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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杀菌素类杀虫剂的应用及其抗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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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杀菌素类杀虫剂兼具生物农药的安全性和化学农药的速效性，且具广谱高效、环境相容性好的特点，在害
虫防治中具有很好应用前景。但随着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广泛应用，多种害虫已对其产生了抗性。对比了不
同生物农药作用机制和多杀菌素及其结构类似物的主要杀虫谱，总结近年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对不同害虫防治
的抗性发展状况、代谢及靶标抗性机制与其在防治储粮害虫、农业害虫、卫生害虫等方面应用研究进展，分析生物
农药的应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多杀菌素类杀虫剂的合理使用和抗性治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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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application and resistance of spinosyn insec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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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inosyn insecticides have the safety of biological pesticides and the quick-acting properties of chemical
pesticides, and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oad-spectrum, high-efficiency and good environmental compatibility.
However,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spinosyn and spinetoram, various pests have developed resistance to them.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different biological pesticides and the main insecticidal spectrum of spinosyn
and its structural analogues,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esistanc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pinosyn and spinetoram
against different pests in recent years, mechanism of the metabolic resistance and target-mutation related resis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kind of insecticid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tored-grain pests, agriculture pests and sanitary
pests,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iological pesticides,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rational use
and resistance management of spinosyn 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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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杀菌素类杀虫剂——多杀菌素(又名多杀霉

素，spinosad)和乙基多杀菌素(spinetoram)，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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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高效安全的生物杀虫剂，既对靶标害虫具有快速高

筛选获得了产多杀菌素结构类似物——丁烯基多杀

效杀虫活性，又对非靶标生物安全，主要降解方式是

菌素(butenyl-spinosyns)的须糖多孢菌，并对菌株的

[1]

光解和微生物降解，最终分解为碳、氮、氧等 ，在
防治农业害虫、储粮害虫、卫生害虫以及动物寄生
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作用于烟碱型乙
酰胆碱受体和 γ–氨基丁酸受体，通过刺激害虫的神

生长代谢特性进行了相关研究。

1 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应用
1.1 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对农业害虫的防治
多杀菌素类杀虫剂是新型微生物源杀虫剂，可

经系统从而引起兴奋，导致非功能性的肌肉收缩、

用于果蔬、水稻、花卉等作物的害虫防治，能有效

颤抖、衰竭和麻痹等，最终致害虫死亡。
多 杀 菌 素 是 由 土 壤 放 线 菌 —— 刺 糖 多 孢 菌

地防治鳞翅目、双翅目、缨翅目等多种害虫。虽目

(Saccharopolyspora spinosa)经有氧发酵产生的大环

前市场上没有丁烯基多杀菌素产品，但其对苹果蠹

内酯类杀虫剂，具有高效杀虫活性，1999 年获得美

蛾和重要农业害虫烟青虫具有良好的杀虫活性(表

国“总统绿色化学品挑战奖”。陶氏益农公司在我国

1)。多项研究显示，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对不

登记的多杀霉素产品为菜喜 SC (Success®)和催杀

同日龄、性别害虫的毒杀活性不同，且不同处理方

SC (Conserves®)。研究者通过明确多杀菌素生物合

式也对致死率有影响，如 Moretti 等[3]发现经多杀菌

成的中间体及合成路径后，筛选出能合成多种新的

素喂食处理的洋葱蛆 1 周幼虫的死亡率是 2 周幼虫

多杀菌素类物质的菌株后，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对多

的 2 倍，但触杀处理对 1 周和 2 周幼虫的毒性相当。

杀菌素类新物质及其活性进行定量-构效关系分析，

金涛等[4]测定了低浓度多杀菌素对云南重大农业害

最终通过半合成修饰获得了第 2 代多杀菌素——乙

虫草地贪夜蛾幼虫的致死率达 100.0%。来有鹏[5]发

基多杀菌素[2]，并于 2008 年再次获奖。此外，国家

现多杀菌素对茴香薄翅野螟幼虫的毒性较大，处理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从国内采集的土样中

24 h 的 LC50 为 5.3 mg/L，48 h 的 LC50 为 1.4 mg/L。

表1

多杀菌素类杀虫剂杀虫谱

害虫种类

中文名

学名(拉丁文)

为害方式

多杀菌素

农林害虫

茴香薄翅野螟

Evergestis extimalis Scopoli

食叶

+

/

/

亚热带黏虫

Spodoptera eridania

食叶

+

+

+

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食叶

+

+

+

粉纹夜蛾

Trichoplusia ni

食叶

+

+

+

储粮害虫

卫生害虫

乙基多杀菌素

丁烯基多杀菌素

烟青虫

Heliothis assulta

花果

-

+

+

苹果小卷叶蛾

Cydia pomonella

花果

-

+

+

稻纵卷叶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ée

食叶

+

+

/

马铃薯甲虫

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

食叶

-

+

+

苹果蠹蛾

Laspeyresia pomonella

花果

-

+

+

烟草粉螟

Ephestai elutella

食叶

/

+

/

谷蠹

Rhizopertha dominica

取食谷粒

+

+

/

赤拟谷盗

Tribolium castaneum Herbst

面粉变味

+

+

/

玉米象

Sitophilus zeamais

+

+

/

埃及伊蚊

Aedes aegypti

传播疾病

+

+

/

家蝇

Musca domestica L.

传播疾病

+

/

/

啃食谷粒

注：“+”表示有杀虫活性；“–”表示无杀虫活性；“/”表示未见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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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多杀菌素对某些农业害虫具有高毒性且环

粉螟幼虫的触杀活性高于高效氯氰菊酯，可大幅降

境温度对其防效也有影响，Yee[6]发现乙基多杀菌素

低烟草粉螟的虫口密度。乙基多杀菌素能维持高的

对美国西部樱桃果蝇雌蝇的防效强于多杀菌素，2

子代种群抑制率，4.0 mg/kg 的剂量条件下对麦蛾子

种多杀菌素对 3~4 d 果蝇的产卵率影响较大，且低

代种群的抑制率为 100.0% [13]。

温下对果蝇的致死率较低。董丽娜等[7]采用叶管药

1.3 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对卫生害虫的防治

膜法测定发现乙基多杀菌素处理后 3~14 d 对烟蓟马

卫生害虫是传染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人类的

的田间防治效果达 90.0%以上，对黄曲条跳甲的防

生活和身体健康有严重的影响，长期高剂量有机氯

效为 68.6%~78.1%、对猿叶甲的防效为 100.0%。乙

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化学防治使蚊、蝇

基多杀菌素 1 000 和 2 000 倍稀释液喇叭口点施，处

抗性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源头控制和消除病媒生物

理后 7 d 防效均达 90.0%以上，能维持稳定高效的杀

是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

[8]

虫活性 。

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杀灭效果在伊蚊、按蚊

1.2 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对储粮害虫的防治

和家蝇等卫生害虫上都得到了验证。利用多杀菌素

储粮害虫种类繁多，在我国储粮害虫种类达 200

颗粒剂和片剂对野外模拟水稻田小区施用防治三带

余种，造成粮食在储藏运输流通环节的大量损失。

喙库蚊幼虫，颗粒剂处理后大龄幼虫减退率高于片

大量滥用化学农药使粮食品质受到影响，故生物源

剂，2 种剂型对三带喙库蚊控制持效期长[14]。Sheele[15]

杀虫剂备受青睐。多杀菌素类杀虫剂的降解方式不

用多杀菌素防治一种以血为食的人体外寄生虫温带

会对环境造成负担，在植物中也可快速分解代谢，

臭虫，以施用后的血药浓度峰值为测定药物剂量，

膳食残留量较低，具有较高的商业推广价值。目前，

多杀菌素 1 000 ng/mL 及以上剂量致死能力达 75.0%。

美国登记的此类杀虫剂可在大麦、玉米、稻谷、小

Gimnig 等[16]用多杀菌素乳化剂在处理肯尼亚西部

麦等粮食作物上使用，在中国，多杀菌素也应用于

按蚊 1 周后效果减弱，缓释剂 4 周后效果减弱，分

仓储害虫的防治。在避光缺氧环境下，在一年的仓

散片施用后效果立即降低，可见不同剂型对一些卫

储期内此类杀虫剂几乎不分解，杀虫活性可维持 1~2

生害虫的杀灭效果也不同。

年[9]。大量研究结果显示，1.0 mg/kg 多杀菌素能有

乙基多杀菌素对某些害虫具有更好的防治效

效防治常见储粮害虫如锈赤扁谷盗谷蠹、锯谷盗、米

果，有研究显示，乙基多杀菌素对家蝇的毒性大约

象、玉米象等。试验仓中多杀菌素及多杀菌素复配剂

是多杀菌素的 2 倍[17]。

组中，玉米象、赤拟谷盗等主要储粮害虫发现时间均

1.4 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对动物寄生虫的防治

晚于未作任何处理的对照仓，对照仓中虫口密度是试

多杀菌素对家畜、宠物寄生虫也具有优越的防

验仓的 1.4 倍[10]。还有学者发现，多杀菌素能提升储

治效果，且低毒易降解，对家畜和宠物本身的伤害

粮害虫对温度的敏感性，降低其耐受能力从而起到杀

小。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多杀菌素能有效防治宠物寄

虫作用[11]。为了满足应用需要，此类杀虫剂被开发出

生虫。Packianathan 等[18]在第 0、30、60 d 给狗服药，

多种剂型，如粉剂、水乳剂、复配剂、微乳剂等。

第 14 d 跳蚤数相对于第 0 d 减少 94.6%，第 60 d 对狗

在仓储害虫的防治中，乙基多杀菌素也取得了

的跳蚤的平均有效率大于 98.8%。Franc 等[19]使用多

很好的效果，杨国浩等[12]测得乙基多杀菌素对烟草

杀菌素片治疗和控制猫身上的跳蚤感染，以塞拉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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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对照组，
用药 60 d 后试验组蚤数平均减少 96.0%，

年来多种害虫对其发展了不同程度的抗性。如伊蚊

高于对照组，接受治疗的动物均无不良反应出现。

是几种虫媒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对多杀

虽然乙基多杀菌素在防治动物寄生虫方面的报

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均有中等抗性[21]。从西澳大利

道不多，但疗效显著。Paarlberg 等[20]对比不同药物

亚的核果中采集的西花蓟马出现对乙基多杀菌素的

对猫蚤的治疗效果，结果为乙基多杀菌素处理后

抗性，其 LC50 和 LC99 分别为敏感品系的 19 倍和 77

0~37 d 对猫蚤的有效率大于 96.0%，杀虫效果强于氟

倍[22]。多杀菌素是目前巴西用于防治番茄螟虫的主

虫腈，且无不良反应出现。这些研究表明多杀菌素和

要杀虫剂之一，处理世代第 7 代时，抗性达到 18 万

乙基多杀菌素能安全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猫蚤感染。

倍以上[23]。这 2 种杀虫剂对小菜蛾有很高的防治效

2 对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抗性

果，但也发展了不同程度的抗性[24]，且这 2 种杀虫
剂之间产生了交互抗性，相似的结构使多杀菌素类

及抗性机制研究

杀虫剂有相似的杀虫机制[25]，其作用机制不同于其

2.1 害虫对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抗性

他类杀虫剂(表 2)，故与其他杀虫剂间不存在交互抗

随着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广泛应用，近
表2

性[26]。

生物农药的特点

生物杀虫剂(类型)

作用方式

作用位点

起效时间

米尔贝菌素

触杀作用

γ-氨基丁酸受体

数小时

苏云金杆菌

胃毒和触杀作用

RNA 聚合酶

数天至数周

阿维菌素

胃毒为主兼有触杀作用

γ-氨基丁酸受体及谷胱甘肽转移酶受体

数天至数周

多杀菌素类

快速触杀和摄食毒性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及 γ-氨基丁酸受体

数分钟至数小时

2.2 害虫对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的抗性机制

抗性表现为害虫的解毒酶代谢能力增强。从分子水

昆虫的抗性严重影响杀虫剂防治效果，使杀虫

平研究 P450s 是否参与了昆虫对多杀菌素类杀虫剂

剂用量增大。昆虫抗性机制来自多个方面如代谢作

产生抗性是有效的方法。此外多项研究表明 CarE 和

用增强、靶标敏感性降低、穿透率降低、行为抗性

GSTs 等活性升高也是导致昆虫产生抗性的机制。

等，目前研究最深入的 2 个方面是靶标抗性机制和

例如，有学者利用转录组分析从低、中和高抗

代谢增强机制。研究表明，靶标突变使得自身结构

性烟草蓟马中发现多个可能参与多杀菌素抗性的不

功能特性发生改变而导致多杀菌素与烟碱型乙酰胆

同表达基因，并且 CYP450s 表达量随着抗性程度增

碱受体(nAChR)或 γ-氨基丁酸受体的结合能力下降

加而增加[27]。但也有人对田间桔小实蝇抗性种群采

或靶标表达量改变导致靶标敏感性降低，最终使昆

用杀虫增效剂-羧酸酯酶抑制剂(DEF)和 CYP450s 酶

虫产生抗性。此外一些昆虫对多杀菌素的抗性与细

抑制剂(PBO)进行增效生物测定，发现其对多杀菌素

胞色素 P450s (CYP450s)、羧酸酯酶(CarE)、谷胱甘

毒性的协同作用不显著[28]，对多杀菌素抗性达到 18

肽-S-转移酶(GSTs)介导代谢增强有关。

万倍以上的番茄螟虫 CarE 和 CYP450s 酶活性降低，

2.2.1 代谢抗性

表明 CarE 和 CYP450s 没有参与这些昆虫对多杀菌

抗性的发展是害虫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代谢

素的抗性[5]。还有试验发现在家蝇中抗性的产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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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有关，抗性家蝇品系 791spin 中，外源生物代谢

3 结

语

相关的基因 CYP4d9 和 CYP6G4 表达高于敏感品系，
CYP4G2 基因在雌性家蝇中高表达，表明 CYP4G2
可能与雌性家蝇对多杀菌素产生高抗性有关[29, 30]。
不同害虫及同种害虫不同种群产生抗性的机制
不同，乙基多杀菌素为蓟马、小菜蛾等提供了有效
的防治方案，从西花蓟马中发现代谢增强是其对乙
基多杀菌素产生抗性的机制，其羧酸酯酶 CarE、谷
胱甘肽-S-转移酶 GSTs、微粒体多功能氧化酶 MFOs、
细胞色素单加氧酶 P450 活性显著增强[31]。但黄胸蓟
马抗性品系增效试验结果显示，代谢抗性不是其对
乙基多杀菌素产生抗性的机制[32]。小菜蛾的乙基多
杀菌素抗性品系中，显示有 3 个上调蛋白 GSTs、
CarE、AchE，2 种品系在 mRNA 水平上差异显著[33]。
2.2.2 靶标抗性
尽管多项研究表明昆虫的 CYP450s 介导增强是
导致抗性的机制，但在番茄螟虫、桔小实蝇等昆虫
中发现与代谢抗性无关。nAChR α6 亚基是多杀菌
素的作用靶标，其中氨基酸替换是果蝇和蓟马种群
对多杀菌素产生抗性的原因。例如，在抗多杀菌素
的果蝇和花蓟马品系中分别发现了 nAChR α6 亚基
的氨基酸替换 G275E 和 G275V，将该突变引入到果
蝇的 nAChR α6 亚基，其对多杀菌素的敏感性降低
66 倍[34, 35]。此外，还有靶标基因突变及其相对表达
量改变可能导致昆虫产生高抗性，在多杀菌素高抗
性的地中海果蝇中，在 nAChR α6 亚基中鉴定出了 3
个隐性突变等位基因[36]。Wang 等[37]证实了小菜蛾
对多杀菌素高抗性水平的产生与 nAChR α6 亚基中
的 3 个氨基酸缺失有关。
在中国，瓜蓟马和棕榈蓟马对乙基多杀菌素的
抗性主要是由 nAChR α6 亚基的氨基酸替换 G275E
和 F314V 引起，突变频率超过 90%的品系，其 LC50
范围是未突变品系的 60~276 倍[38]。

多杀菌素类杀虫剂为广谱高效的绿色生物农
药，在害虫综合防治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但多
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现已出现交互抗性，在抗性
治理中需避免二者轮用，延缓抗性发展。通过化学
修饰和生物合成改造，得到其结构类似物是扩大此
类杀虫剂杀虫谱，提高杀虫活力和延缓害虫抗性发
展的有效途径。丁烯基多杀菌素为天然合成产物，
比多杀菌素具有更广泛的杀虫谱，能杀灭多杀菌素
和乙基多杀菌素防治效果不佳的苹果蠹蛾和烟青虫
等，在延缓害虫抗性方面极具潜力[39]。目前，丁烯
基多杀菌素的发酵产量较低，在市场上未见相关产
品登记的报道，如何提高其发酵产量是亟待解决的
一大难题。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理化诱变筛选丁烯
基多杀菌素高产菌株和培养基优化提高发酵产量已
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此外，不同害虫种群对多杀
菌素类杀虫剂显示出代谢抗性和靶标抗性两种抗性
机制，对此类杀虫剂代谢抗性机制研究仅在抗性害
虫的代谢解毒酶活性和 CYP450s 基因表达量的变化
等方面，还需对代谢抗性的调控机制进一步研究。
我国越来越重视低毒低残留和对生态环境无污
染的新型农药开发，发展生物农药是增强农产品国
际竞争力和发展绿色产业的主要路径。因此，要加
大对生物农药的分析和研究，以理性、客观的方式
看待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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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是时候考虑用新的方法设计作用于不成药靶点的肽农药
已使用基因靶向抑制和突变工具阐明了许多潜在的新农药靶标位点，这些靶标被认为是不成药靶点。生物界的一些生物体利
用毒肽来抵御或杀死天敌，农业化学工业已在田间应用一些肽类似物（草铵膦和双丙氨膦）
。而药物学家一直在使用三维靶蛋白结
构来发现和合成与上述的靶标表面紧密结合并抑制其活性的短肽。从氨基酸序列中快速阐明 3-D 蛋白质结构的新计算工具刚刚出
现，可用于阐明靶蛋白的 3-D 结构，预测与靶标蛋白结合的肽段，进一步修饰这些肽以增强其渗透、易位和温度稳定性。认为可
利用这些开创性技术开发肽农药以及农药增效剂，这些农药作用于上述的靶标，并具有出色的环境和毒理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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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1%氯虫·噻虫胺颗粒剂中
杂质 3-甲基吡啶
吴艳娇，张 铎，李永娜，邬美男
(北京思农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通州 101149)
摘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了一种测定 1%氯虫·噻虫胺颗粒剂中杂质 3-甲基吡啶的定量分析方法。方法采用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DAD)，Zorbax Eclipse Plus-C18 色谱柱，以乙腈/冰乙酸-乙酸铵水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
流速为 1 mL/min，在 262 nm 波长下对氯虫苯甲酰胺中杂质 3-甲基吡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 3-甲基吡啶质量
浓度为 0.095~3.8 mg/L 时，方法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0.999 9，定量限为 1.12 mg/kg，平均回收率为 104.9%，说明该
方法准确度高、定量限低，适用于氯虫苯甲酰胺产品中 3-甲基吡啶的定量分析。
关键词：3-甲基吡啶；高效液相色谱；氯虫苯甲酰胺；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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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3-picoline in chlorantraniliprole · clothianidin
1% GR by HPLC
WU Yanjiao, ZHANG Duo, LI Yongna, WU Meinan
(Beijing Sinongyuan Consultation Ltd., Tongzhou 101149, Beijing)
Abstract: A HPLC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3-picoline in chlorantraniliprole · clothianidin
1% GR. 3-Picoline was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by HPLC with DAD detector using the Zorbax Eclipse Plus-C18 column and
acetonitrile/ HAC and NH4AC solution as mobile phase which flow rate was 1 mL/min at wavelength of 262 n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3-picolinee ranged from 0.095 to 3.8 mg/L, the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999 9,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104.9%, and the limitation of quantity was 1.12 mg/kg, indicating that the method was
accurat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3-picoline in chlorantraniliprole and its products contain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 .
Keywords: 3-picoline; HPLC; chlorantraniliprole; quantitative analysis

氯虫苯甲酰胺是第一个具有新型邻酰胺基苯甲

并开发。该剂的主要作用机制是激活昆虫兰尼碱受

酰胺类化学结构的广谱杀虫剂，由 DuPont 公司发现

体，使昆虫释放平滑肌和横纹肌细胞内贮存的钙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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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使肌肉调节功能减弱、害虫麻痹，甚至死亡[1]。

4.6 mm ID, 5 μm)，柱温为 30 ℃；流动相为乙腈/冰

此物质对鳞翅目﹑鞘翅目叶甲科﹑双翅目潜蝇科﹑

乙酸-乙酸铵水溶液(1 L 水中加入 3 g 冰乙酸、3.85 g

烟粉虱等多种害虫的防治效果显著，广泛应用于烟

乙酸铵，超声溶解，过 0.45 µm 滤膜)，采用梯度洗脱

草、水稻和果蔬的害虫防治[2-3]。

程序(表 1)，流速为 1.0 mL/min，检测波长为 262 nm，

3-甲基吡啶又称 3-皮考林，是重要的医药、化
工原药。欧盟登记规定了氯虫苯甲酰胺原药中 3-甲

进样量为 10 μL。在该色谱条件下，3-甲基吡啶的保
留时间约为 5.5 min。

基吡啶为相关杂质，其含量不能高于 3 g/kg[4]。我国
农业农村部 2020 年公布了相关杂质清单，其中将
3-甲基吡啶列为氯虫苯甲酰胺的相关杂质之一。
国内关于氯虫苯甲酰胺的测定方法报道较多，
而关于 3-甲基吡啶的测定方法报道较少，目前国内
[5]

文献中仅有液相色谱法 。目前尚未见对氯虫苯甲
酰胺中 3-甲基吡啶的检测方法的相关报道。 本文

表1

流动相梯度条件

时间/min

水相/%

乙腈/%

0

85

15

7

85

15

7.1

10

90

20

10

90

后运行 5 min

1.3.2 标准溶液的配制

建立了氯虫苯甲酰胺制剂中 3-甲基吡啶的液相色谱

标准溶液母液：
准确称取3-甲基吡啶标样0.038 1 g

分析方法，满足氯虫苯甲酰胺系列产品质量控制和

(精确至 0.000 2 g)于 100 mL 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

登记资料需求。

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设备
KH-500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禾创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Aglient 12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配二极管
阵列检测器、四元低压输液泵、脱气机和自动进样
器(美国安捷伦公司)。
1.2 试剂与材料
3-甲基吡啶(质量分数 99.1 %，阿拉丁试剂上海
有限公司)；冰乙酸(分析纯，南京化学试剂厂)；磷
酸(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乙酸铵
(色谱纯，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甲醇、乙腈(色
谱纯，美国 Tedia Company, Inc)；水为二次重蒸水；
1%氯虫·噻虫胺颗粒剂由某农药企业提供(氯虫苯
甲酰胺含量 0.25%)。
1.3 试验方法
1.3.1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Zorbax EclpisePlus-C18 柱 (250 mm ×

标准溶液：移取 1 mL 标准母液，用甲醇稀释至
1 000 mL，得到 3-甲基吡啶的质量浓度为 0.38 mg/L。
1.3.3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粉碎的 1%氯虫·噻虫胺颗粒剂试样 5.0 g
(精确至 0.000 2 g) 于 150 mL 锥形瓶中，准确加入
100 mL 甲醇，将样品超声 5~10 min 溶解完全后，
冷却至室温，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
1.3.4 测定
在上述色谱操作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进 2 针
标准溶液，待 2 针溶液的峰面积相对变化不大于
10%，然后按标准溶液、试样溶液、试样溶液、标
准溶液的顺序依次进样。
1.3.5 计算
将测得的 2 针试样溶液以及试样前后 2 针标样
溶液中 3-甲基吡啶的峰面积分别进行平均。试样中
3-甲基吡啶的质量分数 X1(%)按式⑴计算：
X1 =

A2 × m1 × w
A1 × m2 × 1000

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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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1 为标样溶液中 3-甲基吡啶的峰面积平均值；
15

为标样溶液中 3-甲基吡啶的质量，g；m2 为试样的
质量，g；w 为标样中 3-甲基吡啶质量分数，%；1 000
为标准溶液的稀释倍数。

mAU

A2 为试样溶液中 3-甲基吡啶的峰面积平均值；m1

10
5.526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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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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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
12.5
保留时间/min

2 结果与讨论

图2

2.1 流动相的选择

2.2 检测波长的选择

15

17.5

试样的色谱图

由于 3-甲基吡啶呈弱酸性，为了使其峰形对称

采集 190~400 nm 的光谱数据，从 3D 谱图分析

且具有良好的分离度，本文分别采用了乙腈/0.04%

可知，3-甲基吡啶的最大吸收波长为 262 nm，因此

磷酸水溶液(5/95，体积比)、乙腈/冰乙酸-乙酸铵水

选择 262 nm 作为检测波长。在该波长下 3-甲基吡

溶液(1 L 水中加入 3 g 冰乙酸和 3.85 g 乙酸铵)

啶的灵敏度最高，且无杂质干扰。

(15/85，体积比)为流动相。
20

形对称，但保留时间较短，其后面的负峰对其准确

10

定量有一定影响，典型标样色谱图见图 1A。当采用

0
2.91

乙腈/冰乙酸-乙酸铵水溶液=15/85 为流动相时，3-

2.89

380

2.87

340
300
260
nm

甲基吡啶的保留时间约为 5.5 min，色谱峰形对称，
分离度良好，典型标样和试样色谱图见 1B 和图 2。

2.862

mAU

min

2.83

3-甲基吡啶的 3D 光谱图

2.3 方法的线性关系
移取适量标准母液 1 mL 于 100 mL 容量瓶中，

30
20

甲醇稀释至刻度，得到 3.8 mg/L 标准溶液。再用甲

10

醇逐级稀释，得到 3-甲基吡啶质量浓度分别为

0

A.以乙腈和 0.04%磷酸
水溶液为流动相

-10
-20

2

4

6
8
10
保留时间/min

12

14

1.3.1 节色谱操作条件进行测定，每个浓度溶液重复

积平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表 2)。可见，3甲基吡啶峰面积与其质量浓度之间表现出良好的线

10
5

性关系。

5.522

0

B.以乙腈和冰乙酸-乙酸铵
水溶液为流动相

-5
-10

0.095、0.19、0.38、0.76、3.8 mg/L 的标准溶液。按

测定 3 次。以标准溶液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面

15
mAU

2.85
220

图3

从图 1B 和图 2 可见，3-甲基吡啶附近无杂质干扰，
能满足 3-甲基吡啶定量分析要求。

mAU

30

当采用乙腈和 0.04%磷酸为流动相时，色谱峰

2.5

图1

5

7.5
10
12.5
保留时间/min

15

3-甲基吡啶标样的色谱图

17.5

表2

3-甲基吡啶的线性方程、线性范围、相关系数

浓度范围/mg/L
0.095∼3.8

线性方程
y=36.806x+0.381 4

相关系数
0.9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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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3-甲基吡啶的回收率为 101.1%~106.6%，平

2.4 方法的定量限
在 1.3.1 节色谱条件下测定 3-甲基吡啶标样
(0.095 mg/L)。选择 3-甲基吡啶色谱峰附近的一段基

均回收率 104.9%，说明该方法的准确度满足痕量组
分定量要求。典型的加标试样色谱见图 3。

线作为噪声，
利用 chemisation 软件进行信噪比分析。

表3

该浓度下，信噪比为 16.9。因此 10 倍信噪比仪器的
定量限为 0.056 mg/L。按照 1.3.3 节中方法配制试样

方法准确度试验

峰面积
标样 1

试样 1

检出

试样 2

标样 2

加入 回收

量/mg 量/mg 率/% 回收率/%

溶液，方法的定量限为 1.12 mg/kg。目前国内虽然

14.633 16 15.066 43 15.729 52 14.707 37 0.039 9 0.037 8 105.6

公布了氯虫苯甲酰胺中的相关杂质，但并未规定杂

14.707 39 15.624 43 15.524 48 14.675 50 0.040 3 0.037 8 106.6

质限量。根据欧盟登记原药中 3-甲基吡啶的限量，

14.675 50 15.247 20 15.628 15 14.670 64 0.040 0 0.037 8 105.8

含量为 0.25%氯虫苯甲酰胺的 1%氯虫·噻虫胺颗粒

平均

104.9

14.670 64 15.459 94 15.493 68 14.916 40 0.039 8 0.037 8 105.3
14.916 40 15.077 66 14.694 40 14.704 25 0.038 2 0.037 8 101.1

剂中 3-甲基吡啶的限量为 7.8 mg/kg，方法定量限完
全满足 3-甲基吡啶的定量要求。

3 结

2.5 样品的测定

利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仪建立了一种梯度洗脱

按 1.3.2 节配制 1%氯虫·噻虫胺颗粒剂试样溶
液，分别平行制备 5 份试样溶液。在 1.3.1 节色谱条
件下检测 3-甲基吡啶含量，典型试样色谱图参见图
4。可以看出，所有试样中均未检出 3-甲基吡啶。

mAU

论

测定氯虫苯甲酰胺中杂质 3-甲基吡啶的方法。该方
法回收率为 101.1%~106.6%，所得回归方程线性范
围宽(0.095~3.8 mg/L)，相关性良好，方法定量限低
(1.12 mg/kg)，为生产企业的氯虫苯甲酰胺系列产品

15

注册、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产品贸易提供了切实可

10

行的分析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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