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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

药剂，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蜂蜡0.1

～1.2％、复配乳化剂0.05～0.6％、余量为水。本

发明还公开了上述药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S1、按重量百分含量称取蜂蜡0.1～1.2％、复

配乳化剂0.05～0.6％、余量为水，备用；S2、将S1

中称取的蜂蜡加入到S1中称取的复配乳化剂中，

加热融化，然后加入S1中称取的水，搅拌均匀，即

得到药剂。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药剂的使用方

法，在韭菜叶片生长至8～10cm时进行第1次喷

施，10天和20天后进行第2次和第3次喷施。本发

明提供的药剂无任何污染，绿色环保，保证食品

安全，成本较低，且对灰霉病具有优异的防治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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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蜂

蜡0.1～1.2％、复配乳化剂0.05～0.6％、余量为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配乳化剂由

司盘80和聚山梨酯-80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聚山梨酯80的质量比为1:1～1.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S1、按重量百分含量称取蜂蜡0.1～1.2％、复配乳化剂0.05～0.6％、余量为水，备用；

其中，所述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聚山梨酯-80直接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聚山梨酯80

的质量比为1:1～1.5；

S2、将S1中称取的蜂蜡加入到S1中称取的复配乳化剂中，在搅拌状态下于70～80℃下

加热融化，然后加入S1中称取的水，搅拌均匀，即得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的温度为70℃。

5.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

剂在春、秋灰霉病爆发季节，温度2～32℃，空气湿度大于80％时喷施，具体为在韭菜叶片生

长至8～10cm时进行第1次喷施，10天后进行第2次喷施，20天后进行第3次喷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药剂的

施用量为50～6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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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制备方法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制备方法

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韭菜生长发育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病害侵染，特别是真菌病害。韭菜灰霉病

(Chinese  chives  gray  mold)是一种常见重要病害，由葱鳞葡萄孢菌(Botrytis 

squamosal  Walker)侵染引起，属典型的气传性病害，低温高湿和结露时间长利于发生和流

行。叶片易受侵害，常见症状包括白点、干尖和湿腐，伴有霉味、土腥味等怪味，一般可导致

减产20％～30％，严重影响韭菜品质，失去食用价值。在采后和贮运期间亦可继续为害，严

重者可使整梱韭菜成为一滩烂泥，导致整棚绝产。

[0003] 防治韭菜灰霉病需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抗病品种、培育壮苗、合理水肥、

温湿度控制、及时清理病残和清洁棚膜等农业防治和生态调控措施均能起到较好地预防作

用，但很难从根本上控制病害。物理防治有利于该病的预防，利用臭氧熏蒸棚室或者太阳能

高温闷棚，可减轻该病发生，但是防治成本较高。化学防治是控制灰霉病危害最有效、最方

便的方法，然而对灰霉病效果突出的杀菌剂种类并不多，并且由于菜农习惯长期、大剂量使

用化学杀菌剂，灰霉病菌已对常用药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导致防治效果下降甚至失

败，频繁用药又造成农民用药成本的增加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因此，急需高效、低毒、环保的

杀菌剂品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

制备方法及其使用方法。本发明提供的药剂无任何污染，绿色环保，防治效果好，且制备方

法简单、成本较低。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由以下重量百分含

量的组分组成：蜂蜡0.1～1.2％、复配乳化剂0.05～0.6％、余量为水。

[0006] 优选的，所述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聚山梨酯-80(吐温80)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

吐温80的质量比为1:1～1.5。

[000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8] S1、按重量百分含量称取蜂蜡0.1～1.2％、复配乳化剂0.05～0.6％、余量为水，备

用；

[0009] 其中，所述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聚山梨酯-80(吐温80)直接混合组成，且司盘80

和吐温80的质量比为1:1～1.5；

[0010] S2、将S1中称取的蜂蜡加入到S1中称取的复配乳化剂中，在搅拌状态下于70～80

℃下加热融化，然后加入S1中称取的水，搅拌均匀，即得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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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水的温度为70℃。

[0012]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的使用方法，该

药剂在春、秋灰霉病爆发季节，温度2～32℃，空气湿度大于80％时喷施，具体为在韭菜叶片

生长至8～10cm时进行第1次喷施，10天后进行第2次喷施，20天后进行第3次喷施。

[0013] 优选的，每次喷药时对叶片的正反面均进行喷施，喷至叶片药液欲滴即可。

[0014] 优选的，药剂的施用量为50～60kg/亩。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在于：

[0016] (1)本发明提供的药剂无任何污染，绿色环保，保证食品安全。本发明药剂中的原

料组分蜂蜡为可直接食用的天然物质，而司盘80、吐温80均为食品加工中常用的食品添加

剂，按《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在植物蛋白饮料(豆奶、椰奶、杏仁奶、

花生奶等)中两者最大使用量分别为0.6％和0.2％，而本申请药剂中司盘80、吐温80的使用

量均远低于国家规定；

[0017] (2)本发明提供的药剂对韭菜灰霉病的防治效果优于腐霉利；

[0018] (3)本发明提供的药剂经济成本低。本发明提供药剂中蜂蜡含量按0.2％浓度计，

且每亩施用量为60kg，则每亩地需蜂蜡0.12kg，乳化剂0.06kg。市面价格蜂蜡为50元/kg，乳

化剂为70元/kg。累计每亩地需10.2元。普通防治灰霉病每亩使用日本住友腐霉利50％可湿

性粉剂3袋，价格36元。本发明药剂成本相比蜂蜡制剂每亩地减少25.8元；

[0019] (4)本发明提供药剂的制备方法操作简单、易于实现。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

成：蜂蜡0.2％、复配乳化剂0.1％、余量为水。

[0023] 其中，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吐温80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吐温80的质量比为1:

1.5。

[0024] 上述药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S1、按重量百分含量称取蜂蜡0.2％、复配乳化剂0.1％、余量为水，备用；

[0026] 其中，所述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吐温80直接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吐温80的质

量比为1:1.5，水的温度为70℃；

[0027] S2、将S1中称取的蜂蜡加入到S1中称取的复配乳化剂中，在搅拌状态下于70℃下

加热融化，然后加入S1中称取的水，搅拌均匀，即得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

[0028] 本发明实施例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使用方法：该药剂在春、秋灰霉病爆

发季节，温度2～32℃(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大于80％时采用叶面喷雾法(采用CD-16型背

负式电动喷雾器，喷孔直径0.7mm)进行喷施，具体为在韭菜叶片生长至10cm时进行第1次喷

施，10天后进行第2次喷施，20天后进行第3次喷施，喷药时要求对叶片的正反面均进行喷

施，喷至叶片药液欲滴为止。药剂的施用量为6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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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喷药后不再施用对韭菜灰霉病有控制作用的其他药剂，其它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

管理一致。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

成：蜂蜡0.1％、复配乳化剂0.05％、余量为水。

[0032] 其中，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吐温80直接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吐温80的质量比

为1:1。

[0033] 上述药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按重量百分含量称取蜂蜡0.1％、复配乳化剂0.05％、余量为水，备用；

[0035] 其中，所述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吐温80直接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吐温80的质

量比为1:1，水的温度为70℃；

[0036] S2、将S1中称取的蜂蜡加入到S1中称取的复配乳化剂中，在搅拌状态下于80℃下

加热融化，然后加入S1中称取的水，搅拌均匀，即得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

[0037] 该药剂的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区别为药剂的施用量为50kg/亩。

[0038] 实施例3

[003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

成：蜂蜡1.2％、复配乳化剂0.6％、余量为水。

[0040] 其中，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吐温80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吐温80的质量比为1:

1.5。

[0041] 上述药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2] S1、按重量百分含量称取蜂蜡1.2％、复配乳化剂0.6％、余量为水，备用；

[0043] 其中，所述复配乳化剂由司盘80和吐温80直接混合组成，且司盘80和吐温80的质

量比为1:1.5，水的温度为70℃；

[0044] S2、将S1中称取的蜂蜡加入到S1中称取的复配乳化剂中，在搅拌状态下于80℃下

加热融化，然后加入S1中称取的水，搅拌均匀，即得到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

[0045] 该药剂的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46] 下面以实施例1制备的防控灰霉病的绿色环保药剂为例，对韭菜灰霉病的预防效

果进行研究

[0047] 一、田间试验

[0048] 1、试验条件设置

[0049] 选择韭菜未感染灰霉病的地块设置灰霉病的预防效果试验，地块采用完全随机排

列，每个地块设置面积10m2，10月12日收割平茬，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药剂采用叶面喷雾

法进行施药防治(采用CD-16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喷孔直径0.7mm)，具体操作为：10月22日

叶片生长10cm左右进行第1次喷药，接着11月1日进行第2次喷药，然后11月11日进行第3次

喷药，要求叶片的正反面都喷湿，直到叶片药液欲滴为止。喷药后不再施用对韭菜灰霉病有

控制作用的其他药剂，其它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管理一致。同时以喷施腐霉利(腐霉利计量

按说明使用)和清水作为对照组，具体喷施和管理方法与施用实施例1的地块相同，每种药

剂均设三个平行组，共设9个地块，11月12日扣棚诱发灰霉病。10d后调查病情，计算病情指

数和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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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2、韭菜灰霉病调查分级参考标准(以全株或株丛调查为对象)

[0051] 0级：植株健壮、，叶片生长正常，未见病斑。

[0052] 1级：全株感染病斑叶片较少，感染叶片数少于1/10，病斑总面积<5％；

[0053] 3级：全株病斑较少，1/10≤感染叶片数<1/5，5％≤病斑总面积<20％；

[0054] 5级：叶片病斑较多，1/5≤感染叶片数<1/2，20％≤病斑总面积<50％；

[0055] 7级：叶片病斑多，1/2≤感染叶片数<4/5，50％≤病斑总面积<80％；

[0056] 9级：感病非常严重，病斑多，几乎全部叶片发霉状，4/5≤感染叶片数，80％≤病斑

总面积；

[0057] 注：每份资源调查，分3次重复，每重复最少5株(丛)。

[0058] 10d后调查病情，计算病情指数和诱导效果。

[0059] 病情指数＝∑(植株数x代表基值)/植株总数x最高代表级值)

[0060] 诱导效果计算公式为：

[0061] 诱导效果＝(对照病情指数-处理病情指数)/对照病情指数X100％。

[0062] 3、防控韭菜灰霉病调查结果

[0063] 表1防控韭菜灰霉病调查结果

[0064]

[0065]

[0066] 注：上表中的防效(％)为各重复平均值

[0067] 韭菜灰霉病防治效果试验分析。用LSD法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韭菜灰霉病防

治效果试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表1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药剂和腐霉利处

理韭菜植株叶片后均可对韭菜灰霉病起到不同程度的防治效果。扣棚10d后调查，本发明实

施例1的药剂和腐霉利对韭菜灰霉病的防效分别是62.3％、57.9％，且本发明实施例1的药

剂的防效优于腐霉利，经显著性测定得知，各处理差异显著。

[0068] 二、室内接种试验

[0069] 1、试验条件设置

[0070] 供试韭菜品种为航研998。2015年5月1日播种于露地，播种量为0.002kg·m－2，常

规管理。同年12月上旬，将培育的韭菜剪根(留3cm)，移栽至长60cm、宽40cm瓦盆中，每盆栽4

行，每行10丛，每丛6株。将鸡粪、牛粪、稻壳、土、沙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用作韭菜栽培基质。缓

苗后移至人工气候室内，采用实施例1的药剂7天喷施1次，连续喷施3次，以腐霉利和无菌水

处理作为对照，每组处理3盆。采用人工接种的方法，用针刺破叶片，并在刺伤处接种灰霉病

菌，接种后将叶片放入培养箱内，20℃恒温培养箱内培养，分别在接种5d后统计已染病韭菜

叶片数，调查病情级别，以此计算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

[0071] 2、防控韭菜灰霉病调查结果

[0072] 表2韭菜接种灰霉病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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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0075] 注：上表中的防效(％)为各重复平均值

[0076] 通过表2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药剂和腐霉利处理韭菜后，接种灰

霉病菌，病情指数均较对照有一定的下降，实施例1药剂和腐霉利之间的防治效果的差异均

达到了显著的水平，且本发明实施例1的药剂的防效优于腐霉利。

[0077] 三、大田试验

[0078] 2018年3月1日，于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李庄试验基地选取大田2亩进行试验。1亩

喷施本发明实施例1的药剂，1亩喷施清水做对照。3月2日，3月12日，3月22日分别喷施。3月

29日收割，蜂蜡组亩产3500kg，清水组由于感染灰霉病严重，亩产1200kg，按0.5元/kg，采用

本发明实施例的药剂进行预防，相对清水对照组，产值平均增收1150元，提高了经济效益。

[0079] 四、安全性测试

[0080] 根据田间试验系统观察对韭菜生长的安全性和其它非标靶生物的影响。根据田间

试验系统观察，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药剂预防韭菜灰霉病，各处理区的韭菜生长正常，无明

显不良影响，对韭菜生长的安全性较好，对其它非标靶生物无明显影响。

[0081]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药剂对韭菜灰霉病具有很好的预防效果，提高了

韭菜的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且本发明提供的药剂无任何污染，绿色环保，保证韭菜食品

安全。

[008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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