为5-18醇的甲基丙烯酸酯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0] 优选的，所述醇类为丙醇和/或异丙醇；所述碱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

酸氢钠、氨水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引发剂为过硫酸盐。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高分子乳化剂通过如下步骤制备而成：

[0012] 步骤1：在反应釜中加入去离子水、醇类，搅拌均匀、加热至65-90℃；

[0013] 步骤2：向上述溶液中，同时滴加丙烯酸类单体、丙烯酸酯类单体和引发剂溶液，

0.5-2.5小时内滴加完毕，保温反应1-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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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3：将步骤2中所得溶液搅拌冷却至室温，用碱调节pH为6.0-8.0，放料即得。

[0015] 乳化剂是制备乳状液并赋予它一个最低的稳定度所用的物质，是必不可少的组

分。高分子乳化剂一般是指相对分子质量在数千以上，具有表面活性功能的高分子化合物。

其可以在连续相和分散相的界面间发生很强的吸附，它们或是可以降低界面张力或是可以

在液滴间形成静电或空间阻碍。另外，它们的溶剂化特性又可以增加有效吸附层地厚度，增

加界面黏度，并产生其他因素有利于乳液体系的良好稳定性。

[0016] 优选的，所述增稠剂为硅酸镁铝和/或黄原胶。

[0017] 优选的，所述防冻剂为乙二醇、尿素、丙二醇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8] 优选的，所述溶剂为油酸甲和/或脂肪酸甲酯。

[0019]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乙草胺水乳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1)将乙草胺原药、高分子乳化剂、溶剂混合均匀，得到油相；

[0021] (2)将增稠剂、防冻剂、水混合均匀，得到水相；

[0022] (3)将步骤(1)的油相滴加至步骤(2)中的水相中，并用高速剪切机混合均匀；

[0023] (4)将混合后的液体置于旋转搅拌机上搅拌15min，检测粒径D[50]小于5微米，即

可出料。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的高分子乳化剂，由于其分子量较大，具有长的亲油链，能够较好的包裹住

油相，使得制备的水乳剂稳定性大幅提高。本发明制备的乙草胺水乳剂外观流动性、低温稳

定性、热贮稳定性等符合水乳剂标准，制剂药效好、体系稳定。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

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7] 如为特殊说明，本发明所用试剂等均为市售产品。

[0028] 本发明提供一种乙草胺水乳剂及其制备方法，具体实施例如下。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乙草胺水乳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17.65％含量93.5％乙草胺原

药，5.5％高分子乳化剂、1％黄原胶、7％乙二醇、9％油酸甲酯、余量水。

[0031] 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如下：将100份水、50份丙醇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

热；当反应釜中溶液的温度升为85℃时，滴加15份丙烯酸、20份丙烯酸异辛酯和30份引发剂

过硫酸铵溶液，1.5小时内滴加完毕，再保温反应2小时；保温反应结束后边搅拌边降温至室

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为7.2。

[0032] 上述乙草胺水乳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1)将乙草胺原药、高分子乳化剂、溶剂混合均匀，得到油相；

[0034] (2)将增稠剂、防冻剂、水混合均匀，得到水相；

[0035] (3)将步骤(1)的油相滴加至步骤(2)中的水相中，并用高速剪切机混合均匀；

[0036] (4)将混合后的液体置于旋转搅拌机上搅拌15min，检测粒径D[50]小于5微米，即

可出料。

[0037]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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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一种乙草胺水乳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5.5％含量93.5％乙草胺原药，

3％高分子乳化剂、5％硅酸镁铝、1％乙二醇、1％丙二醇、2％脂肪酸甲酯、余量水，其余与实

施例1相同。

[0039] 实施例3

[0040] 一种乙草胺水乳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26.5％含量93.5％乙草胺原药，

6％高分子乳化剂、2％硅酸镁铝、1％黄原胶、4％乙二醇、4％丙二醇、5％脂肪酸甲酯、5％油

酸甲酯、余量水，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41] 实施例4

[0042] 一种乙草胺水乳剂，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组成：93.5％的乙草胺原药17.65％，

5.5％高分子乳化剂、1％黄原胶、3％乙二醇、余量水。其他与实施例1相同。

[0043] 实施例5

[0044] 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如下：将100份水、50份异丙醇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

加热；当反应釜中溶液的温度升为80℃时，滴加20份丙烯酸、15份丙烯酸异辛酯和30份引发

剂过硫酸铵溶液，0.5小时内滴加完毕，再保温反应2小时；保温反应结束后边搅拌边降温至

室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为7.2，即制得高分子乳化剂。

[0045] 其余条件与实施例1相同。

[0046] 实施例6

[0047] 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如下：将100份水、50份醇类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

热；当反应釜中溶液的温度升为70℃时，滴加10份丙烯酸、20份丙烯酸异辛酯和30份引发剂

过硫酸铵溶液，1.5小时内滴加完毕，再保温反应2小时；保温反应结束后边搅拌边降温至室

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为7.2，即制得高分子乳化剂。

[0048] 其余条件与实施例1相同。

[0049] 实施例7

[0050] 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如下：将200份水、20份醇类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

热；当反应釜中溶液的温度升为90℃时，滴加30份甲基丙烯酸、5份甲基丙烯酸异辛酯和30

份引发剂过硫酸铵溶液，0.5小时内滴加完毕，再保温反应6小时；保温反应结束后边搅拌边

降温至室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为8，即制得高分子乳化剂。

[0051] 其余条件与实施例1相同。

[0052] 实施例8

[0053] 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如下：将50份水、100份醇类加入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

热；当反应釜中溶液的温度升为65℃时，滴加70份丙烯酸、50份丙烯酸异辛酯和30份引发剂

过硫酸铵溶液，2.5小时内滴加完毕，再保温反应4小时；保温反应结束后边搅拌边降温至室

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为6，即制得高分子乳化剂。

[0054] 其余条件与实施例1相同。

[0055] 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乙草胺水乳剂的有益效果，因篇幅有限仅以实施例5为例构

建如下对比例。

[0056] 对比例1

[0057] 将高分子乳化剂替换成等量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其余条件与实施例5相同。

[0058] 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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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将5.5％高分子乳化剂替换为2％蓖麻油聚氧乙烯醚和3.5％脂肪酸聚氧乙烯酯，

其余条件与实施例5相同。

[0060] 对比例3

[0061] 将5.5％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中将醇类替换成等量的烯丙氧基壬基苯氧基丙醇

聚氧乙烯醚硫酸铵，其余条件与实施例5相同。

[0062] 对比例4

[0063] 将5.5％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中丙烯酸异辛酯替换为丙烯酸甲酯，其余条件与

实施例5相同。

[0064] 对比例5

[0065] 将5.5％高分子乳化剂制备过程中丙烯酸异辛酯替换为丙烯酸二十二酯，其余条

件与实施例5相同。

[0066] 对比例6

[0067] 将油酸甲酯替换为等量的甲醇，其余条件与实施例5相同。

[0068] 对比例7

[0069] 将油酸甲酯用量换为15％，相应减少水的用量，其余条件与实施例5相同。

[0070] 对上述实施例1-8和对比例1-7制备的乙草胺水乳剂性能进行测试，具体测试如

下，结果见表1。

[0071] 表1

[0072]

[0073] 由上表可知，本申请通过加入高分子乳化剂和特定的溶剂配合使用，并具体限定

各物质的用量，使得制备的乙草胺水乳剂具有极好的热贮稳定性和低温稳定性。

[0074] 对上述实施例1-8和对比例1-7制备的乙草胺水乳剂除草性能进行测试，具体测试

如下。

[0075] 乙草胺水乳剂用于防除大豆田杂草：在大豆田中，播种前一天喷雾施药，并对泥土

上方(1-4厘米土层)进行混匀。采用实施例1-8及对比例1-7的水乳剂以及市售乙草胺水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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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对大豆田间杂草进行药效实验。药后30天调查鲜重防效如表2所示。

[0076] 表2防除大豆田杂草的田间试验结果

[0077]

[0078]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制备的乙草胺水乳剂对大豆田间杂草尤其是马唐草、龙葵、牛

筋草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与市售乙草胺水乳剂相比，马唐草鲜重防效提高11.2％，龙葵鲜

重防效提高6.8％，牛筋草鲜重防效提高10.3％；与对比例1-7相比，本申请制备的乙草胺水

乳剂对大豆田间杂草的防治效果也大大提高。

[0079] 综上可知，本发明通过选用分子量较大的高分子乳化剂，配合溶剂等物质使用，得

到热贮和低温稳定性较好的乙草胺水乳剂，对大豆田间杂草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0080]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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