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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剂14C-绿磺隆的环境生态效应

及其安全性评价.

陈祖义程薇

(南京农业大学〉

摘要

研究了除草剂 14C_绿磺隆的土壤吸附性、移动性、降解性、残留

性及其残留物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土壤对 14C_绿磺隆的吸附性较

弱而移动性较强;它在土壤中降解缓慢;在旱地条件土壤中具有明显

的土壤结合态残留，随时间延长，可提取态残留逐渐降低，结合态残

留逐渐增加;土壤残留物的 TLC 表明，放射性降解物主要为均三氮

苯胶类结构物;施于盆栽小麦的 14C_绿磺隆，经麦茬和麦-稻二茬后，

土壤及其后茬作物中均具有明显的残留，并随其用量增加而增加;水

稻植株中的残留水平明显高于土壤，且呈不均匀分布，按其转移系

数，根系对绿磺隆具有高度的富集性 ;14C-绿磺隆的土壤残留物，包

括结合态残留，它们对后茬作物均具有明显的生物学效应，抑制作物

根系发育，影响植株生长;水稻幼苗期 14C_绿磺隆的土壤结合态残留

最低致害剂量为 10μg/kg 。

·农业部 85-06-02-03 专题研究内容之一.
由中国原子能农学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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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lVIENT ECOLOGICAL EFFECT

OF 14C-CHLORSULFURON AND

ITS SAFETY EVALUATION

Chen Zuyi Cheng Wei

(NANJIGN AGRICULTA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dsorption , migration , degradation , residues of 14C-chlorsulfuron and eco

logical effects of its degradation products were reviewed by isotope trace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dsorption of 14C-chlorsulfuron in soil are rather

weak and its migration are rather strong. (2) The degradation of chlorsulfuron in

soils are slow. The bound residues of chlorsulfuron in dryland soil are very consider

able and increasing with the incubation time , extractive residues decrease gradually.

By means of TLC and radioactive assay the radioactive degradation products of 14C_

chlorsulfuron in soil belong to trinitrogen-aniline. (3) One wheat and rice-wheat

seasons after its application , the soil and after-crop (rice) all have considerable

residues. The residue of chlorsulfuron and its transfer coefficient are far more than

that in its shoots , the latters are more than that in soil. It is not distributed evenly

in the plants. The residue in roots is far more than that in plant , which explains

clearly that the bad effect of chlorsulfuron on the growth of root is related with its

high accumalation on root. (4) The residue products including bound residues of

14C-chlorsulfuron in soils were available on after-crop (maize , bean , pea , rice and

garden sass). The damage symptoms showed that the root system development

were clearly suppressed and the seedling were effected on growth. The minimun

suffer dose of bound residues is 10 Ilg/kg in the stage of seedling growth.

• Contribut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Nuclear-Agricultural Sciences (CS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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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睦 (Chlorsulfuron. 又利:氯磺隆，化学名: 2-氯-N C(4-~~ 轼基-1， 3 , 5-均三氮基

-2) 氨基甲 me基〕苯磺me股) .属磺酣腮类除草刑.用于麦田除草。然而，因其活性高，在

土墙中残留期长，且在靶植物与非靶植物间缺乏严格的选择性，它已严重危及非靶植物如

玉米、大豆、棉花、水稻和甜菜等作物。 Aliste M. 报道 (988) .在英国，曾在 1984 年麦

地施用过绿磺睦的田块 .1986 年栽种甜菜造成大面积因绿磺隆残留引起的药窑，并认为，从

其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和持留性研究结果，尚未能作出合理解释[I]; David R. F. 报道，在美

国，曾有每公顷施用绿硕隆 3.5- l1 g.3 年后，对后在作物仍有药寄 f飞Beyer E. M. 等

报道 (989) ，由于绿荫隆的残留活性对敏感作物的影响，如甜菜的敏感性大于小麦 1000 倍，

其限部接触低于 1μg/kg 浓度的绿磺隆，生长 ep受到影响，为使残留浓度低于敏感剂量，施

于土填中的绿确隆必须 99%被阵解消失.因此，必须根据后在作物的敏感性考虑其间隔

i目 l飞在我国.因麦田施用绿荫隆对后在作物如玉米、棉花、水稻等产生药害，危及作物生

产.有关部门已有规定，在早田地区，后在为玉米、大豆、棉花和甜菜的麦田严禁使用[心;

在交-稻连作地区，因使用不当而对当在小麦且后在水稻易产生药寄影响，亦时有发生 [5 ， 6J 。

基于绿确隆的土填残留对后在作物的危害影响，国内外对绿硝隆的残留性与安全性问

题.已引起极大的关注.本项研究应用核索示踪技术，以 llC_绿磺隆研究了它的土壤吸附性、

迁移性、降解性、残留性及其对后在作物的影响，土填结合态残留及其有效性等，旨在进

一步阐明绿础隘的环境行为、残留物的生态效应及其机理，为全面评价其环境安全性，为

农业生产中合理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fj飞试的 HC幅绿磺隆系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际记合成，放射性比活度为

8.14X10 ‘ Bq/mg. 放射化学纯度 >98% ，化学纯度 >96%. 化学结构及其 He 标记位置如下:

r、一CI
" I • /'臼H，
II I ，，1'1一--<;二

、，rJ-SO，NHCONH -<\N--==?-:'!
、 C日，

1 14C-绿荫隘的土壤l吸附与解吸特性

]. 1 实验方法

1. 1. 1 供试土填 采自吉林的黑土、白浆土，江西和湖南的红壤性水稻土，安徽和江西的

红壤，海南的砖红壤，江苏的黄潮土和南京的黄棕壤等，其理化性质列于表1.

1. 1. 2 吸附与解吸测定方法

系由不同浓度HC_绿磺隆溶液，分别与供试土填<7}( ·土=5' 1)振荡平衡后，按?应相

放射性活度的变化值计算求得相应的吸附率和吸附虫，并按 Fruendlich 方程求得各土壤对

绿磺隆的吸附系数 <Kd 值)[7.e]; 吸附性测定后的各管倾去上情液，注入蒸恼水井用玻棒搅

匀后，经振荡，离心，出液相放射性活度，计算经水解吸附的盘，并按 Biswas N. 以类似

于 Fruendlich 吸附方程求得解吸系数 <K1d )[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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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土样的理化性质

Table 1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samples

来j也 有机质 阳离于代换量 枯拉
土样Soil sample

Origin
pH

OM/g· kg- t ECE/cmol· kg• Clay/g· kg•
J，黑土 吉林

7.47 3.20 24.70 244.0
Black soil Jilin

2. 臼浆土 吉林
5. 10 2.04 22.96 120.0

Albic bleached soil Jilin

3. 水稻土(江攘〉 湖南
5.40 1.67 11.20 452.0

Paddy soil <Infant rccl earth) Hunan

·1. 水稻土(江填〉 江西
1. 96 7.43 408.05.01

Paddy ωiI <Infant rccl earth) Jiangxi

5. 黄潮土(石灰性) A 江苏
8.18 2.21 22.69 378.7

Yellow f1 uvo-aguic soil (calcareous) Jiangsu

6. 黄翔土(石灰性) B 江苏
8.23 1.62 8.76 167.0

Yellow f1uvo-aguic soil (calcareous) Jiangsu

7. 红壤 安徽
1.36 14.30 436.0

Red earth A~~i 3.96

8. 砖红模 海南
4.84 2.17 5.83 742.0

Latosol Hainan

9. 红填(早地〉 江西
5.04 2.16 8.59 356.0

Red earth Jiangxi

10. 黄棕壤 南京
6.80 1.54 269.0

Yellow-brown earth Nanjing

1. 2 结果

1.2. 1 土壤对!'C-绿磺隆的吸附性能

由 4 种浓度的市液对 10 种{共试土壤的吸附性测定结果列于表 2.

表 2 不同土攘对"C-绿确隆的吸附性能

Table 2 Adsorhability of 14C-chlorsulfuron in soils

土佯代号

Soils No.
吸附率. •

Adsorption ratcl %
土JW吸附系数 (Kd)

Adsorption c臼fficicnt of soil
r

1
2
3
4
5
6
7
8
9
ω

9.93 土I. 60

19.01 土 2.38

2.96 土 0.57

13.96 土 6.24

19.94 土 4.42

22.80土 4.67

14.09 士 3.78

3.80士 1.62

8.31 土 2.70

6.30士 3.29

1. 41

1. 45

0.29

0.63

2.32

1.72

0.34

0.09

0.48

0.02

0.9913

0.9864

0.9895

0.8810

0.9579

0.9635

0.9817

0.9366

0.9305

0.9645

• 1-10 为供试土!w代号，系我 1 中序号所属土嚷

视吸附率.系由 4 种起始浓度 (9.96. 21. 邸， 39.16 和 79.10 问IL)测得的吸附率平均值.

以上结果表明，供试土壤对IIC-绿磺隆的吸附性能较小;由土壤理化性 (OM ， pH ,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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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lay) 与其吸附率间的相关分析，其中 pH 与 CEC 对吸附性有一定的影响，而有机质与

粘垃含量对吸附无明显影响，这与 Smith A. E 和 Alistr M. 的报道趋于一致 [1·101.

1.2.2 土壤吸附ICC_绿磺睦的解吸性能

由吸附着14C_绿磺隆的各土壤，经水解吸平衡后，由液相放射性活度测得的解吸率与解

吸平衡系数 (Kρ 列于表 3.

表 3 不同土攘对

Table 3 Desorption of 14C_吃chlorsu且Ifuron in soils

土样代号· 解吸率. • 解吸系数 (KId)
r

Soils No. Desorption rate/% D目。rplion c田fficient

1 40.36土2.65 7.38 0.9944

2 23.00土3.32 16.52 0.9999

4 37.64士 11.72 1.49 0.9982

5 22.87 士1. 21 16.89 0.9978

6 21.85土 3.41 170 87 0.9502

7 37.16土 2.08 8.60 0.9984

幡土壤代号，系表1 中序号所属土壤

惕"解吸率.系由4 种起始浓度〈同表2) 测得的解吸率平均值.

以上表结果表明，吸附于土壤的14C_绿磺隆经水的解吸作用可被解吸而进入水相s 解吸

率 (X) 与吸附率 (Y)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相关方程为Y =21. 2014 一 0.2069 x ,r = 一

0.9327)。

2 14C_绿磺隆在土壤中迁移特性[l1J

2. 1 实验方法

2.1.1 供试土壤及其理化性质(见表1)

2.1·2 移动性测定 系用土壤TLC法，由供试10 种土壤分别制成土壤薄板，按其操作程

序，由层析谱放射自显影的显迹测得Rf值，并按分类标准比较其在不同土壤中的移动性问。

2.1.3 淋溶性测定 系用大面积(217 cm2 ) 土柱淋溶方法E12·13]，由淋溶时间与淋溶液的放

射性活度间的关系曲线、降水量与回收累计曲线分别查得的出峰时间及累计回收50%时相

对应的降水量，以及平均流速等按式计算得到垂直移动透过10 em 土层所需的降水量

(mm)。

2.2 结果

2.2.1 14C_绿磺隆在土壤中的移动性

由 ICC_绿磺隆在10 种土壤的TLC及其层析谱的放射自显影测得的移动率(RE值〉列于

表 4 。

10

0.85

9

0.75

8

0.75

7

0.65

4

0.74

3

。.75

2

。.68

表 4

Table 4 Rf val ues of "C-罔-chlorsulfuron in soil TLC

土样Soil 国mple' ,

5 6

1.0 1.0。.90

移动率

Rate of flow

Rfo

o RIm系 由 100 mmX 100 mm 和 100 mmX 150 mm 板备重复 2 次的平均值

樨幡 1-10 为土攘代号，系表 1 中序号所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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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 lCC_绿磺隆在土壤中随水移动性较强，按 Rf 值的分级，它在吉林黑土

和江苏黄潮土中属极易移动性，在其余 8 种土壤中属可移动性;不同土壤间移动性差异，经

移动率 (Rf 值)与供试土壤理化性质间的相关分析，它与土壤 pH 呈正相关，与有机质、代

换量与粘粒含量无明显的相关性。

2.2.2

由黄潮土、黄棕壤和红壤为代表的3 种土

壤柱在模拟降雨条件下的淋溶试验测得结果表

明， lCC_绿磺隆在土壤中因连续降雨能随水下

移，直至被淋脱，由淋溶动态曲线(见图1)和

各土柱淋溶参数(流速、出峰时间和土柱截面积

等)算得其淋溶速率按垂直移动透过10 cm 土

层所需降雨量，黄潮土为75 mm，黄棕壤为80

mm，红壤为 94 mm. 经相关分析，淋溶速率，

与其土壤pH 和 Rf 值呈明显的相关性。

100

ω

'"二 80
h
ω
>
8 70
U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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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
< 40
2是

:t;
颐

运
回

9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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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3. 1. 1 供试土壤 系采自江西的红壤，江苏的

黄棕壤和黄潮土，它们的理化性质见表 1 中， 5 ，

9 , ] 0 号土壤。

3.1.2 lI C_绿磺隆处理土壤培养 实验以UC_

绿磺隆处理的土壤(旱地条件)分别于室内避光

和室外自然环境条件下培养，按时取样测定其

可提取态残固和结合态残留，其中，室内暗培养

系称取供试土壤30 g (每种土壤 30

份) ，分别置于具盖塑料离心智，调整

其温度 05%) ，经预培养一周后，每

管施用 14C_绿确隆剂量为 0.72 mg ，放

射性活度为 3. 84XI0~ Bq ，于 25土 I'e

恒温箱培养;室外培养系取直径为 9

cm ，高 22-24 em 塑料瓶去底后如回

2 装置，盛土(黄棕壤) 1 kg , 14C_绿

荫隆标记的土壤撒施于表层，并以少

量土覆盖，每瓶施用绿磺隆剂量为

200 吨，放射性活度为 9. 33Xl03 Bq ,

平行布置 30 套，分别埋于网室土壤。

3.1.3 土壤中残留量测定

3.1.3.1 可提取态残留量测定 其

中，室外培养土壤(每次随机取2 套〉分上、中、下三层，分别称宜并测水分含量，称取

100 120 140 160

"C_绿磺隆在土壤中淋溶动态曲线

The leaching curve of uC-Chlor-

sulfuron in soil c:olunms

(A) Yellow £Iuvo-aguic soil (J iangsu)

(B) Yellow-brown earth (Nanjing)

(C) Red earth (Jiangxi)

20
。

困 l

Fig. 1

14C-绿磺隆的土壤降解特性3

3. 1

"C一每硕隆标记土攘

回il with labeled "C-chlorsulfuron

---渗漏液 leakage water

图 2 室外田间条件下降解动态试验装置

Fig.2 Experimental devices of degradation un

cler outdoor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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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提取态 Extrllctable re,iuucs
一+一结合态Bo und residues
-祷-添泪水 Leakage wnlCT
--消失 Dying out7:~

."，、

10 g (重复 3 次〉置于具盖塑料离心智，加 20 ml 甲醇氨水液 (pH8""9) 振荡抽提，离心后，

Jr~ 上消戒 0.2 ml <重复 3 次)测放射性活度，计算其回收率(%) ，并转算为残留浓度 (μg/

g ±);室内暗培养土壤(每次随机取 3 份) .将其全盘移至ilt纸包，宜于索氏提取，用甲醇

(300 ml)连续1J!ltlo 24 h. 1J!l提?在定窑后.吸取0.2 ml <重复 3 次〉测其放射性活皮，经抽

挺)舌的土垠、室 iM干掘后. {j飞结合态残留测定。

.,. J. 3. 2 放射性活皮测定.各试佯液 (0.2 mD 分别置于闪烁瓶，力I!入 5 ml 亲水型闪烁i夜

(川)05 曰: POPOPO. 1 g 二 ~1 苯 665 ml :乙二醉乙耻 335 ro t). fU LS- 9800 型液体闪烁计

软-%N 井Jll I I 敖法校准测定放射性活皮(Bq) 、由标样计算Jl;回收率<% )及残留浓度 (μgl

g :.I:) 。

3. 1.3·3 结合态残阳11测定 参照 FAO/II\EA 关于结合主~rtf测定的统一方案[li 系将待

;币 J !-.地 30 g Iγ11干索氏挺lr~器，经Efl 醉 (300 mD j在址<ill! ill; 2,1 h 后.室温下抖~:a.甲醇至土耳i

冗 _i~ T~t· 目;11'( O. 5 g Ci[C又 3:大) .在平ut燃堤1-<- C13iological Oxidizer OX - 600. R. J. Harvcry

In~lrllment Co. US八) q~燃烧. m10 m! 乙醉股可 l 畔溶液(乙 ti'lJ陀: rf1醇 =125011:875

Ill l) II及收llCOz • 然后. jll!入 5 mi 闪烁液 (PPO : pOPOP : rll 苯= 5 g : 500 mg : 1000 mD.

til P八CKARD. 1900 TR 血液体闪烁计致器削定成射性活皮。

3.1.3. -l 土填巾阵解物的分离与测定 系经附培养土垠 (30 g) 的二氯甲炕 (50 ml) 提取

液山旋转浓缩器浓缩后.用 TLC <GF 35，极，展开剂为甲苯 z 乙酸乙酣= 1 : 1 V /V )，由llC_

绿硝隆和非放际佯3-甲基-5-甲氧基-2. 4-6 三氮苯股( I )进行共层析.除用紫外灯 (254

nm) 下确定结构吻( I )的位置外.井将层析极进行放身of 自显影.由放射性层析i谐普确定

绿帧隆及1其v'C-附解物的i谐岳{位立.然后.将陆胶极上~.j应 ii1f:f立的日;胶分别自l下，分别用乙明洗

IJ注.洗 IJ~}佼浓缩 Ii'S .测;tt放射性活皮. i十Jr.试怦 11-， 14巳结fJff!陆及其I'C_阵解物的相对比例。

3. 2 结果 E 100 「- 一-一一-一-

3. 2. 1 :.I二填中 I'C_绿盹隘的残f1l阵解动 E BO
E

口.:; 60

Dynamic equiIibium of uC-chlorsulfuron

in yellow brown earth under natural

condition

困 3

态变化

Fig.3

500400300

Eχtractable residues

Bound rc"iducs
Leakdge water
Dying out

200

tid
100

e-.可t是取态

+一+结合态

佛一‘~漏水

口一口消失

。

。

~ 40
格

言 20

I'C_句:陆险处理的土11€ • 分别于室内§

i饪咒同1'¥- 州、自然环境条仲下用养. !Il不

同时间取佯测定其残阳卒<%) ，并按放

射 rli J1£的平衡计n:. 它们随时间的动态

变化示于国 3 和l 匹] 4 0

以上结果表明 • (1) llC_绿础隆在土

增(旱地条件〉中具有明显的结合残留，

随时间延长，可提取态残留逐渐降低，结

合态残留逐渐增加，消解较为缓慢，残留

物主要持留于土壤上层<0-10 cm) ，随

水下移而被淋脱的仅占少数;(2) 按农药

土壤降解作用试验准则[8] ，由上结果经

指数回归分析，"C_绿磺隆在黄棕壤中室

外条件下的残留半衰期为180 趴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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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培养条件下 3 种供试土壤因 pH 不同，残留降解半衰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红壤(酸

性)为 149 d ，黄棕壤(中性)为 165 d ，黄潮土〈碱性)为 252 d. 按化学农药残留性的划

分等级[81 ，绿磺隆属中等残留性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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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C_绿磺隆在室内暗培养土壤中条件下土壤中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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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2752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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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 4

Fig.

HC_绿荫隆的降解产物

由红壤和黄棕壤暗培养土壤的抽样检测，经TLC 及其放射性层析谱的自显影〈图略〉及

其放射性层析谐的活度测定结果列于表5.

以上结果表明， (1) Il C_绿酣隆在土壤降解作用下，其放射性降解产物随时间而增加，不

同土壤间因其pH 不同而降解速率有异，二者的组成比不同，红壤中IlC_降解物明显高于黄

棕壤; (2) 按绿磺隆在土壤中的降解规律山，以及本实验供试IlC_埠磺隆的HC 标记位置(标

3.2.2



记于结构物(I)的三氮苯环) ，由 TLC 共层析及其放射自显影显迹的 Rf 值，放射性降解

严物主要为均三氮荤股类结构物.投其结构.它类似早期使用的均三氮苯除草剂(西玛津

类) ，而后者持效期长，且土壤结合残留明显，移动小M-16] ，因此，作者认为，绿磺隆所以

持效期长，有可能是母体物与其降解产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5 "C-绿磺隆土攘残留物组成比·

Table 5 Ratio of "C-degradation products and "C-chlorsulfuron in rcsudics

培养 70 天土佯 培养 310天土样

70 days after treatment 310 days aft町 treatment

土模
Soils "C-绿 j.*隆

"C-chlorsulfuron "C-降解物 IIC-绿硕隆 IIC-阵解物1%

% % IIC-degraJation products
%

红填 81. 24 18.76 8.79 91. 03

货惊模 85.45 14.55 23. 31 76.69

• TLC 谐 I "C-绿磺隆 Rf=O. 56-0. 59 , \lC-降解物 Rf=o. 29-0. 33, 非放标样结构物( I) Rf=O. 34-0. 38.

4 14C_绿磺隆的土壤和作物残留性

4. 1 实验方法

4. 1. 1 供试土壤 系南京黄棕壤，其理化性质见表 1

4. 1. 2 盆栽试验布置 系用直径为 25 em ，高 30 em，盛土 8 kg，分别于小麦描前和春季

返背分!w时施用HC_绿磺隆，并设高、低二项处理，重复 4 次，其中低剂量按大田常规用量

(15 g/hm勺，高剂量为加倍用量 (30 g/hm勺。按盆面积低剂盘用

活皮为 4.6创4X 103 Bq; 高剂量为 160 吨. 9. 28X 103 Bq。麦茬后，盆土分上、中、下三层利:

茧，取样测其残留浓度，然后，松土洒水，移栽水稻 (4 丛. 12 株苗)。

4.1.3 土壤残留测定方法 系称取风干土样 5g(重复 3 次) .加 10 mllfl醇氨水榕液 (pH8

-9) ，振荡提取，吸上情液 5 ml 于 65-75'C水i谷中蒸发浓缩至近干后，加 5 ml 闪烁榄测其

放射性活皮(同 3. 1. 3.2) 。

4. 1. 4 水稻植株残留测定方法 系将水稻植株分稻谷、茎叶和根系三部分，分别烘干称重

后.制成粉样，称Iflt小样分别用甲醇氨水溶液 00 ml)静置浸提 (24 h) 吸取浸提液 5 mi.

同上方法测定其放射性活皮(Bq) ，并转算为残臼量及其转移系数(系植株各部位的残留浓

皮与土壤残留浓度之比)λ，反映14C_绿磺隆及其

性。

4.2 结果

4.2. 1 llC_结磺隆在麦在土壤中的残留

以不同用量和不同时期施于麦茬土壤的llC_绿破隆，在麦收后，由土壤残留活度的测定

结果列于表 6 。

9



表 6 IIC_绿磺隆在麦茬土攘中残留·

Table 6 Residues of "C-chlorsulfuron in w飞...， :., ';Jle soil
• _·"_H.一

饵 I·' ';. ;.~. .!.; L原始

处理
活!ll分配比/% 土攘残留总活皮 活皮比i% 土填残留水平

Distributiv~ rate of activity Totai activity of A ration of total Residue concentra‘
Treatment

re.,idue in soil/kIlq activity to penni- tion in soil/fIg/kg

。-10 em 10-20 em 20 em 以下 ttve acttvlty

54.63 21.49 23.88 1.14 24.56 2.40

E 31.42 18.40 50.18 2.23 24.08 4.80

E 47.81 2~. 26 27.93 1.36 29.28 2.55

W 39.64 39.41 20.95 2.51 27.15 5.18

骨残留量 系由放射性比活皮转算，官含IIC_绿磺隆及其IIC_降解物

惕"处理 I 一一秋施低剂量(15 g/hn内， I 一一秋施商剂量 (30 g/hm勺， I 一一存施低剂量 US g/hm') , fII-一

春施高l'fIJ量 (30 g/hmη.

以上结果表明: (1)施于麦茬土壤的

留总活度(不含土壤结合残留)为原始引入活度的 2μ4.08%-29.28% ，按其残留水平为 2.4

-S.18μg/怡，其中春施略高于秋施。

(2) llC-绿磺隆在麦茬土壤中的分布因雨水的淋溶已由表层移至下层，但是主要还是分

布于上层。

4.2.2 I<C_绿磺隆经麦-宿二茬后水稻及其土壤中的残留

经麦茬后种植水稻，由水稻植株及其稻在土壤的放射性活皮测定，结果列于表7.

表 7 14C_绿磺隆经麦一稻二茬后水稻及其土模中的残留·

Table 7 Residues of "C-chlorsulfuron in rice and soil after wheat -rice stubbles

E麦R茬土
稻茬土JW残留 水商残留

残留 R,,", idue in rice stubble 回it Residue in rice
处理. • R ,,",ic! ue in wheM 残留 占麦填茬 占原始

茎叶 根系
转移系数…

Treatmen 气 stubble soil 水平 土量 最
稻谷

Transfer coefficient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用/kg pg/kg pg/kgpg' kg-I pg/kg % % 稻谷 茎叶 根系

① ② ②/① (/. • ③ @ ⑤ @/② @/② ⑤/②

2.40 1.24 51.67 12.4 7.4 24.4 41.4 5.97 19.68 33.39

E 4.40 2.80 63.64 14.0 9.6 29.0 143 3.43 10.36 51.07

E 2.55 1.43 56.08 \4 .3 7.3 23.4 120 5011 16.36 83.92

W 5. 18 3.20 61.28 16.0 11.1 4\ .2 185 3.47 J2, 88 57.82

·试;手中残留，系含 IIC-绿确应及其IIC 阵解彷

• .处理同农 6

• .转移系数 g 为植株各部位的残留浓度与土填残留浓度之比值.

以上结果表明: (1)基于麦茬土壤残留绿磺隆较高，导致后在水稻具有一定的残留，残

留水平与麦在土壤残留水平呈正相关，与麦在施用量与施用时期密切相关。

(2) 按各部位的转移系数:根系》茎叶〉稻谷，它说明水稻根系从土壤吸收的残留绿

磺隆及其放射性降解物虽在体内向上传导，但是.它在植株体内呈不均匀分布，按转移系

数根系对绿磺隆具有高度的富集性。

(3) 施于麦季的绿磺隆经过麦田稻二季作物 (326d) ，土墙仍有相当量的残留，约为原

始量的 12.4%-16.0% ，充分说明绿帧隆及其降解物在土壤中的持留期长.其残回趋势与

麦在土壤中残留趋势一致，即高剂量处理的高于低剂量处理，春施处理的高于秋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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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麦茬和稻茬土壤残留与原始用量相比，植于麦地的绿磺隆 70%-76%在麦茬期

间消解〈含小麦t!株吸取)，而后茬水稻期间仅消解(含水稻植株吸取〉麦茬土壤残留的 36%

-48% 。

5 14C_绿磺隆的土壤残留物的生态效应

5.1 实验方法

系由上述残留试验 (4)，麦茬后栽植水稻z 水稻茬后，按处理取土，风干后，称取小

样 (90 g) 加河砂 30 g，混匀后，置于塑料盆，分别播种早作物〈玉米、大豆、豌豆和青

菜) ，各重复3 次，观察作物的表现长势，试验终了取出盆土观察根系的分布并洗根观察其

根量及发育情况，以反映土壤残留每磺隆对后在作物生长的影响。

5.2 结果

5.2.1 麦茬土壤中绿荫隆残留物对后在水稻生长的影响

麦茬后栽植水稻，由水稻生育期的观察以及水稻收割后取出盆土，对其根系分布及洗

出根系的观察结果表明:麦茬土壤中残留的绿磺隆明显影响后在水稻的生长，表现于分膜

减少，株高变矮，根系受抑制，短而少，自根明显减少而衰老根多，以秋施高剂量和春施

的尤为突出(如图5 所示〉。

5·2.2 麦-稻二茬后土壤中残留绿磺隆对后牛jF物主沃的影响

经麦-稻二茬后，由稻茬土壤播种玉米、大豆、豌豆和青菜等作物的生长试验结果表明z

各处理土壤中的残留绿磺隆对供试作物幼苗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影响，特别是对根系的影

响，各处理的作物根系发育均较对照有明显的抑制，根系少而短，由于根系的受到抑制，导

致对地上部幼苗生长的影响，较对照生长矮小，其中，玉米苗尤为明显，高剂量组较低剂

量组的生长更差，特别是春施高剂量的，自出苗后几乎未长，部分芽苗又逐渐枯死(见图

6); 其次，是大豆，高剂量组的出苗后，生长缓慢，部分幼苗逐渐枯死.

6 14C_绿磺隆的土壤结合残留及其生物学效应

6.1 实验方法

6.1.1 14C_绿荫隆处理土壤的培养及结合态残留的测定，见3. 1. 2 和 3. 1. 3. 3.

6. 1. 2

态残留的土壤，分别置于培养容器，并加入营养液以维持作物生长，然后，分别移栽水稻

苗或描种豌豆种子。于温室 2S'C左右培养。其中为观察结合态残留对水稻不同生长阶段幼

苗的影响及其耐受性，培养试验分二阶段进行，先期移栽水稻芽苗，培养 10 天后，取出幼

苗，再移栽水稻小苗 (2 叶期) (继续培养 12 天) ，前后二次培养的幼苗，除观察其表现生

长情况外，取出的苗，经水冲洗净后，压制干标本进行放射自显影，观察

结合态残留物水稻幼苗吸收后在其体内的分布.

6. 1. 3 土壤中

隆结合残留的土壤(黄棕壤〉λ，用对照土壤稀释并充分混匀，配制成一组梯度结合残留剂量

(2 , 10 , 50 , 100 , 200 , 500 和 1000 问/kg) ，土壤总量为 30 g，并以不含绿磺隆的土壤及

其由甲醇浸提过的土壤分别作对照，各重复 2 次，分别置于培养皿付 85 mm) 加入营养液，

平衡 24 h 后，移栽芽苗 10 株，保持水层高度 5mm 左右，为减少温差影响，培养皿置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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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麦桂土壤残留绿锁睦对后哇水稻植株(A)和根系(B)生长的影响

Fig. 5 Effect on growth of rice plant and root system after wheat

stubble applied chlorsulfuron
处理 I 麦桂秋施低剂量 05 g/hm l )

处理 E 麦瞿秋施高剂量 (30 g/hml >

处理 E 爱在春施低剂量 05 g/hm l >

处理 W 爱在春施高剂量 (30 g/hm勺

有水〈水层高度约 100 mm) 的搪瓷盘内，于温室 (25-28·C) 培养 15 d，其间于第 5 ， 10

天分别测其苗高，试验终了，用水洗根，测量苗高和根长，比较不同剂量对水稻幼苗及其

根系生长的影响，获取其土壤结合态残留物对水稻幼苗的最低致害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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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6 麦，稻二茬后土壤残留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Fig. 6 Effect on growth of corn because of residue in soil after wheat -rice

stubble

6. 2 结果

6.2.1 I'e 绿确隆的土壤结合残留动态

由 HC_绿磺隆处理后的土Jj~经室内、外不同时间培养，测得的结合残留率列于表队内

放射性活度平衡计算.结合残留率，可提取态残留率和消失率三者问随时间变化动态如理

3 和图 4 所示。

以上结果表明，uc_绿帧隆在土壤中具有较高的结合残留，且随时间延长，呈增长趋势，

不同土壤间，因其理化性质不同，其结合残留率有明显的差异，室内避光培养与室外条件

下培养基本一致，如黄棕壤室内暗培养202 d 时，结合残留率为34.40%，室外条件培养为

33.71% ，即施于麦在的绿躏隆，经一个麦季约有30 :10 以上呈结合态残留于土壤。

表 8 "C-绿磷隆在不同土攘和不同培养条件下的结合态挽留率

Table 8 Bound residue rate of 14C-chlorsulfuron in different soils under different in

cui ation condition I %

处理后时间
室内暗t~养 室外培养

Dark inculation inti∞r Natunal inculation outdoor
Time after trc.ltment /tI

货潮土 江填 货棕虫自 货棕填

40 4.08 6.79 13.01

70 6.13 13.46 14.38

101 10.17 15.46 25.06

172 (室外 175) 14.14 28.72 28.25 25.19

202 (室外 215) 20.87 32.27 34.40 33.71

304 (室外 300) 32.63 31.45

380 33.45

470 39.40

6.2.2 llC_绿磺隆土壤结合态残留物的生物学效应

6.2.2.1 HC_绿磺隆土壤结合残留物对水稻和豌豆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仅含结合态残留的土壤(结合残留浓度为5~10 mg/kg)进行水稻培养试验。结果表

明，无论是以水稻芽苗移栽或小苗移栽，对水稻幼苗的生长均受到极为严重的药窑，表现

在根系受抑后影响幼苗的生长，其中，严重的幼苗呈面苗而逐渐死亡(见图7-A、 B)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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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结合残留浓度 6-8 mg/kg) 和黄潮土〈结合残留浓度为 3-8 mg/kg) 播种豌豆培养

试验结果，受结合残留物的药害影响，出苗后生长缓慢，严重的呈僵苗〈见图 7-C) ，充分

说明土壤中以结合态残留的绿磺隆对后茬作物是有贺的，由水稻的放射自显影表明.它们

吸收uC_绿荫隆的土壤结合态残留物分布在根系和叶尖较多，与其危害症状根系衰老和叶

尖桔黄是一致的，说明其局部累积致使细胞死亡。

6.2.2.2 uC_绿磺隆土壤结合残留对水稻幼苗的最低致害剂量

由一组不同结合态残留水平土壤进行的水稻培养试验结果表明，当土壤中结合残留浓

度为 2μg/峙的幼苗表现长势，株高和根系接近对照，而结合残留在10 μg/kg 以上的土壤

中生长的幼苗明显受到药害而生长受抑，株商、根系和根量均显著地低于对照，随其结合

残留浓度的递增，其生长受抑程度明显增强，其中，高剂量处理组的幼苗新生根少而呈

"鸡爪"状(见图7-D. E). 基于上述结果，由绿磺隆土壤结合态残留对水稻幼苗的最低致害

剂量约为 10μg/峙。

7 安全性评价与建议

14C_绿磺隆的环境行为及其残留效应试验研究取得的结果，为全面评价其环境安全性

提供了科学依据，接化学农药环境安全性评价准则，综合评价如下 z

(1)绿确隆的土壤吸附与解吸特性 z 由 HC_绿破隆以其 4 种浓度溶液对 10 种土壤的吸

附与解吸性实验表明，土壤对绿躏隆的吸附性较弱，其中，湖南的红壤性水稻土和海南的

砖红壤对绿磺隆的吸附率为 3%-4%，南京的黄棕壤和江西的红壤为 6%"""9% ，吉林的黑

土、江西的红壤性水稻土和安徽的红壤为 10%"""14% ，吉林的自浆土和江苏的黄潮土为

19%"""23%;暖附于土壤的绿磺隆经水作用可解吸。土壤对绿磺隆的弱吸附性表征了它具

有较强的活性、移动性和扩散性。

(2) 绿确隆的土中移动特性:由HC_绿磺隆在 10 种土壤的 TLC 测得的迁移率，按其Rf

值 (0.65- 1. 0) 分别属移动性和极易移动性;由3 种不同土壤以大面积土柱淋浩试验，绿

磺隆在黄潮土、黄棕壤和红壤中，使其垂直移动透过10 em 土层所需连续降水量分别75 、 80

和 94 mm，淋溶性较强。基于绿确隆在土壤中的移动和淋溶特性，表征了它既可随水下淋，

又可因土壤水分的蒸发而上升。

(3) 绿磺隆的土壤降解特性:由uC_绿磺隆处理的土壤以旱地条件在室内避光培养和室

外自然环境下的培养，它随时间延长，土壤中可提取态残留逐渐降低，结合态残留逐渐增

加，而消解较为缓慢。室内暗培养下，按其可提取态放射性活度的残留绿确隆在红壤(酸

性)中残留半衰期为 149 d ，黄潮土(碱性)为 252 d ，黄棕壤(中性〉为 165 d (室外培养

下为 180 d) I 由土壤残留物的TLC，按其 Rf 值，放射性降解产物主要为均三氮苯胶类结构

物，并随时间延长其量明显增加，按其结构，它类似早期使用的均三氮苯除草剂〈西玛津

类)结构物，而后者持效期长，且土壤结合残留明显，移动性小。

(4) 绿磺隆的土壤和作物中残留性z 由盆栽试验，施于小麦的HC_绿硕隆，经过麦季

(206 d) 以及麦-稻二季 (326 d) 后，土壤和作物中均有明显的残留。按其可提取态残留测

定，麦在约有 25%残留于土壤，主要分布于上层，其残留水平，常规用量05 g/hmZ ) 下

为 2.40.....， 2.55μg/峙，加倍用量的为4.4-5.2 月1峙，经麦-稻二季后，土壤中残留为原始

量的 15%左右，其土壤残留水平分别为1.24-1. 43 月/怡和 2.80-3.20 月/kg; 水稻植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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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土壤综合残留对作物幼苗生长的影响

Fig. 7 Effect on growth of plant seedlings with bound residue in soils
A. B. 水稻幼苗1-6 为货棕壤〈结合残留量为 6.0-10.0 问/kg)

7-8 为黄潮土〈结合残留量为5.0 问/kg)

9-10 为红壤〈结合残留量为7.7 问/kg)

C. 豌豆幼苗1-4 为货潮土{结合残留量为3.4-7.8问/kg)

5-8 为红攘〈结合残留量为6.9-10.0问/kg)

D. 水稻幼苗自左至右为CK\>CK1 和梯皮剂理处理组〈含结合残留量分别为2 ， 10 ， 50 ， 100 ，

200 , 500 , 1000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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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残留水平明显高于土壤，且呈不均匀分布，按其转移系数，根系对绿磺隆具有高度的

富集性; 14C_绿磺隆在土壤中具有较高的结合残留，不同土壤间结合态残留率有明显的差

异，井随时间延长而增加，其中，以旱地条件，室内避光培养 202 d 时， (相当于一个麦

季) ，黄潮土的结合残留率为 20.87% ， 红壤为 32.27% 。黄棕壤为 34.40% ，室外自然环境

下培养的黄棕壤结合态残留 33.71% ，表征了施于麦地的绿磺隆约有 30%以上呈结合态存

在，按此推算，常规用量下，麦收土壤结合态残留水平可能达 2μg/kg 以上，上层土壤的残

留水平尤高。因此，麦地主壤中结合态残留不可忽视。

(5) 绿确隆的土壤残留物的生态效应 z 由施用

麦-稻二茬后的土壤栽种旱作物(玉米、大豆、豌豆和青菜〉的试验表明，土壤中的

磺隆残留物对上述作物均有明显的生物学效应，即使按常规用量的处理，其残留不仅对麦

茬后的水稻有抑制影响，经过麦-稻二茬后，土壤中的残留对后茬阜作物仍有一定的抑制影

响，根系短而少，植株生长缓慢、矮小、随使用量增加，抑制程度尤为突出，严重的可导

致幼苗枯萎死亡，由仅含

壤中结合态残留对后茬作物是有效的，它一经择放，对作物产生相应的生物学效应，其量

-超过作物耐受剂量时，同样可致作物生长受到抑制;水稻幼苗期土壤结合残留最低致害剂

量约为 10μg/kg.

综上特性，按农药的环境安全性评价准则，绿磺隆在土壤中属"可移动性"或"极易

移动性"和"中等残留性"的除草剂，但是，由于其在靶植物与非靶植物间缺乏严格的选

择性，它的土壤残留物的生物学效应极为明显，易导致非靶植物〈包括小麦和后在作物)的

药害，大田生产中己因绿磺隆的土壤残留危及后在作物，因此，绿磺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

安全性较差，在有新的除草剂品种闻世后，应及早取代，以免后患。

在旱作地区，因绿磺隆土壤结合态残留的形成和降解缓慢，导致表层土壤中残留量偏

高，加上麦荐后的早作物对绿确隆的耐药程度较小，易于产生药害影响，因而，在旱作地

区麦在使用绿磺隆后，因其残留危及后在作物的问题甚为严重，在旱作地区使用是不安全

的，麦田禁止使用绿荫隆是正确的，应予坚持。

在麦，稻连作地区，麦田施用绿磺隆，因其残留(包括土壤结合态残留〉主要分布于上

层 (0......10 em) ，因此，即使按常规用量使用，麦茬后，栽秧时￥土壤中的绿确隆的残留水

平较高，它超过绿磺隆对水稻的残留危害剂量〈按单正军等的报道，麦茬土壤栽秧时最大

允许残留量为 0.17μg/kg) [17] ，而易于产生对水稻苗期的抑制影响;栽秧后，虽因灌水可

促进其淋失，但由于土壤结合态残留物的移动性减弱，降解缓慢，因此，当麦地使用量盲

目增加或春季施用，都会因其残留量的增加而对水稻生长产生抑制影响。因此，麦-稻连作

地区麦田使用绿磺隆亦应慎重，必须严格控制用量，施过绿磺隆的麦茬地应避免用作水稻

旱直播和秧田育苗。鉴于绿磺隆的土壤降解速率随土壤 pH 而异，酸性土壤(红壤》中性

土壤(黄棕壤》碱性土壤(黄潮土)，麦-稻地区既使应用，宜向南方酸性土壤推移，以其

消解快而减少土壤残留，在北方碱性土壤地区应坚持禁用，以减少其危害。

鉴于绿磺隆对作物根系发育的抑制影响尤为突出，配合使用诸如促根剂、解毒剂有可

能减轻其危害[18·191: 研制绿磺隆的降解菌剂，以加速土壤中残留绿磺隆的降解与消失;鉴

于绿确隆的降解物主要为三氮苯胶类结构物，它有可能共同作用而致使绿磺隆在土壤中持

效期延长。以上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除草剂土壤残留的环境毒理，不仅关系到生物毒性，它的残留效应危及后在作物，

因此，除草剂的环境安全性评价时，应加强其土壤残留对非靶植物〈作物〉的生态效应的

评价，建议在评价指标与评价试验程序中补充这方面的内容。在全面评价其生物毒性的基

础上，有关其环境行为和生态效应的评价试验程序建议于后〈见图 8).

1 路) (耐药性强〉

停 〈耐药性弱〉

X高呼

停

四
型b-__i

固 8 除草剂环绕安全性(环境行为、生态效应〉评价试验程序(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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