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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除草剂药效的因素（1）

（一）人为因素

Ø 用药时期：播后苗前  苗后   叶龄
Ø 施药量：药剂   喷液量
Ø 施药方法：喷雾    



  （二）环境因素 
        1、土壤因素的影响 
      （1）土壤质地与有机质含量    
       土壤质地与有机质含量，会影响除草剂在土壤中的吸
附性与淋溶性。就吸附性而言，有机质含量高的粘性土
壤吸附除草剂的量多，而有机质含量低的砂性土壤吸附
除草剂的量少。因此，在同样除草剂用量下，前者表现
出的防效较后者低，或者说前者较后者需要较多的药量
才能达到同样的防除效果。

q土壤一般可分为粘土、壤土和砂土。 
q  有机质含量

一、影响除草剂药效的因素（2）



            土壤质地对除草剂药效及药害的影响
 

                        砂土              壤土              黏土
颗粒              大                                             小

表面积          小                                             大

吸附性          弱                                             强

药效              高                                             低

淋溶性          强                                             弱

药害              重                                             轻



    除草剂只有在土壤中处于溶解状态，
才能被植物有效吸收而发挥作用。土壤
含水量越大，被土壤颗粒吸附的除草剂
被解吸附到水中，土壤颗粒间的空隙就
会被更多的除草剂溶液占据，杂草的根、
芽或胚轴、胚芽鞘就会充分吸收除草剂，
药效就高。 

（2）土壤水分



(三)土壤微生物    

    除草剂施用到土壤中去，不可避免地要被
土壤微生物降解。

ü 持效期

ü下茬安全性 



2、气象因素的影响 

v                                          温度
v                                湿度
v                     光照
v           降雨
v风



二、导致除草剂产生药害的原因（1）
   一、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是除草剂产生药害的重要原因，
是可以避免的。有下列人为因素导致除草剂产
生药害：

Ø施用过量的除草剂：

Ø使用时期不当： 
Ø施药方法或作业不标准：

Ø药械性能不良、选用药械错误或清洗不彻底

Ø雾滴挥发与飘移

Ø药剂混用不当  



二、导致除草剂产生药害的原因（2）
1、土壤因素： 
（1）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含量
（2）土壤积水 
（3）土壤残留 
2、气候因素： 
（1）温度： 
（2）湿度 
（3）降雨 
（4）风 
（5）光照 



三、几个除草剂品种的使用技术（1）

精喹禾灵

    商品名称：闲锄、精禾草克
    类       别：芳氧苯氧基丙酸酯类



芳氧苯氧基丙酸酯类

基本结构：

   A-苯环、吡啶、苯并噁唑啉、喹唑
啉、苯并噁唑、喹啉等。

     R-H，CH3，C2H5



芳氧苯氧基丙酸酯类特点

v选择性输导型茎叶处理剂；

v多用于阔叶作物田，少数品种可用于水稻和高梁
田；

v用来防除一年生和多年生禾本科杂草；

v具有同分异构体(R体、S体)，R体为活性体；
v为脂肪酸合成抑制剂，其靶标酶为乙酰辅酶A羧
化酶（ACCase）；

v对哺乳类动物低毒；

v多数品种环境降解较快；

v易产生抗药性。









精喹禾灵

特性：为喹禾灵的R-体。为选择性输导型
茎叶处理剂，通过杂草茎叶吸收，在植
物体内向上或向下传导，抑制脂肪酸的
合成。具有高度选择性，对阔叶植物安
全，防除禾本科杂草。在土壤中降解速
度快。 
防治对象：一年生和多年生禾本科杂草。



毒性：对高等动物低毒，对鱼类毒性较高。

适应作物：

v粮食作物：甘薯

v纤维作物：棉花、黄麻、红麻、亚麻、
大麻、苘麻等。

v油料作物：大豆、油菜、花生、向日葵、
芝麻、蓖麻等。

v饲料作物：苜蓿。

v果树类：柑桔、苹果、梨、桃树、杏树、
山楂、荔枝、龙眼等。



v蔬菜类：

Ø根菜类：萝卜、胡萝卜、芜箐、甘蓝、
牛蒡、莴苣等。

Ø薯芋类：马铃薯、姜、芋头、山药、魔
芋等。

Ø白菜类：大白菜、小白菜、菜苔等。

Ø芥菜类：芥菜（叶用、茎用、根用）。

Ø甘蓝类：结球甘蓝、球茎甘蓝、花椰菜等。



Ø叶菜类：菠菜、芹菜、香菜、茴香、荠菜、

薄荷等。

Ø葱蒜类：大葱、大蒜、韭菜、洋葱。

Ø瓜类：黄瓜、冬瓜、南瓜、西瓜、甜瓜、

节瓜、丝瓜、苦瓜、佛手瓜、蛇瓜等。

Ø茄果类：番茄、茄子、辣椒、酸浆等。

Ø豆类：菜豆、豇豆、豌豆、蚕豆、扁豆、

刀豆、黎豆等。

Ø多年生蔬菜：黄花菜、芦笋、百合、香椿

等。



v中药材：薄荷、红花、黄芩、红三叶草、
白三叶草、板蓝根、甘草、枸杞等。

v花卉：各种阔叶花卉。

v其它植物：油棕榈、橡胶、胡椒、茴香、
菠萝、茶园、桑园等。

杂草中毒症状：

    杂草吸收药剂后很快停止生长，幼嫩组
织和生长旺盛的组织首先受到抑制。用药
后48小时可观察到杂草的受害症状，首先



表现在芽和节等分生组织开始变褐，然后
心叶变紫、变黄，直到全株死亡。老叶表
现症状稍晚，在枯萎前先变紫、橙色或红。
全株死亡一般需要7－14天。

用药时期：

    在杂草3～5叶期为最佳，超过3～5叶期，
需加大用药量。

用药量：

    防治3～5叶期一年生禾本科杂草40～
60ml/亩。



防治多年生禾本科杂草：40～80ml／亩。

    苗带用药可根据用药面积计算用药量。

喷液量：15～30公斤／亩。干旱季节，可
降低至10～15公斤／亩。或加入助剂。

影响药效的因素：

ü温度

ü降雨

ü空气湿度



ü土壤湿度

ü刮风

ü助剂

ü光照



混用技术：混用见下表。

组合 作物

精喹禾灵+杂草焚 大豆、花生

精喹禾灵+虎威 大豆

精喹禾灵+广灭灵+克阔乐 大豆

精喹禾灵+苯达松 大豆、花生

精喹禾灵+苯达松+虎威 大豆

精喹禾灵+苯达松+广灭灵 大豆

精喹禾灵+乙羧氟草醚 大豆、花生

精喹禾灵+胺苯磺隆 油菜



注意事项：

Ø最佳时期为杂草叶龄3-5叶期。

Ø长期干旱无雨、低温、空气湿度低于65%药效差。

Ø选择早晚用药，上午10时后至下午4时前不宜施药。

Ø施药后2小时内不能降雨。

Ø与防除阔叶杂草除草剂混用应注意用药量，以免
产生药害。

Ø闲锄用药后，杂草死亡速度较慢，2天停止生长，
5-7天出现症状，14天内植株枯死。



Ø禾本科作物对闲锄敏感，用药时避免漂
移到禾本科作物上，如。玉米、水稻、小
麦等作物上。

Ø在高温、干旱时，有时在个别作物叶面
出现接触性斑点，但很快恢复，对产量无
影响。



几个除草剂品种的使用技术（2）

40%异丙·莠水悬乳剂
（玉地）

ü作        物：玉米（生姜、大蒜）。
ü防除对象：大多数一年生禾本科和阔叶杂
草，对莎草科杂草也有一定防效。

ü注意事项：



 莠去津与其他除草剂混用

混用组合 
适用

作物
混用组合 

适用

作物 
莠去津+草净津
莠去津+乙草胺
莠去津+都尔
莠去津 +异丙草
胺

莠去津+甲草胺
莠去津+丁草胺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莠去津+二甲戊乐灵
莠去津+苯达松
莠去津+利谷隆
莠去津+烟嘧磺隆
莠去津+百草敌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草净津与其他除草剂的混用

混用组合 适用作物 混用组合 适用作物 

草净津+莠去津
草净津+乙草胺
草净津+都尔

草净津+异丙草胺 

玉米

花生、玉米

花生、玉米

花生、玉米 

草净津+二甲戊乐灵
草净津+ 甲草胺
草净津+百草敌 

玉米

玉米

玉米

 



扑草净与其他除草剂的混用 
混用组合 适用作物 备注 混用组合 适用作物 备注 

扑草净+乙草胺
 

扑草净+都尔
 

扑草净+异丙草胺 

花生、玉米

大豆、棉花

花生、玉米

大豆、棉花

花生、玉米

苗前

 
苗前

 
苗前 

扑草净+丁草胺

扑草净+二甲戊乐灵
扑草净+甲草胺

大豆、棉花

水稻

大蒜、花生

花生、玉米

 大豆、棉花 

苗前

苗前

苗前



嗪草酮与其他除草剂混用情况

混用组合 适用作物               混用组合 混用组合 

嗪草酮＋乙草胺

嗪草酮＋甲草胺

   嗪草酮＋广灭灵 

玉米、大豆

玉米、大豆

      大豆 

嗪草酮＋都尔

嗪草酮＋异丙草胺

嗪草酮+氟乐灵 

玉米、大豆

玉米、大豆

      大豆 



四、国内主要作物田除草剂应
用情况及存在问题

小麦田

玉米田

花生田

大豆田



1、小麦田（1）

常见杂草：

（1）北方：阔叶杂草为主：荠菜、
播娘蒿、麦瓶草、猪殃殃、泽漆、蚤
缀、繁缕、牛繁缕等。

（2）南方：禾本科与阔叶杂草混生
为主



1、小麦田（2）

常用除草剂:
（1）防治禾本科杂草除草剂:
骠马、甲磺隆、绿磺隆（仅限于稻麦轮作
区）、禾草灵

（2）防治阔叶杂草除草剂：
苯磺隆、噻磺隆、快灭灵、苯达松、2，4
－D丁酯、2甲4氯、溴苯腈、辛酰溴苯腈、
碘苯腈



1、小麦田（3）

                        存在的问题
ü缺乏有效防除禾本科杂草的茎叶处理剂

   雀麦、毒麦、碱茅、硬草、野燕麦、看麦
娘、菵草。

ü部分阔叶杂草防除困难

   泽漆、猪殃殃、麦家公、繁缕、牛繁缕等



2、玉米田（1）

种植方式：

翻耕种植：种植时无杂草，墒情好，有利
于土壤处理和茎叶处理（杂草出苗整齐）；

贴茬种植：上茬多为小麦，不灭茬，种植
时有杂草出苗，墒情差；

套种：麦田套种，无法灭茬，种植时有杂
草，施药时玉米出苗，要求除草剂对苗后
玉米安全。



2、玉米田（2）
防除技术：

播后苗前除草：

单剂：（1）甲草胺、乙草胺、丁草胺、异
丙草胺、异丙甲草胺、二甲戊乐灵

               （2）莠去津、莠灭津、扑草净、
氰草津。

混剂：（1）＋（2）。
苗后茎叶处理：烟嘧磺隆、噻磺隆、磺草
酮、莠去津、2，4－D丁酯、苯达松、百草
枯



2、玉米田（3）

存在的问题

v缺乏具有“一杀一封”特性的除草
剂

v玉米田禾本科杂草茎叶处理防除
困难



3、花生田（1）
种植方式：

春花生：露地、覆膜。

夏花生：套种、贴茬种植、翻耕种植。

杂草防除技术：

播后苗前（覆膜前）土壤处理：

单剂：（1）甲草胺、乙草胺、异丙草胺、异丙甲
草胺、二甲戊乐灵。

            （2）地乐胺、氟乐灵、速收、扑草净、恶
草灵。

混用：（1）＋（2）



3、花生田（2）

Ø苗后茎叶处理：

Ø禾本科杂草除草剂：（高效）盖草能、
（精）稳杀得、（精）喹禾灵、拿捕
净、喷特、威霸。

Ø阔叶杂草除草剂：苯达松、三氟羧草
醚、乙羧氟草醚、利收。



3、花生田（3）

存在问题

土壤封闭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

茎叶处理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药
害问题

一次性茎叶处理混剂



4、大豆田（1）
种植方式：

春大豆：东北地区，气温低、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一年一作，要求除草剂
                 持效期长。
夏大豆：华北、华东等地区，气温高，复

                 种指数高，部分与玉米套种，要
                 求除草剂对下茬作物安全。



4、大豆田（2）
化学除草

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单剂：（1）甲草胺、乙草胺、异丙甲
草胺、异丙草胺、二甲戊乐灵、地乐
胺、氟乐灵。

           （2）扑草净、赛克津、广灭灵、
普施特、金豆、速收。



混剂：

（1）＋（2）
金普施特

广灭灵＋赛克津

氟乐灵＋广灭灵



4、大豆田（2）

   苗后茎叶处理：
禾本科杂草茎叶处理剂：高效盖草能、
精稳杀得、精喹禾灵、拿捕净、喷特、
收乐通、威霸、禾草灵。

阔叶杂草茎叶处理剂：三氟羧草醚（杂
草焚）、氟磺胺草醚（虎威）、乙氟羧
草醚、克阔乐、苯达松、克莠灵。

混用



4、大豆田（3）

存在的问题

夏大豆种植区：

同花生田。



5、棉田（1）

v种植方式：

   露地、覆膜（直播、移栽）。
v常见杂草：

ü禾本科杂草：马唐、牛筋草、稗草、画眉草、
狗牙根、千金子、狗尾草

ü阔叶杂草：反枝苋、皱果苋、马齿苋、鳢肠、
繁缕、牛繁缕、藜、小藜、田旋花、刺儿菜等

   



5、棉田（2）

土壤处理：

（1）氟乐灵、乙草胺、都尔、
拉索、除草通、普乐宝

（2）扑草净、恶草灵
（3）混用：（1）＋（2）



5、棉田（3）

茎叶处理：

禾本科杂草：高效盖草能、精稳杀得、
精喹禾灵、拿捕净、喷特、收乐通、
威霸。

阔叶杂草：棉草净

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克无踪



5、棉田（4）

存在问题：

ü阔叶杂草茎叶处理剂

ü棉花安全性



6、蔬菜田化学除草（1）

十字花科蔬菜田化学除草

白菜、萝卜、油菜、甘蓝、花椰菜



直播田及苗床（1）

播前土壤处理（混土处理）：

Ø48％氟乐灵EC 100 ml/亩（间隔5－
7天）

Ø48％拉索EC 150－200 ml/亩
Ø72％都尔EC 100 ml/亩
Ø48％地乐胺EC 200－250 ml/亩



直播田及苗床（2）
播后苗前土壤处理（当天）

ü25％除草醚WP 400－750 ml/亩
ü50％扑草净WP 75－100 克／亩
ü50％杀草丹EC 150 ml/亩
ü2 0％草枯醚EC 350－500 ml/亩
ü33％除草通EC 100 ml/亩
ü50％大惠利WP 100－150克／亩



ü72%都尔EC 80－100 ml/亩

ü48％氟乐灵EC 75－100 ml/亩

ü20％敌草胺EC 200 ml/亩



直播田及苗床（3）
苗后茎叶处理

v20％拿捕净EC 70－130 ml/亩
v35％稳杀得EC 35－70 ml/亩
v10％禾草克EC 50－75 ml/亩
v12.5％盖草能EC 35－70 ml/亩
v8.05％威霸EC 50－60 ml/亩



移栽田

q移栽前土壤处理

48％氟乐灵EC 100 ml/亩
33％除草通EC 100 ml/亩
50％大惠利WP 100－150克／亩
72%都尔EC 80－100  ml/亩



移栽田

移栽后土壤处理

   除草醚、氟乐灵、除草通、大惠利、
都尔（同移栽前）。

移栽后茎叶处理

   稳杀得、盖草能、禾草克、威霸、拿
捕净、喷特、



茄科蔬菜

茄子、番茄、辣椒、马铃薯

特点：主要移栽



移栽前土壤处理

q氟乐灵48EC 100 ml/亩
q地乐胺48EC 200-300 ml/亩
q都尔72EC 100 ml/亩
q除草通33EC 100－200 ml/亩
q恶草灵25EC 100 ml/亩
q大惠利50 WP 100－200克/亩
q异丙草胺72EC 100 ml/亩



移栽缓苗后土壤处理

q杀草丹50EC 300－500 ml/亩
q都尔72EC 100 ml/亩
q除草通33EC 100－200 ml/亩
q大惠利50 WP 100－200克/亩
q异丙草胺72EC 100 ml/亩



茎叶处理

   稳杀得、盖草能、禾草克、威霸、
拿捕净、喷特



百合科蔬菜

韭菜、葱、元葱、大蒜



韭菜（1）

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除草通33EC 100－150 ml/亩
§地乐胺48EC 200－250 ml/亩
§扑草净50WP 100 克/亩
§异丙隆15WP 250 克/亩
§杀草胺60EC 300－400 ml/亩



韭菜（2）

苗后茎叶处理

   稳杀得、盖草能、精喹禾灵、威霸、
拿捕净、喷特

老根韭菜：伤口愈合后处理



大蒜（1）
土壤处理

Ø除草通33EC 150－200 ml/亩
Ø地乐胺48EC 200－250 ml/亩
Ø扑草净50WP 100 克/亩
Ø异丙隆15WP 250 克/亩
Ø乙草胺50EC 150－200 ml/亩
Ø恶草灵25EC 100－150 ml/亩
Ø大惠利50WP 120－140 克/亩



大蒜（2）

混用

ü乙草胺＋除草通

ü乙草胺＋扑草净

ü乙草胺＋果尔

ü乙草胺＋恶草灵

ü除草通＋扑草净



葱、元葱

育苗葱播后苗前

o除草通33 EC 80－100 ml/亩
o地乐胺33EC 200－250 ml/亩
o扑草净50WP 100 克/亩
o异丙隆50WP 150-200 克/亩
  移栽前及移栽后同上



伞形科蔬菜

胡萝卜、芹菜、香菜、茴香



胡萝卜

v播前土壤处理

   氟乐灵、地乐胺
v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除草醚、恶草灵、杀草丹、拉索、都尔、
异丙草胺、除草通、扑草净

v苗后茎叶处理

   稳杀得、盖草能、精喹禾灵、威霸、拿
捕净、喷特



芹菜

Ø播前或移栽前土壤处理

   氟乐灵、地乐胺
Ø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除草醚、扑草净、都尔、异丙草胺、
除草通、恶草灵

Ø茎叶处理

   稳杀得、盖草能、精喹禾灵、威霸、
拿捕净、喷特



豆科蔬菜

芸豆、豇豆、扁豆、豌豆、蚕豆



豆科蔬菜

播前混土处理（一周左右）

   拉索、氟乐灵、地乐胺、除草醚
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敌草胺、都尔、异丙草胺
苗后茎叶处理

   稳杀得、盖草能、精喹禾灵、威霸、
拿捕净、喷特



葫芦科

   黄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
苦瓜、葫芦等



葫芦科

Ø直播

   胺草磷、地乐胺、敌草胺、除草通
Ø移栽前

   氟乐灵、拉索、胺草磷、除草通
Ø 
   稳杀得、盖草能、精喹禾灵、威霸、
拿捕净、喷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