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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纳米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

于农作物真菌性病害防控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

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该水基氧化石墨烯

纳米农药中的杀菌剂通过π-π共轭效应、氢键

作用及静电吸附作用粘附在氧化石墨烯表面，通

过氧化石墨烯对真菌细胞造成损伤，进而让药物

进行精准释放，实现药物的高效利用，使氧化石

墨烯与农药表现出优异的协同增效机制。通过乳

化-冻干法制备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应用

于植物真菌性病害防控时，缓解了纳米农药存在

的漂移问题。而且表现出良好的水溶性与抗漂移

性能，是一种新型的水基纳米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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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氧化石墨烯溶于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将杀菌剂溶于二甲

基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或甲醇中，形成有机相杀菌剂溶液；

所述的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的浓度为0.5～1g/L；

所述的杀菌剂溶液的浓度为1.25:1～3.75:1；

(2)在剧烈搅拌下将杀菌剂溶液逐滴加入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自滴加开始剧烈搅

拌24～48h，得到混合溶液，然后通过透析或用反应液清洗的方式除去游离的农药分子，再

通过高速离心移除上清液，冷冻干燥，所得产物即为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所述的混合溶液中的杀菌剂与氧化石墨烯的质量比为2:1～2:3；

(3)将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100～10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

的吐温80，震荡，所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杀

菌剂为多菌灵或氟环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

速离心的转速为10000rp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透

析的时长为6h。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用

反应液清洗的次数为3次。

6.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

法得到。

7.权利要求6所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所述的水基氧化

石墨烯纳米农药用于农作物真菌性病害防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农作物

真菌性病害包括稻瘟病、纹枯病、白粉病、立枯病、炭疽病或叶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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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纳米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农作物真菌性病害防控的水基氧化

石墨烯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农药因其载药粒子粗大，从而存在着分散性差、稳定性差、低生物活性、低降

解率等问题，且其靶标作物利用率不到30％，有害生物受药量不足0.1％。有数据表明，农药

在田间喷施过程中，因药滴滚落、粉尘漂移、雨水冲刷等造成的药剂流失高达70％以上。农

药的大量使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药残留超标，严重威胁到人类的身心健康。纳米技

术可以有效的缓解农药残留污染，提高农药的有效利用率。另外，纳米载药系统有提高农药

分散性、稳定性、利用率和延长持效期、降低残留量等优点。

[0003] 石墨烯是2004年英国科学家Novoselov和Geim等人首次发现的单层碳原子构成的

二维纳米材料。氧化石墨烯是属于石墨烯的衍生物，因其表面含有丰富的含氧官能团，从而

表现出良好的水溶性和稳定性。同时，氧化石墨烯还具有通过π-π堆积、疏水作用、氢键作用

负载苯环类似结构药物的能力，使得氧化石墨烯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氧化石墨烯

纳米材料类二维薄片的边缘刀片，被称为纳米刀，可对菌细胞的细胞膜产生切割作用。通过

氧化应力机制可以影响菌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从而导致细胞衰亡。另外，当大量的氧化石

墨烯类纳米薄片吸附在菌细胞的表面时，可以将菌彻底包裹，使其与周围环境产生物理隔

绝以致微生物缓慢死亡。以上杀菌机理表明二维氧化石墨烯可以作为药物载体发挥抗菌增

效作用。

[0004] 申请号为201310550703 .7的发明专利申请《一种甲基硫菌灵纳米农药的制备方

法》，公开了甲基硫菌灵纳米农药的制备，降低了用药量，提高了药效。然而，现有的关于纳

米农药的专利主要就纳米农药的增效来进行了研究，纳米农药本身存在的漂移问题无法解

决。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传统农药的缺点，解决传统农药带来的环境以及社会问题，本发明的首

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农作物真菌性病害防控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由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

药。该纳米农药具有良好的水溶性与抗漂移性能，可显著提高药物的杀菌能力，实现农药的

减量增效。

[0007]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应用。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将氧化石墨烯溶于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将杀菌剂溶于

二甲基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或甲醇中，形成有机相杀菌剂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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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的浓度为0.5～1g/L；

[0012] 所述的杀菌剂溶液的浓度为1.25:1～3.75:1；

[0013] (2)在剧烈搅拌下将杀菌剂溶液逐滴加入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自滴加开始剧

烈搅拌24～48h，得到混合溶液，然后通过透析或用反应液清洗的方式除去游离的农药分

子，再通过高速离心移除上清液，冷冻干燥，所得产物即为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0014] 所述的混合溶液中的杀菌剂与氧化石墨烯的质量比为2:1～2:3；

[0015] (3)将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100～10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

1％的吐温80，震荡，所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杀菌剂为多菌灵或氟环唑，适用于防治真菌性病害。

[0017] 优选的，所述的透析的时长为6h。

[0018] 优选的，所述的用反应液清洗的次数为3次。

[0019] 优选的，所述的高速离心的转速为10000rpm。

[0020]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一种由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0021]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上述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在农作物真菌性病害防控方面

的应用，所述的农作物真菌性病害包括稻瘟病、纹枯病、白粉病、立枯病、炭疽病或叶斑病。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制备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GO-Carbendazim)中的杀菌剂通过π-π共

轭效应、氢键作用及静电吸附作用粘附在氧化石墨烯表面，通过氧化石墨烯对真菌细胞造

成损伤，进而让药物进行精准释放，实现药物的高效利用，使氧化石墨烯与农药表现出优异

的协同增效机制。通过乳化-冻干法制备的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应用于植物真菌性病

害防控时，因氧化石墨烯的二维片状结构疏水表面易于附着于植物叶片，从而其携带的纳

米农药更容易粘附在植物表面，缓解了纳米农药存在的漂移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对于未特别注明的工艺参数，可参照常规技术进行。

[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

[0027] 称取20mg的氧化石墨烯粉末，置于40mL去离子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称取10mg的多菌灵原药，溶于8mL的N-N二甲基甲酰胺中，配成多菌灵溶液。将多菌灵

溶液在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到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剧烈搅拌48h，透析6h除去游离的多

菌灵，以10000rpm离心10min，移除上清液，冻干，再将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

1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的吐温80，震荡，所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

药。

[0028] 实施例2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

[0030] 称取20mg的氧化石墨烯粉末，置于40mL去离子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称取30mg的多菌灵原药，溶于8mL的N-N二甲基甲酰胺中，配成多菌灵溶液。将多菌灵

溶液在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到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剧烈搅拌48h，透析6h除去游离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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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灵，以10000rpm离心10min，移除上清液，冻干，再将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

10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的吐温80，震荡，所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

农药。

[0031] 实施例3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

[0033] 称取20mg的氧化石墨烯粉末，置于40mL去离子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称取20mg的多菌灵原药，溶于8mL的N-N二甲基甲酰胺中，配成多菌灵溶液。将多菌灵

溶液在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到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剧烈搅拌48h，透析6h除去游离的多

菌灵分子，以10000rpm离心10min，移除上清液，冻干，再将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

1:5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的吐温80，震荡，所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

农药。

[0034] 实施例4

[003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

[0036] 称取20mg的氧化石墨烯粉末，置于40mL去离子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称取20mg的多菌灵原药，溶于8mL的N-N二甲基甲酰胺中，配成多菌灵溶液。将多菌灵

溶液在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到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剧烈搅拌48h，离心，以DMF：水＝1:5

的反应液清洗3次，除去游离的多菌灵分子，以10000rpm离心10min，移除上清液，冻干，再将

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6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的吐温80，震荡，所

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0037] 实施例5

[003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

[0039] 称取20mg的氧化石墨烯粉末，置于20mL去离子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称取20mg的多菌灵原药，溶于8mL的N-N二甲基甲酰胺中，配成多菌灵溶液。将多菌灵

溶液在剧烈搅拌下缓慢滴加到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剧烈搅拌48h，离心，以DMF：水＝1:5

的反应液清洗3次，除去游离的多菌灵分子，以10000rpm离心10min，移除上清液，冻干，再将

固体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10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的吐温80，震荡，

所得乳液即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0040] 实施例6

[004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基氧化石墨烯-氟环唑纳米农药及其制备方法。

[0042] 称取20mg的氧化石墨烯粉末，置于40mL去离子水中，剧烈搅拌，形成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称取30mg的氟环唑原药，溶于8mL的甲醇中，配成氟环唑溶液。将氟环唑溶液在剧烈搅

拌下缓慢滴加到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中，剧烈搅拌48h，离心，以甲醇：水＝1:5的反应液清

洗3次，除去游离的氟环唑分子，以10000rpm离心10min，移除上清液，冻干，再将固体水基氧

化石墨烯纳米农药以1:1000的比例分散于水溶液中，加入1％的吐温80，震荡，所得乳液即

为水基氧化石墨烯纳米农药。

[0043] 实施例7

[0044] 本实施例提供实施例4所得的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在抑制水稻稻瘟

菌方面的应用。

[0045] 具体地，通过平皿法测定该纳米农药抑制水稻稻瘟菌的效果。分别配制浓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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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2、0.4、0.6、0.8、1μg/mL的50mL含多菌灵和氧化石墨烯-多菌灵(GO-多菌灵)PDA培养

基。在无菌操作条件下，根据试验处理将预先溶化的灭菌培养基在酒精灯旁打开，加入预先

配制好的灭菌药液，充分摇匀。然后等量倒入3个以上直径为9cm的培养皿中，制成相应浓度

的含药平板。

[0046] 试验需要设置不含药剂的处理作空白对照，每次处理不少于3个重复。

[0047] 将培养好的稻瘟菌病原真菌，在无菌条件下用直径为5mm的灭菌打孔器，自菌落边

缘切取菌饼，用接种环将菌饼接种于倒好的含药平板中央，菌丝面朝上，盖上皿盖，使用封

口膜封口，置于适宜温度与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0048] 在培养9天后，用直尺测量菌落直径，单位为毫米(mm)。每个菌落用十字交叉法垂

直测量直径各一次，取其平均值。根据空白对照培养皿中菌的生长情况调查稻瘟菌菌丝生

长情况。

[0049] 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等药物浓度下，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对稻瘟菌具有更

明显的抑制效果。

[0050] 表1为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对稻瘟菌的抑制效果

[0051]

[0052] 实施例8

[0053] 本实施例提供实施例4所得的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在抑制水稻纹枯

病方面的应用。

[0054] 具体地址，通过平皿法测定该纳米农药抑制水稻纹枯病的效果。分别配制浓度梯

度为0.1、0.2、0.3、0.4、0.5μg/L的50mL含多菌灵和氧化石墨烯-多菌灵(GO-多菌灵)PDA培

养基。在无菌操作条件下，根据试验处理将预先溶化的灭菌培养基在酒精灯旁打开，加入预

先配制好的灭菌药液，充分摇匀。然后等量倒入3个以上直径为9cm的培养皿中，制成相应浓

度的含药平板。

[0055] 试验需要设置不含药剂的处理作空白对照，每次处理不少于3个重复。

[0056] 将培养好的纹枯菌病原真菌，在无菌条件下用直径为5mm的灭菌打孔器，自菌落边

缘切取菌饼，用接种环将菌饼接种于倒好的含药平板中央，菌丝面朝上，盖上皿盖，使用封

口膜封口，置于适宜温度与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0057] 在培养2-3天后，用卡尺测量菌落直径，单位为毫米(mm)。每个菌落用十字交叉法

垂直测量直径各一次，取其平均值。根据空白对照培养皿中菌的生长情况调查纹枯菌菌丝

生长情况。

[0058] 实验结果表明：在等药量的条件下，水基纳米农药对纹枯菌表现出更好的效果，

0.4μg/mL的纳米农药就可以完全抑制纹枯菌的生长。

[0059] 表2为水基氧化石墨烯-多菌灵纳米农药对纹枯菌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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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实施例9

[0062] 本实施例提供实施例5所得的水基氧化石墨烯-氟环唑纳米农药在抑制水稻稻瘟

菌方面的应用。

[0063] 具体地，通过平皿法测定该纳米农药抑制水稻稻瘟菌的效果。分别配制浓度梯度

为0.1、0.2、0.3、0.4、0.5μg/mL的50mL含氟环唑和氧化石墨烯-氟环唑(GO-氟环唑)PDA培养

基。在无菌操作条件下，根据试验处理将预先溶化的灭菌培养基在酒精灯旁打开，加入预先

配制好的灭菌药液，充分摇匀。然后等量倒入3个以上直径为9cm的培养皿中，制成相应浓度

的含药平板。

[0064] 试验需要设置不含药剂的处理作空白对照，每次处理不少于3个重复。

[0065] 将培养好的稻瘟菌病原真菌，在无菌条件下用直径为5mm的灭菌打孔器，自菌落边

缘切取菌饼，用接种环将菌饼接种于倒好的含药平板中央，菌丝面朝上，盖上皿盖，使用封

口膜封口，置于适宜温度与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0066] 在培养9天后，用卡尺测量菌落直径，单位为毫米(mm)。每个菌落用十字交叉法垂

直测量直径各一次，取其平均值。根据空白对照培养皿中菌的生长情况调查稻瘟菌菌丝生

长情况。

[0067] 表3为水基氧化石墨烯-氟环唑纳米农药对稻瘟菌的抑制效果

[0068]

[0069] 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原药氟环唑，在同等药物浓度下，水基纳米农药对稻瘟菌表

现出更显著的抑制效果。

[0070]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它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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