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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专论

农药悬乳剂专利技术进展
曹猛猛，江笑丹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苏州 215000)
摘要：农药悬乳剂集悬浮剂与水乳剂于一体，是一种高效、环保的复配农药剂型。从专利申请角度出发，对农药悬
乳剂相关专利的申请量、制备方法、提高稳定性和重点申请人的重要研发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梳
理，旨在为农药悬乳剂的开发和应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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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patent technologies of the pesticide suspo-emultion
CAO Mengmeng, JIANG Xiaodan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Jiangsu Center of the Patent Officer, CNIPA,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Suspo-emulsions is a highly efficient, environment friendly pesticide form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applic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quantity, preparation methods, stability
improvement of pesticide suspo-emulsions, and important technologies of key applicants. The aim i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 suspo-emul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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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乳剂(suspo-emulsion，SE)为固态原药和液态

颗粒形式的活性物质。⑵ 较高生物活性，由于悬乳

原药的复配制剂提供新的途径。悬乳剂是指不溶于

剂可同时含有多种农药活性成分，可以加入具有协

水的固体原药和油状液体原药在助剂的作用下，分

同增强作用的活性成分，从而能够增强农药的防效，

别以固体颗粒及油珠液滴均匀稳定悬浮于水中形成

扩大防治谱。⑶ 减少桶混麻烦，降低环境污染和对

的高悬浮分散体系

[1]

。该剂型具有以下优点：⑴ 一

剂多效，能够同时把多种农药活性成分分散在体系

操作者的毒害，并且贮运安全，减少喷雾次数，节
省时间和费用等[2]。

中的不同相中，可以起到一剂多效功能。例如水包

本文从专利申请角度出发，对农药悬乳剂相关

油型悬乳剂，乳液可包载一种或多种活性物质，这

专利的申请量、制备方法、稳定性提高和重点申请

些活性成分可以是水溶性的，也可以是油溶性的，

人的重要研发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梳理，旨在为

在连续相中可以是水溶性活性物质，也可以是固体

农药悬乳剂的开发和应用提供思路。本文中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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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础为 CNABS 数据库、DWPI 数据库中 1986

后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到 2012 年出

年至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开的农药悬乳剂专利。

现较大增幅且达到历史最大值，2013 年至 2017 年

1 农药悬乳剂专利申请概况

有所下降，近几年的申请量保持在一定水平。可见，
该技术领域是国内和国际近 20 年农药研究的技术

农药悬乳剂这一技术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趋
势和主要申请人的申请量变化分别如图 1 和图 2 所

焦点和热点之一，专利申请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在于
农药悬乳剂的技术发展从快速成长期达到成熟期。

示。1986 年出现了农药悬乳剂的相关专利申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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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有关农药悬乳剂专利的全球申请量趋势

农药悬乳剂的重点专利集中于几个国际农化公
司 ， 包 括 先 正 达 (Syngenta) 、 拜 耳 (Bayer) 、 龙 灯

浮液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悬浮剂的制备方法主
要有 3 种：

(Rotam)、陶氏(Dow)、赫彻斯特(Hoechst)、住友化学

⑴ 按照悬浮剂的制备方式制备悬乳剂

(Sumitomo Chemical)、阿温提斯(Aventis Cropscience)、

将各种成分混合在一起，经过砂磨机研磨和调

罗纳-普朗克农业化学公司(Rhone Poulenc Agrochimie)
等，其中，先正达公司的专利申请量最多。

制，最终制备得到悬乳剂。由于表面活性剂可以从
一相迁移到另一相，导致其中不是乳液相就是固体
相的分散剂或乳化剂的不足，从而无法保证剂型的

专利申请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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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产品易分层和凝聚。
⑵ 混合法

10
0

分别加工得到稳定的 SC 和 EW(或 EC)，然后
按比例混合调制得到悬乳剂。具体方法为：先利用
研磨工艺制备粒径＜5 μm (优选平均粒径 1 μm 左右)
的农药固体活性成分悬浮液，再采用高速剪切混合

图2

有关农药悬乳剂专利的主要申请人申请量排名

制备＜5 μm 液滴的稳定 O/W 乳液。将该浓悬浮液
和 O/W 乳液低剪切下混合。加入增稠剂和其他添加

2 农药悬乳剂制备方法
制备稳定的悬乳剂，并非简单的将乳状液和悬

剂，经调制混合最终制备得到悬乳剂。该方法只要
制得稳定的悬浮液和 O/W 乳液，就比较容易制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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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稳定的悬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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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药悬乳剂的主要研究方向及进展

⑶ 直接乳化法

状况

首先制备稳定的悬浮液，利用高速剪切混合器，
将农药液体活性成分的乳液相加入到悬浮液中，制
得悬乳液。再加入增稠剂和/或其他的添加剂，制备
得到悬乳剂。在该法中，悬乳剂的固体粒子和油滴

为了保证悬乳剂的产品质量和较长的货架期，
首先要解决的是悬乳剂贮存期间的物理稳定性问
题，同时该技术问题也是制约开发和生产该剂型的
主要难题。悬乳剂在储存期间，尤其在较高温度条

之间更大可能发生絮凝[3]。
如图 3 所示，2000 年前以悬浮剂方式进行制备
占了很大比重，2000 年后直接乳化剂法和分别加工
稳定的悬浮剂和水乳剂(或乳油)法占比提高并超过
悬浮剂方法。另外，国内专利通常采用悬浮剂法，
图 4 为国内外以悬浮剂方式制备悬乳剂的申请量。
从图 4 可知悬乳剂方法主要被国内采用，国外主要
采用直接乳化剂法和分别加工稳定的悬浮剂和水乳

件下存在油滴聚结、分层和沉降，固体粒子和油滴
分离、絮凝和结晶长大(即奥氏熟化)；不同相间转移
等不稳定现象。图 5 梳理了已有的专利中提高悬乳
剂稳定性的技术进展路线。
日本住友公司于 1979 年申请的专利 US4283415A，
提出用聚乙烯醇作为胶体稳定剂以克服乳状液相的聚
并和/或乳状液相在固体分散相上的油化现象。在很
多情况下，低熔点固体因冷却所出现的固化现象会

剂(或乳油)法。

促使它们聚集并继而造成高熔点固体分散体系的不
分别加工稳定的SC和EW（或EC）
直接乳化法
悬浮剂方式

稳定。由于悬乳剂是复杂的分散体系，制备悬乳剂

120%

所用溶剂为非溶性，且使用的溶剂需要高的闪点，

100%

以保证产品在加工和储存期间的安全性。溶剂也是影

80%

响悬乳剂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专利 EP0117999B1

60%
40%

采用邻苯二甲酸(C1-C12)烷基酯优选邻苯二甲酸二

20%

(C4-C8)烷基酯作为溶剂。进一步，由于乳状液相的

0%
2000年前

2000年后

2000年前后以悬乳剂方法制备的专利申请量

图3

加入致使分散于水中的固体缺失表面活性剂，会引
起固体分散系的不稳定和絮凝，为了解决该问题，
专利 EP0289356A2 提出由无规共聚物提供的聚合物
骨架的两亲性聚合物分散剂对固体分散物特别牢固

国外, 10%

的吸力，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分散液体系以避免絮凝
产生。专利 CN1061132A 和 CN1061132A，则采用
二氧化钛分散剂法稳定悬乳剂。上述的这几个最早
国内, 90%

的专利，给出了稳定悬乳剂的多种研发方向，包括
表面活性剂法、溶剂法、无机分散剂法以及其他助

图4

国内外以悬乳剂方法制备的专利申请量

剂稳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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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醚菌酯与特定羧酰胺类溶剂组合，CN111109260A
2019 分散油相、C9-C10 芳香烃溶剂等组合，CN109645021A

2017

通过优选乳化分散剂和润湿分散剂，辅以特殊的相对分子量在 100~2 000 万

特定结构醇烷氧基化物，WO2018108835A1

的超高分子量共聚物乳化稳定剂，CN107372578A

特定结构的 A 和 B 助剂组合，CN106259389A

2016 特定结构非离子聚醚，CN106380589A

2014

辛基苯酚和聚芳基苯酚的乙氧基化物，

疏水改性二氧化硅和聚合物表面活性剂配合使用，

CN104798797A

WO2016016042 A1

C9-C10 芳香烃溶剂，
CN105188365A

含有：聚氧化烯嵌段共聚物、聚氧乙烯芳基苯基醚的磷酸酯化盐

2012 复合表面活性剂，CN104135857A

和/或硫酸酯化盐、木质素磺酸盐

2011 气相氧化铝，CN103957718A

聚合物吸附层涂覆油性小球，CN104053359
乳酸酯可溶解组分 A 和 B 但不溶解组分 C，乳酸酯显示出液滴速率和粒度在乳液中

2010 乳酸酯溶剂法，CN102480937A

随着温度变化而长期稳定分布

2009 高纯度高分子量的木质素磺酸盐作为稳定剂，WO2010127142A3 Atlox，CN102711453
2006 不使用聚氧乙基烷基酚，显示好的储藏稳定性，

分散剂选自：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酯-聚乙二醇基质共聚物、三苯乙
烯基苯酚聚氧乙烯醚和/或丙二醇/聚乙二醇嵌段共聚物

EP06019647A

2005 油作为乳液稳定剂，CN101282648A

聚合物稳定剂，CN102245025A

免于使用烷基苯酚聚氧乙烯化物和含有萘的溶剂， 烷基酚聚乙氧基化物的使用显示优秀
US2007207928 A1

的储存稳定性和抗结晶性，EP1642498

2004 使用芳族乙氧基化物或其衍生物进行稳定，CN1921757A
2002 乙氧基化烷基酚或乙氧基化合成脂肪酸和烃溶剂，RU2217913 C1
含有疏水性和亲水性单元的无规接枝聚合物或嵌段共聚物，相比于传

2001 活性聚合物表面活性剂，CN1541136A

统乳化剂抑制结晶和絮凝

1999 聚氧乙烯基三芳基苯基酯，JP4291453B2
至少 2 种选自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如聚氧乙烯牛脂胺；阴离子表面活性

1998 混和表面活性剂，CN1300184A
1994

剂如聚氧乙烷和聚氧丙烷嵌段共聚物等

聚氧乙烯聚氧丙烯嵌段共聚物，CN1120887A，

1991 平均链长 13C 的乙氧基化三苯乙烯基酚和乙氧基化合成醇，US5518991A
1990 二氧化钛分散剂法，CN1061132A

1988

高分子分散剂，

利用无规共聚物提供的聚合物骨架的两亲性

二氧化钛分散剂法，

EP0289356A2

聚合物分散剂对固体分散物特别牢固的吸力

CN1061132A，FR1988000006494A

苯二酸酯溶剂，

1986

邻苯二甲酸（C1-C12）烷基酯作为溶剂

EP0117999B1
聚乙烯醇作为胶体稳定

1979

克服乳浊相的聚并和/或乳浊相在固体分散相上的油化现象

剂，US4283415A

图5

提高悬乳剂稳定性的技术进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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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表面活性剂法包括多种表面活性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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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申请人重要研发技术分析

使用，如 1991 年的专利 US5518991A 开发出平均链
长 13 碳链的乙氧基化三苯乙烯基酚和乙氧基化合成
醇的表面活性剂组合，1994 年专利 CN1120887A、
AU2331295A 开发出聚氧乙烯聚氧丙烯嵌段共聚
物；还包括聚氧乙烯基三芳基苯基酯(JP4291453B2，
1999 年)、活性聚合物表面活性剂(CN1541136A，2001
年)、烷基酚聚乙氧基化物(EP1642498 A2，2004 年)、
高纯度高分子量的木质素磺酸盐(WO2010127142A3，
2009 年)、Atlox (CN102711453，2009 年)、辛基苯酚

先正达公司关于悬乳剂的重点和关键专利申请
最多，可以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其技术发展路线进
行梳理(图 6)。在申请日为 2002 年 6 月 10 日的专利
申请 CN1541136A 中，先正达公司采用含有疏水性
和亲水性单元的无规接枝聚合物或嵌段共聚物，而
且其中疏水性单元包括亲水性交联单元，它可与乳
液分散相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固定在乳液界面上，
改 善 乳 液 的 稳 定 性 。 2004 年 的 专 利 申 请

和聚芳基苯酚的乙氧基化物(CN104798797A，2014

WO2004080178A1 中也采用了新型聚合稳定剂来提

年)、特定醇烷氧基化物(WO2018108835A1，2017

高 制 剂 的 稳 定 性 。 进 一 步 ， 在 2005 年 专 利

年)等。在制备悬乳剂中采用这些新型的表面活性剂

WO2005089548A1 中使用芳族乙氧基化物或其衍生

来提高悬乳剂的稳定性。为了进一步消除烷基酚聚乙

物作为稳定剂替代聚合物稳定剂，解决絮凝问题，

氧基化物的不利影响，专利 US2007207928 A1 和

开发出不同类型的非聚合物稳定剂成为先正达公司

AU2012211399B 进一步选用其他合适的助剂进行配

的发展方向，如新型表面活性剂或现有表面活性剂

合使用来提高其稳定性。另一个稳定制剂的方向是

的配合使用。先正达公司从 2006 年至 2017 年均致

将现有的表面活性剂进行复配，如采用至少 2 种选

力于该技术方向的研发。如 2006 年，CN101282648A

自 HLB 为 5~13 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如聚氧乙烯牛

公开了采用油作为乳液稳定剂与 POE-POP 配合使

脂胺，HLB 为 5~13 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如聚氧乙

用，保持液态活性成分和固态活性成分的分散性和

烷和聚氧丙烷嵌段共聚物等(CN1300184A，1998 年)

悬浮性，并抑制固态活性成分被液态活性成分分解，

组成复合表面活性剂(CN104135857A，2012 年)。溶

如矿物油和植物油。2009 年，CN101282648A 公开

剂法以添加溶剂来提高其稳定性，如油作为乳液稳

了采用芳基酚烷氧基化物磷酸酯和烷基胺烷氧基化

定 剂 (CN101282648A ， 2005 年 ) ， 乳 酸 酯 溶 剂 法

物表面活性剂配合使用。2012 和 2013 年，该公司

(CN102480937A ， 2010 年 ) ， C9-C10 芳 香 烃 溶 剂

又申请了特定链长芳香酯芳香族磷酸酯使用和碳酸

(CN105188365A，2014 年)。还可以同时采用表面活

酯化合物在农药悬乳剂中的应用。2017 和 2019 年

性剂和溶剂的配合使用来提高其稳定性，如 2002 年

则申请了特定结构醇烷氧基化物在农药悬乳剂中的

的专利 RU2217913C1，乙氧基化烷基酚或乙氧基化合

应用。综上，针对悬乳剂的稳定性，先正达公司从

成脂肪酸和烃溶剂。无机分散剂法则包括气相氧化铝

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研发，包括采用新型表面活性

(CN103957718A，2011 年)，相对分子量在 100~2 000

剂、选择表面活性剂的配合使用和新型溶剂方式来

万的超高分子量共聚物乳化稳定剂(CN107372578A，

改善制剂的稳定性。其中，采用表面活性剂的方式

2017 年)等。

是其主要的研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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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羟基封端和非羟基封端的脂肪族乙氧基化物，WO2019042710A1

2017 特定结构醇烷氧基化物，WO2018108835A1

2013

碳酸酯化合物的应用，CN104703472

特定链长芳香酯，芳香族磷酸酯使用
2012

CN103491786A，CN103491773A，CN103997891A
芳基酚烷氧基化物磷酸酯和烷基胺烷氧基化物表面活性剂配合使用

2009

2006

CN101282648A
油作为乳液稳定剂，与 POE-POP 配合使用
CN101282648A

2005 不含聚合物稳定剂，使用芳族乙氧基化物或其衍生物进行稳定
WO2005089548A1
聚合物稳定剂的使用
2004

2002

WO2004080178A1

新型聚合物表面活性剂的获得

烷基聚糖苷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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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安全高效、环境友好的水基型制剂方向发展。将
多种不相容的农药有效成分进行有效的复配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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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悬浮剂的开发、应用性能和效果
华乃震
摘要：论述开发增效悬浮剂的必要性、增效助剂种类、加工难点、增效悬浮剂应用性能和效果。指出选择合适和有
效的助剂，即添加低表面张力表面活性剂或油类助剂到悬浮剂配方中，是可以制得稳定的增效悬浮剂单包装产品的。
该产品应用时，可增强药剂在靶标上的润湿、展布、黏附能力、渗透性能和耐雨水冲刷能力，从而提高药效；同时
避免了用户施药前使用桶混助剂带来的不便。
关键词：增效型悬浮剂；低表面张力表面活性剂；油类助剂；桶混助剂；应用性能；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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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and effect of
synergistic suspension concentrate
HHUA Naizhe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ason and processing difficulty of developing synergistic suspension concentrate, and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and effect of synergistic suspension concentrate were review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a stable
single-package product of synergistic suspension concentrate can be made by selecting suitable and effective adjuvants, i.e.
adding a surfactant with low surface tension or oil adjuvant into the suspension concentrate. The product has good ability
of wetting, spreading, adhesion, permeability and rain-washing resistance when used on the target, which makes it has high
efficac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void trouble of using tank-mixing adjuvant before application.
Keywords: synergistic suspension concentrate; surfactant with low surface tension；oil adjuvant; tank-mixing adjuvant;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effect

农药悬浮剂是将不溶于水的固体农药有效成

性制剂中发展最快、可加工的农药有效成分最多、

分、表面活性剂(主要为润湿剂和分散剂)及其他添加

加工工艺最为成熟、对操作者和使用者以及环境安

剂混合后，经砂磨机研磨粉碎，形成微细颗粒(一般

全、相对成本较低、使用效果较好的剂型产品，深

平均粒径 D50 为 2~3 μm)分散在水中的高悬浮率、能

受国内外用户的青睐[1,2]。

流动、稳定的固液体系产品。该产品不使用溶剂，

在国内，自 2013 年以来，水基化制剂悬浮剂已

不产生粉尘，经皮毒性低，悬浮率高，生物活性高，

成为企业登记的热点制剂产品。2018 年农药悬浮剂

使用剂量小，对人畜毒性和生产成本低。它是水基

产品登记 1 155 个，占所有登记制剂产品数量的

作者简介：华乃震(1939-)，男，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农药新剂型和助剂的研究和开发。E-mail: nzhua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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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比增加 18%[3]。从 2013 年到 2018 年登记的

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加工成稳定的悬浮剂产品。

剂型产品来看，虽然每年乳油登记数量始终处于领

⑴ 有机硅助剂在农药产品中的应用

先地位，但其占当年产品登记总量的比值始终呈下

相比于常规表面活性剂，三硅氧烷的有机硅表

降趋势，年均下降率为 6.11%；可湿性粉剂的登记

面活性剂(如 Silwet L-77、Silwet 408、Break-Thru

数量年均下降率为 3.82%；而悬浮剂登记总量的比

S-240)可以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到 22 mN/m，加上其

值在持续上升，年均增长率为 12.1%。这是因为悬

独特的结构，赋予这种表面活性剂超强润湿和铺展

浮剂产品是高效、安全、环保、成本低的优良产品[4]。

能力。无论在易润湿或难润湿植物叶面上，添加此

1 增效悬浮剂开发的必要性

种表面活性剂的药剂均能完全覆盖；还可以(在低于
叶表面润湿临界表面张力之下)诱导药液直接从植

悬浮剂产品是以水为载体，只含有少量的润湿
剂、分散剂和增稠剂，因而能保证悬浮体系的有效
成分含量、理化性能(如悬浮率、pH、持久起泡性、
黏度和析水率等)和稳定性(冷贮和热贮)。可是当用
水稀释后喷雾于靶标时，其在植物表面的张力(和接
触角)大小、黏附能力和沉积量，较少被关注和考虑。
实际上悬浮剂产品用水稀释后，喷雾到植物叶
面，其稀释液的表面张力对药液在植物叶面的润湿、
展布影响很大。由于被施用植物和靶标种类众多，
其表面结构又各不相同、亲水性和疏水性也不同；

物叶面气孔渗入而被吸收。这种快速地几乎瞬间气
孔吸收，既避免叶面处理的药液被雨水冲刷流失而
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又可给多雨
地区使用农药保护作物提供极大方便，同时减少农
药的挥发和某些农药因光解的损失[6]。
但三硅氧烷的主链骨架中的硅-氧键对水介质十
分敏感，而且易断裂。在农业中使用三硅氧烷的有
机硅表面活性剂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pH 和时
间。一般在中性条件下(pH6~8)，此类助剂在水介质

对于难于润湿的植物靶标，悬浮剂产品的药液不能

中长期稳定。在 pH 5~6 或 pH＞9 条件下，其稳定性

在植物表面有效润湿、展布和黏附而流失；导致悬

变差，在极端 pH 条件下使用，会迅速水解，功效大

浮剂产品药效不高，药液流失进而造成环境污染。

幅降低。因此，三硅氧烷的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往

此外，悬浮剂产品药液对靶标的黏附能力和在

往桶混使用，或在油基农药制剂中使用，难于用于

靶标表面的沉积量，也直接涉及到药液被植物的吸

水基的悬浮剂配方中(会导致制剂产品不稳定)。

收效率。特别是在田间，药液被喷施在植物叶片表

⑵ 油类助剂在农药产品中的应用

面上，药液黏附能力强和沉积量多时，对药剂吸收

油类助剂既用作增效助剂，也可用作农药 [7-9]

极为有利。尤其是，当药液中液体蒸发后，农药有

及替代苯类溶剂使用[10-12]。在农业中油类助剂是除

效成分以固体小颗粒的形式覆盖在叶片表面，当外

了表面活性剂之外的用量最大和最重要的助剂。它

界环境发生变化，如遇大风和下雨天气时，容易引

们的使用可以降低农药喷雾液滴在植物叶面上的表

起农药颗粒的损失，从而会降低药剂的药效和利用

面张力和接触角；使制剂产品具有更好的润湿、展

率。因此，一般在施用前，添加桶混助剂来增加药

布、黏附能力、渗透性能和耐雨水冲刷能力，从而

[5]

效 。桶混助剂可包括各种类型的助剂，如表面活性
剂、油类(矿物油和植物油等)、聚合物类、无机盐类
和蜡类等。但若在悬浮剂配方中添加这些桶混助剂，

药效提高[13,14]。
使用油类助剂的效果通常不比表面活性剂的差，
有时甚至优于后者，特别是在不良的(如干旱)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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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其对除草剂的增效作用比表面活性剂更强。油

作用是其在润湿剂的作用下吸附在农药有效成分颗

类助剂对杀虫剂的增效作用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

粒表面，防止粒子之间的絮凝和聚结，起到分散作

油类助剂有助于杀虫剂对昆虫体壁的穿透；② 油类

用，并使粒子稳定化；同时确保悬浮剂产品用水稀

助剂可抑制昆虫体内某些解毒酶等的活性；③ 油类

释时，形成分散均匀的悬浮液，利于均匀喷雾施用。

助剂能增大药液对昆虫和作物的湿展能力。

在增效悬浮剂配方中，加入能大大降低药剂表

与表面活性剂一样，使用油类(如植物油或矿物

面张力的表面活性剂，这是因为悬浮剂的稀释药液

油)助剂可以降低空气和液体的界面液滴的表面张

被施用于植物叶面后的表面张力要小于植物的临界

力和减小接触角；增强农药药液对植物的润湿性，

表面张力，这样药液才能快速润湿植物叶面，并展

增加农药雾滴在叶表面上的扩展面积，同时使药液

布和渗透，减少药液以水珠形式从叶面滚落而流失，

容易黏附于植物叶表面，增强药液耐雨水冲刷能力，

从而提高药效和利用率，同时也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促进了植物对药液的吸收作用，从而提高了农药的

植物临界表面张力是农药应用中的一个重要参

药效和利用率。但是，油类(如植物油或矿物油)助剂，

数，当药液的表面张力小于某种植物临界表面张力时，

由于相容性问题，往往是在施药前采用桶混方式，

药液就可以润湿该植物表面，并在植物表面展布[15]。

加入到悬浮剂产品中，而一般不作为悬浮剂组成部
分使用。而用油类代替水作为介质制取可分散油悬
浮剂(OD)或油悬浮剂(OF)，则另当别论。

2 增效悬浮剂的助剂
增效悬浮剂是指在开发悬浮剂时，在悬浮剂配方

依据水溶液对植物叶片润湿的难易程度，通常可
把植物分为易润湿和难润湿的 2 种类型[15]。在正常的
喷雾条件下，一般悬浮剂产品易润湿前一种类型的植
物(如黄瓜和棉花)，但对于有蜡质层的难润湿类型植
物(如甘蓝、水稻、小麦、雀麦、牛筋草、看麦娘等)，

中还需加入一定量(5%~15%)的增效助剂，经过砂磨

药剂由于表面张力(或接触角)大，就难于润湿此类作

机研磨加工成微细颗粒(平均粒径 D50 为 2~3 μm)分散

物的叶面，而以水珠形式从叶面滚落而流失。例如

悬浮在水中，形成稳定的固液体系的单包装产品。

5%氟虫腈悬浮剂，常规用量 25 mg/L，表面张力为

目前，所用的增效助剂主要有 2 类：一类为能

43.63 mN/m；20%虫酰肼悬浮剂，常规用量 100 mg/L，

大大降低药剂表面张力、缩短润湿时间、增强渗透

表面张力为 51.07 mN/m；10%虫螨腈悬浮剂，常规

能力的表面活性剂；另一类为油类(植物油和矿物油

用量 50 mg/L，表面张力为 47.43 mN/m[16]。这些悬

等)助剂。

浮剂产品被施用于黄瓜、棉花、玉米(临界表面张力

2.1 降低表面张力的表面活性剂

分别为 58.7~63.3 mN/m、63.3~71.8 mN/m、47.4~

通常开发农药悬浮剂配方时，需要加入一定量

58.0 mN/m)作物上，均能很好地润湿这些作物，其

的表面活性剂(主要为润湿剂和分散剂)。润湿剂的主

药效能得到充分发挥。倘若这 3 种悬浮剂药剂用于

要作用是为了排代农药有效成分颗粒表面的水，起

甘蓝、水稻、小麦(临界表面张力分别为 36.4 mN/m、

着润湿颗粒表面的作用，以利于分散剂吸附在颗粒

36.7 mN/m、36.9 mN/m)作物上，因表面张力大于这

表面；同时在悬浮剂产品施用过程中也起着降低药

些作物的临界表面张力值，药液不易润湿这些作物

液与靶标之间的固液表面张力，增加药剂在靶标(植

表面并展布，而是易于滚落和流失，其药效无法得

物和有害生物)上的润湿和接触作用。分散剂的主要

到充分发挥[16]。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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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选择合适的、有效的桶混助剂以现混现用的方式

到了稳定的产品，但因增效助剂加入量太少，不能

于施药前加入到使用的悬浮剂产品中，可使悬浮剂

充分发挥作用，导致产品药效提升不明显。因此，

产品稀释液表面张力降低到作物的临界表面张力以

目前国内的增效悬浮剂产品较少；使用悬浮剂时，

下，来解决此问题。

以添加桶混助剂来提升其药效。开发增效悬浮剂是

2.2 油类助剂

一种新的趋势和方向，虽然存在上述的一些开发难

在农药产品中添加油类助剂所起的主要作用：

点，但在目前技术条件下还是能够解决的，不过需

① 减少药液挥发和飘移；② 降低药液的表面张力，

要花费较多的研发时间、精力和成本。

使药液易于润湿植物叶面；③ 增加药液的黏度，使

4 增效悬浮剂开发应用示例

药液被施用于在植物叶面后不易反弹和滚落，尤其
是在蜡质层厚的植物叶面；④ 油类助剂与植物有亲
和性，增加药液在植物叶面上的黏附量和沉积量，
同时也增强药液耐雨水冲刷能力，有利于药液的吸
收(尤其是对除草剂)，提高药效[13]。⑤ 油类助剂属
天然产物，无毒，能被植物吸收利用，可被植物和
土壤生物分解，有利于保护环境。
因此，日本石原产业公司生产的 4%烟嘧磺隆悬
浮剂产品均含有 0.2% (体积比)的植物油[17]。此外，

目前国内外开发的增效悬浮剂主要添加降低表
面张力助剂和添加油类助剂为主。
4.1 添加降低表面张力助剂的增效悬浮剂
4.1.1 采用增效助剂 V008 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广州方中化工有限公司开发了一种增效助剂
V008。V008 系非离子型高级脂肪醇类表面活性剂，
其外观为无色透明液体，固含量 75%，pH 6.48。在
普通悬浮剂配方中添加 5%以上 V008，能够大幅度

使用植物油类物质也可增加药液在叶片上的滞留

提高悬浮剂产品的理化性能(表 1)，且显著提升悬浮

量，例如添加甲基化植物油的磺草酮药液可使甲基

剂药效。

红在反枝苋叶片上的滞留量增加 62.7%[17]。

表1

添加 V008 后悬浮剂产品性能指标

在增效悬浮剂中添加植物油类助剂，不但可提

稀释倍数

表面张力/(mN/m)

润湿性能/s

渗透性能/s

高在药液表面的展布，且可增加药液在作物表面的

500 倍液

24.4

8.4

5.2

黏附性，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可以减少药液颗

1 000 倍液

24.5

13.8

12

5 000 倍液

24.6

56.6

79.7

10 000 倍液

25.4

202.5

175.2

30 000 倍液

31.6

-

-

粒的损失。

3 增效悬浮剂开发难点
开发增效悬浮剂产品的主要难点：在含有表面

⑴ 采用增效助剂 V008 开发的增效悬浮剂产品

活性剂(润湿剂、分散剂、乳化剂等)和其他添加剂(增

20%阿维菌素·乙螨唑(4%+16%)配方为：阿维菌素

稠剂、防腐剂、抗冻剂等)的原有农药有效成分悬浮

4% (折百)，乙螨唑 16% (折百)，润湿分散剂 DS-508

剂配方体系中，加入增效助剂后，若增效助剂与原

7%，增效助剂 V008 14%，防冻剂尿素 6%，消泡剂

有体系不匹配(两者之间不相容性问题)，就不易制得

AF-1501 0.2%，增稠剂硅酸镁铝 0.3%，防腐剂 0.30%，

稳定的增效悬浮产品；得到的增效悬浮剂易于出现

水补足至 100%。

诸如分层、变稠、流动性差、热贮易膏化、自动分

生产工艺：将水、润湿分散剂、消泡剂、增效

散性差等问题。有时即使加入增效助剂到配方中得

助剂 V008 (2%)加入釜中搅拌均匀，加入原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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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剂硅酸镁铝，经高剪切混合均匀，进入砂磨机研
磨约 1.5 h 后，直至粒径 D90 在 5 μm 以下；加入剩
余的 V008 及剩余的水，剪切搅拌均匀即得产品。
添加 V008 助剂的 20%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
悬浮剂配方的润湿性能指标见表 2。
表2

·23·

素·乙螨唑悬浮剂低 30%。
⑵ 采用增效助剂 V008 还开发了 20%增效虱螨
脲悬浮剂、25%增效氟铃脲悬浮剂、25%增效己唑醇
悬浮剂、25%增效肟菌酯悬浮剂，25%增效联苯肼酯
悬浮剂、22%增效阿维菌素·螺螨酯(2%+20%)悬浮

20%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剂的润湿性能
稀释倍数 润湿时间/min 渗透时间/min
16

剂、30%增效多菌灵悬浮剂、12%增效甲维盐·虫螨
腈(2%+10%)悬浮剂等，添加量为 12%~15%。
4.1.2 采用增效助剂菲蓝 2380 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20%阿维菌素·乙螨唑

500 倍

＞60

悬浮剂

1 000 倍

＞60

35

2 000 倍

＞60

＞60

20%增效阿维·乙螨唑

500 倍

39

48

悬浮剂(14% V008)常温

1 000 倍

83

112

种增效助剂菲蓝(Fairland)2380 添加到悬浮剂配方中
制得几个增效悬浮剂。增效助剂菲蓝(Fairland)2380

2 000 倍

310

215

20%增效阿维·乙螨唑

500 倍

40.8

44.5

悬浮剂(14% V008)热贮

1 000 倍

105

110

2 000 倍

320

240

从表 2 可见，20%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
剂无论常温或热贮后，相同稀释倍数下，其润湿时
间和渗透时间远远优于普通型 20%阿维菌素·乙螨
唑悬浮剂。
于 2018 年 5 月在广西桂林进行了 20%增效阿维
菌素·乙螨唑悬浮剂防治柑橘叶螨药效试验，结果
示于表 3。
表3

防效/%
稀释倍数 药后 药后 药后 药后 药后

20%阿维·乙螨唑 SC

系硅酮类表面活性剂，特点为能显著降低表面张力
达 20%，提升药效约 30%，可以用于桶混或悬浮剂
配方中，用量 2%~10%。
⑴ 研制的 20%增效吡唑醚菌酯悬浮剂配方为：
吡唑醚菌酯原药 20% (折百)、润湿分散剂 Fairland
3100 (非烷基酚类表面活性剂) 4%、润湿分散剂
Fairland 3108 (多元聚合分散剂) 1.5%、防冻剂 Fairland
2360 (聚二甲基硅氧烷抑泡剂) 0.4%、增稠剂 1.42%、
增效助剂菲蓝(Fairland) 2380 5%，水补足至 100%。

2 500 倍

的表面张力(表 4)。
表4

20%增效吡唑醚菌酯悬浮剂的表面张力(mN/m)
药剂

稀释 100 倍液

稀释 1 000 倍液

84.3 92.6 93.3 90.1 88.2

20%增效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23.8

27.4

60.2 73.2 70.5 58.3 45.5

20%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31.8

31.4

1d
20%增效阿维·乙螨唑 SC

蓝集团监制，九江菲蓝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出品的一

测定添加增效助剂菲蓝(Fairland) 2380 后制剂

20%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剂防治柑叶螨的防效

药剂

九江菲蓝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李灿琼把由美国菲

3d

7d

15 d 20 d

从表 3 可见，20%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

从表 4 可见，20%增效吡唑醚菌酯悬浮剂有很

剂对柑橘叶螨不但速效且持效期较长，药后 1 d 防

低的表面张力值，稀释 100 倍液和稀释 1 000 倍液

效即达 84.3%，药后 7 d 药效最高达 93.3%，而药后

时，分别比对照的 20%吡唑醚菌酯悬浮剂下降 26.7%

20 d 防效仍在 88%以上。而 20%阿维·乙螨唑悬浮

和 12.7%。

剂药后前 7 d 内防效均比 20%增效阿维菌素·乙螨
唑悬浮剂低 20%，之后的防效比 20%增效阿维菌

⑵ 研制的 5%增效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的配方
为：氯虫苯甲酰胺原药 5% (折百)、润湿分散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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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land 3100 3%、润湿分散剂 Fairland 3108 1.5%、

防和治疗作用。

防冻剂 2%，Fairland 2360 0.3%、增稠剂 1.25%、增效

国内研制和登记为 20%烯肟菌酯悬浮剂，林雨

助剂菲蓝(Fairland) 2380 5%，水补足至 100%。制得

佳等开发研制了低表面张力、高质量、稳定的、高

5%增效氯虫苯甲酰胺 SC 的表面张力变化值见表 5。

效的 25%烯肟菌酯悬浮剂(即 25%增效烯肟菌酯悬

表5

5%增效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的表面张力(mN/m)

浮剂)[18]。
通过对润湿剂、分散剂、防冻剂、增稠剂和特

药剂

稀释 100 倍液

稀释 1 000 倍液

5%增效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23.3

26.8

种助剂的选择，最终确定 25%增效烯肟菌酯悬浮剂

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35.5

38.5

配方为：烯肟菌酯 25% (折百)、润湿剂 S 1%~2%、

从表 5 可见，稀释 100 倍液和 1 000 倍液后，5%

复合分散剂 L 3%~4%、防冻剂(丙二醇) 5%、消泡剂

增效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的表面张力分别比对照 5%

(有机硅类) 0.3%~0.5%、增稠剂(黄原胶) 0.1%~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表面张力下降 34.3%和 30.3%。

0.3%、特种助剂(TMN-6) 2%~5%，水补至 100%。

⑶ 此外，把增效助剂菲蓝(Fairland) 2380 添加

其性能指标如表 6 所示。

到 16% 阿 维 菌 素 · 乙 螨 唑 悬 浮 剂 和 5% 阿 维 菌

表6

25%增效烯肟菌酯悬浮剂性能指标

素·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配方中，同样制得了 16%

项目

指标

项目

指标

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剂和 5%增效阿维菌

外观

乳白色均匀

持久泡沫量

＜5 mL

素·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其中 16%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剂稀释 100

黏稠液体
有效成分含量

＞25%

倾倒性

合格

pH

5~7

热贮稳定性(有效成分分

均合格

倍液和 1 000 倍液的表面张力分别为 23.2、
26.2 mN/m；
而对照药剂 16%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剂稀释 100 倍
液和 1 000 倍液的表面张力分别为 32.1、33 mN/m。相
比较，16%增效阿维菌素·乙螨唑悬浮剂稀释 100 倍液
和 1 000 倍液的表面张力分别下降 27.7%和 20.6%。
5%增效阿维菌素·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稀释 100

解率＜2%)和冷贮稳定性
悬浮率(热贮后)

＞95%

粒径 D50

1 μm 以下

湿筛

＞99%

100%粒径

在 3 μm 以下

由表 6 可知烯肟菌酯粒径分布非常窄，从而大
大降低了奥氏熟化现象的发生，对增加制剂的稳定
性十分有利。此外，制剂的黏度为 900~1 200 mPa·s，

倍液和 1 000 倍液的表面张力分别为 23.5、
27.5 mN/m；

其稳定性高(不分层、无沉淀和结块)和流动性好；施

对照药剂 5%阿维菌素·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稀释 100

用于作物后，有足够的量黏附于叶面，有助于药剂

倍液和 1 000 倍液的表面张力分别为 33.8、36.1 mN/m。

被吸收，防治效果好。

相比较，增效制剂稀释 100 倍液和 1 000 倍液的表

而加入常用助剂(不加入增效助剂)制得的 25%

面张力分别下降 30.4.7%和 23.8%。

烯肟菌酯悬浮剂，用水稀释后的表面张力较大，为

4.1.3 采用超高性能助剂 H 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40 mN/m 以上，用于难润湿作物如水稻、甘蓝、小

烯肟菌酯悬浮剂是由沈阳化工研究院自主首创

麦等效果不佳。当分别把高性能助剂 TMN-6 和 PC

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品种。它是一种新型、

加入到配方中制得 25%增效烯肟菌酯悬浮剂，用水稀

高效、广谱、低毒和对环境安全的杀菌剂，适用于

释 200 倍后表面张力分别降低到 32.9、36.5 mN/m；用

防治蔬菜、水果、粮食作物等的各种病害，兼有预

水稀释 500 倍后表面张力分别降低到 37.9、38.9 m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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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2 个配方样品用于难润湿作物上，药液表面张力
仍偏大。
后来把超高性能助剂 H (系非离子型高级脂肪醇
类表面活性剂)加入配方中制得 25%增效烯肟菌酯悬
浮剂样品，用水分别稀释 100、200、500、800、1 600
倍数后，测得药液表面张力分别为 25.6、29.4、28.9、
29.0、31.1 mN/m。可见使用超高性能助剂 H 后，即使
制剂用水稀释 1 600 倍，其表面张力仍低至 30 mN/m
左右，可以施用于水稻、甘蓝、小麦等难润湿作物，
药液不易严重流失。此助剂的加入改善了药剂在这些
作物上的润湿、展布性能，利于药剂吸收，药效提升。
4.1.4 用增效剂 KL 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董立峰等[19]通过添加增效剂(实际上是表面活性
剂)以降低药剂表面张力和提高药剂在叶片上的沉积
量，研制了 40%增效吡唑醚菌酯·甲基硫菌灵悬浮
剂。在研制配方时首先对润湿分散剂、增稠剂、防冻
剂进行了选择，以达到符合悬浮剂性能指标要求；然
后对增效剂的种类、用量进行选择(表 7、表 8 和表 9)。
试验选用的增效剂 KL 为有机硅类表面活性剂
(上海科羽贸易公司)、JFC 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江

表9

添加不同增效剂的药剂对苹果斑点病的防治效果

增效剂

质量浓度/mg/L

7 d 防效/%

14 d 防效/%

21 d 防效/%

KL

30

88.7

93.3

92.8

JFC

30

82.6

91.4

88.9

KT

30

78.2

90.1

87.7

75.3

85.3

78.2

CK

从表 8 和表 9 可知，KL 增效剂不仅有效降低药
液的表面张力和提高药液的沉积量，而且所制药剂
对苹果斑点病的防治效果最好，且持效期长。因此，
选择 KL 作为该制剂的增效剂。
最终研制的 40%增效吡唑醚菌酯·甲基硫菌灵
悬浮剂最佳配方为：吡唑醚菌酯 10% (折百)、甲基
硫菌灵 30% (折百)、YUS-FS7PG (硫酸酯盐类) 2%、
TRSS(磷酸酯类) 2%、SP-SC3 (双分子型松香衍生物)
2%、T80 润湿剂 1%、黄原胶 0.12%、硅酸镁铝 1.3%、
乙二醇 4%、消泡剂 7050 0.3%、增效剂 KL (有机硅
类) 3%，水补足至 100%。其性能指标如表 10。
表 10

40%增效吡唑醚菌酯·甲基硫菌灵悬浮剂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项目

指标

外观
粒径

白色可流动液体

pH

5.0~7.0

D50 2 μm 左右

分散性

优

(D98＜7 μm)

热贮有效成分分解率

≤5%

悬浮率

≥90%

热贮稳定性

合格

黏度

500~600 mPa·s

冷贮稳定性

合格

倾倒性(洗涤后残余物)

≤3%

苏海安石油化工厂)、KT 为顺丁烯二酸二异辛酯磺
酸盐(潍坊埃里特化学有限公司)。
表7

增效剂种类的选择

增效剂

用量/%

析晶现象

粒径 D50/μm

热贮悬浮率

KL

3

无

2.78

合格

JFC

3

无

3.62

合格

KT

3

无

3.13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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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添加油类助剂的增效悬浮剂
4.2.1 采用玉米油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从表 7 可见，这 3 种增效剂对体系稳定性影响
较小，无析晶现象且悬浮率均合格。

ZJ3265 是由浙江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胡冬松
等人自主开发的一种新型缩氨基脲类杀虫剂，熔点
178.6~180 ℃，水中溶解度(20 ℃，pH 6)为 0.913 mg/L。

表 8 测定添加不同增效剂后的药液表面张力和沉积量平均值
2

增效剂

质量浓度/(mg/L)

表面张力/(mN/m)

沉积量/(mg/cm )

KL

30

39.23

9.13

JFC

30

41.18

8.49

KT

30

41.59

8.35

24%增效 ZJ3265 悬浮剂是由以玉米油(经乳化剂筛
选)为增效油相，将油相高剪切加入到悬浮剂中。其
配方为：有效成分 ZJ3265 24% (折百)，ZJ2# (丙烯
酸均聚物钠盐) 3%，601-P 1%，BY-125 (蓖麻油聚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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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醚) 1.5%，玉米油 10%，乙二醇 5%，消泡剂

增效腈菌唑悬浮剂。40%增效腈菌唑悬浮剂配方为：

0.3%，黄原胶 0.2%，防腐剂 0.2%，水补足至 100%。

腈菌唑 40% (折百)、大豆油(增效剂) 10%、SK-33SC

其主要的物化指标为：外观为淡黄色悬浮液体，有

(烷基乙烯芳基苯基醚) 3%、宁乳 33# (苯乙烯基苯酚

效成分含量(24±1.44)%，悬浮率＞95%，pH 6~7，黏

甲醛树脂聚氧乙烯-聚氧丙烯嵌段型聚醚) 0.5%、

度 300~400 mPa·s，持久起泡性＜25 mL/min，热贮

THB-1 (烷基萘磺酸缩聚物钠盐) 1%、黄原胶 XG

[(54±2) ℃，14 d]稳定性和冷贮[(0±2) ℃，7 d]稳定

0.1%、硅酸镁铝 0.2%、乙二醇 5%，去离子水补足

性均合格。该制剂在悬浮体系物化稳定性的基础上，

至 100%。其性能指标为：外观为乳白色易流动液体，

黏附性提高了，从而药效提升了[20]。生测试验表明，

有效成分含量≥40%，pH 6~8，粒径(1~5 μm)＞90%，

该药剂对黏虫、小菜蛾、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

黏度 600~800 mPa·s、持久起泡性＜20 mL/min，悬浮

具有很好的室内活性和田间药效(表 11)。

率＞96%，自动分散性和离心稳定性均优，热贮稳定

表 11

24%增效 ZJ3265 悬浮剂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药后 7 d 防效/%

剂量/
药剂

(g a.i./hm2) 小菜蛾 斜纹夜蛾 稻纵卷叶螟
60

60.3

78.5

77.8

120

72.8

80.0

80.2

240

79.5

82.5

83.6

24%ZJ3265 悬浮剂

60

56.7

77.0

75.6

(对照药剂)

120

68.7

78.5

78.3

240

78.3

81.6

82.2

24%增效 ZJ3265 悬浮剂

从表 11 可见，同剂量下，24%增效 ZJ3265 悬
浮剂的药效明显高于 24%ZJ3265 悬浮剂(对照药剂)
的药效，且剂量越低，增效越明显。在 120 g a.i./hm2
的用量下，24%增效 ZJ3265 悬浮剂药后 7 d 对斜纹

性[(54±2) ℃，14 d]和冷贮稳定性[(0±2) ℃，7 d]均合
格。40%增效腈菌唑悬浮剂对苹果白粉病、小麦条锈
病和梨树黑星病有较好的田间药效(表 12)。
表 12

40%增效腈菌唑悬浮剂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药后 7 d 防效/%

有效成分
试验药剂

用量/(g/hm2) 苹果白粉病 小麦条锈病 梨树黑星病

40%增效腈菌唑

40

75.6

81.2

78.5

悬浮剂

80

80.2

86.4

85.6

120

82.3

92.5

90.1

40

65.4

70.2

70.2

80

75.2

79.6

75.2

120

77.1

82.9

82.8

40%腈菌唑悬浮剂

试验结果表明：在同剂量下，40%增效腈菌唑

夜蛾和稻纵卷叶螟的防效达到 80%以上。

悬浮剂的药效要明显高于 40%腈菌唑悬浮剂(对照

4.2.2 采用大豆油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药剂)的药效。在 80 g/hm2 有效成分用量下，40%增

腈菌唑是具有保护和治疗活性的内吸性三唑类

效腈菌唑悬浮剂药后 7 d 对苹果白粉病、小麦条锈

杀菌剂，主要对病原菌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起抑制

病和梨树黑星病的防效均在 80%以上。其中 40%增

作用，从而导致细胞膜不能形成，致使病菌死亡。

效腈菌唑悬浮剂药后 7 d 对苹果白粉病、小麦条锈

其对子囊菌、担子菌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且持效

病的防效比 40%腈菌唑悬浮剂(对照药剂)药效高

期长，对作物安全，并对作物有一定的刺激生长作

5%，而对梨树黑星病防效要高 10%。

用。腈菌唑原药为淡黄色或白色粉末状固体，熔点

4.2.3 采用油酸甲酯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68~69 ℃，水中溶解度(25 ℃)为 142 mg/L，可以加
工悬浮剂产品。

杀虫剂，常用来防治水稻稻飞虱。水稻属于难润湿

[21]

吴志杰等

⑴ 吡蚜酮是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害虫的优良

采用湿法研磨工艺研制开发了 40%

作物，其临界表面张力为 36.7 mN/m，而 25%吡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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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悬浮剂稀释 1 000 倍液表面张力为 54.2 mN/m，喷

吡蚜酮悬浮剂有更高的生物活性。进行了 25%增效

施该药剂到水稻作物叶面上不易润湿，易于流失，

吡蚜酮悬浮剂防治水稻褐飞虱的田间试验，结果为

难于起到好的防控稻飞虱害虫的效果。

25%增效吡蚜酮悬浮剂在同剂量下防效高于常规

陈文明等[22]把油类物质(油酸甲酯)加入到 25%

25%吡蚜酮悬浮剂，在使用剂量为 25 g/666.7 m2，

吡蚜酮悬浮剂配方中，开发了 25%增效吡蚜酮悬浮

其 1 d 和 3 d 的防效分别为 90.85%和 93.45%，比常

剂。油类物质作为增效组分加入到配方中去，可以显

规 25%吡蚜酮悬浮剂的防效高 8%，防治水稻褐飞虱

著降低药液表面张力，帮助药液在水稻和害虫表面的

的效果十分优异(表 13)。

铺展附着，破坏害虫上表皮蜡质层，携带药剂进入虫

表 13 25%增效吡蚜酮悬浮剂防治水稻褐飞虱的田间药效试验

体内；破坏表皮内的蛋白质，阻碍气体交换，使害虫
窒息死亡。同时在药液喷施过程中，油类助剂在药剂
颗粒表面形成一层油膜覆盖，从而提高了药剂颗粒耐

25%增效吡蚜酮悬浮剂

2

(g a.i./ 666.7 m ) 防效/% 防效/% 防效/%

雨水冲刷能力，提高了药剂的持效性和利用率。
选择把不同的油类助剂添加到 25%吡蚜酮悬浮

药后 1 d 药后 3 d 药后 7 d

用量/
药剂
15

74.35

78.45

75.92

20

80.25

85.39

83.15

25

90.85

93.45

90.23

15

65.24

72.44

59.90

剂中，进行了降低药液表面张力的影响试验。发现添

20

73.88

80.39

70.79

加 10%的大豆油、菜籽油、松节油、环氧大豆油和油

25

82.66

85.48

79.86

25%吡蚜酮悬浮剂(常规)

酸甲酯的药液表面张力(均稀释 1 000 倍)分别为

⑵ 李娇等[23]使用添加油酸甲酯开发了 25%增

48.27、45.32、42.26、46.20、40.10 mN/m，其中以添

效硝磺草酮·莠去津悬浮剂。该制剂配方为：97%

加油酸甲酯的表面张力最低，最终选用油酸甲酯作为

硝磺草酮原药 5.15%、97%莠去津原药 20.62%、高

油相增效剂。通过不同添加量对降低药液表面张力的

分子分散剂 G-201 4.00%、乳化剂 ODE-286 10.00%、

影响试验，发现油酸甲酯添加量为 12%最为合适。

有机膨润土 SK-04 0.10%、去离子水 31.00%、150#

随后通过表面活性剂体系和其他辅助剂(如防

溶剂油 19.50%、油酸甲酯补至 100.00%。

冻剂、黏度调节剂、防腐剂、消泡剂等)的筛选，最

制剂制备方法：首先将硝磺草酮和莠去津原药

终确定 25%增效吡蚜酮悬浮剂的配方为：吡蚜酮

与高分子分散剂 G-201 (汕头市深泰新材料科技发

25% (折百)、润湿分散剂 A 2%、润湿分散剂 B 3%、

展有限公司)、水充分混合均匀，搅拌 10 min (搅拌

乳化剂 C 1.5%、油酸甲酯 12%、黄原胶 0.1%、硅酸

600 r/min)作为 A 部分。将乳化剂 ODE-286 (北京广

镁铝 1%、乙二醇 5%、防腐剂柠檬酸 1%和柠檬酸

源益农化学有限公司)、有机膨润土 SK-04、150#溶

钠 2%、有机硅酮类消泡剂 SAG622 0.15%，水补足

剂油、油酸甲酯混合搅拌 10 min (搅拌 600 r/min)作为

至 100%。该制剂冷、热贮试验的各项指标均合格，

B 部分。将 A、B 部分倒入立式砂磨机混合研磨 2 h；

其中悬浮率＞90%，倾倒性良好，析水率＜1%。

砂磨结束后，检测粒径，粒径(常温 D50 1.665 μm、

室内采用稻茎浸渍法测定了 25%增效吡蚜酮悬

D90 5.065 μm，冷贮-18 ℃ D50 2.068 μm、D90 5.586 μm，

浮剂对褐飞虱的生物活性，结果为处理后 96 h 25%

热贮 54 ℃ D50 2.219 μm、D90 6.569 μm)合格后，制

增效吡蚜酮悬浮剂的 LC50 (7.34 mg/L)小于常规 25%

得不析水、不分层、流动性好、稳定的 25%硝磺草

吡蚜酮悬浮剂的 LC50 (13.17 mg/L)，表明 25%增效

酮·莠去津(悬油)增效型悬浮剂样品。经检测有效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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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解率＜5%，悬浮率 99%，pH 3.49，持久起泡性

散剂 TERSPERSE® 2280 5.5%、防冻剂乙二醇 5.0%、

(1 min 后)、分散性、冷贮、热贮后均合格。

增稠剂黄原胶 0.15%、防霉剂 Proxel® GXL 0.08%、

该制剂在浓度为 5.00、6.67、8.33 g/L 时的静态

消泡剂 SAG® 630 0.10%，水补足至 100%。

表面张力与对照药剂 25%硝磺草酮·莠去津 OD 产

采用上述配方时油相乳化时无需高速剪切操作

品相近，约为 30 mN/m，临近杂草的临界表面张力。

即可获得稳定可靠产品。GENERA® 9 矿物油为道达

当把药剂施用于玉米田时，易在杂草叶片上润湿、

尔公司提供的产品，起促进药效作用。

展布、附着，对杂草有较好防控作用。药剂在马唐、

5 结

语

龙葵、鳢肠叶片上的接触角分别为 47°、66°、56°
左右，均低于 90°，表明药剂能够很好润湿杂草叶面。
在室内测定了 25%增效硝磺草酮·莠去津悬浮
剂对杂草的生物活性(表 14)。从表 14 可见，25%增
效硝磺草酮·莠去津悬浮剂在试验剂量下，药后 20 d
对阔叶杂草龙葵防效最好，鲜重防效为 100%；对鳢
肠防效在 95%以上；对马唐的防效较差，但是优于
对照药剂 25%硝磺·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
表 14 25%增效硝磺草酮·莠去津悬浮剂室内药效(药后 20 d)

农药悬浮剂产品不使用溶剂，无粉尘污染问题；
悬浮率高，有较好的药效、相对低的成本，是一种
环保、安全的优良剂型。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使用桶
混助剂种类增多，进一步提高悬浮剂的药效，使得
悬浮剂产品已成为国际上有远大前景和发展潜力的
农药剂型。
然而悬浮剂在使用时，一般要桶混助剂来提高
产品的药效，桶混费工、费时和费力；助剂与悬浮
剂桶混时一般混合不均匀，会影响药液药效的发挥。

鲜重防效/%
供试药剂

因此，为了提高悬浮剂药效和避免进行桶混，

稀释浓度/(g/L)
马唐

鳢肠

龙葵

把低表面张力的表面活性剂及油类助剂，添加到悬

25%增效硝磺·莠去津

5.00

54.53

96.29

100.00

悬浮剂

6.67

52.90

95.44

100.00

8.33

65.35

98.95

100.00

产品增强了药剂在靶标上的润湿、展布、黏附能力、

25%硝磺·莠去津

5.00

36.19

91.47

100.00

渗透性能和耐雨水冲刷能力，药效提高。

可分散油悬浮剂

6.67

35.56

96.57

100.00

8.33

38.17

100.00

100.00

4.2.4 采用矿物油开发的增效悬浮剂
亨斯迈公司推出了添加矿物油的 10%增效氟啶
脲悬浮剂和 25%增效嘧菌酯悬浮剂。

浮剂配方中制得稳定的增效悬浮剂单包装产品。该

开发增效悬浮剂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如何筛选与现有悬浮剂配方相匹配的增效助剂有一
定的难度，但在目前技术条件下还是能够做到的，
这当然需要制剂研发人员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
成本进行研发。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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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多肽类生物杀虫剂 GS-ω/κ-HXTX-Hv1a 的
研究开发与应用进展
谭海军 1，童益利 2
(1.苏州艾科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昆山 215300；
2.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江苏昆山 215300)
摘要：害虫抗药性的发生发展和高风险杀虫剂的相继限用禁用致使市场上实际可用杀虫剂减少。作为源自蜘蛛毒肽
的新型生物杀虫剂，GS-ω/κ-HXTX-Hv1a 有望为持续有效的害虫治理提供新工具，其成功开发和应用有力证实了多
肽可直接作为农药进行商业化。GS-ω/κ-HXTX-Hv1a 具有经济实用的生产成本、独特的抑制剂胱氨酸结基序、协同
的双重作用机制、全新的作用靶标位点、广谱的生物活性以及优异的安全性等特点，兼具化学杀虫剂的有效性和生
物制品的低风险性，在害虫绿色防控、昆虫病原体改良、转基因作物开发和新农药创制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广阔。从
研发背景、通用名、序列结构、作用机制、生物活性、安全性和应用前景等方面对 GS-ω/κ-HXTX-Hv1a 研究开发
与应用的进展情况进行总结，为 GS-ω/κ-HXTX-Hv1a 及同类蜘蛛毒肽品种在害虫防控上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提供
参考和支持。
关键词：GS-ω/κ-HXTX-Hv1a；蜘蛛毒肽；序列结构；作用机制；生物活性；基因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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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GS-omega/
kappa-HXTX-Hv1a, a new polypeptide biological insecticide
TAN Haijun1, TONG Yili2
(1. Suzhou ACE Chemical Technology Co., Ltd., Kunshan 215300, China;
2. Jiangsu Rotam Chemistry Co., Ltd., Kunshan 215300, China)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est resistance and the successive restrictions and bans of high-risk
insecticides have resulted in fewer insecticides actually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s a new biological insecticide derived
from spider toxin peptide, GS-omega/kappa-HXTX-Hv1a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new tool for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insect pest management.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rongly demonstrate that polypeptides can be directly
used as pesticides for commercialization. Po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like economical and practical production cost,
unique inhibitor cystine knot (ICK) sequence motif, synergistic dual action mechanism, new target site, broad作者简介：谭海军(1985-)，男，工程师，研究方向：绿色农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E-mail: tanhaijun@foxmail.com。
收稿日期：202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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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excellent safety profile, GS-omega/kappa-HXTX-Hv1a comb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emical pesticides and the low-toxicity of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hereby has bright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green insect
pest control, entomopathogen improvement,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development and new pesticide discovery and etc.
In this paper, progres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S-omega/kappa-HXTX-Hv1a were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ackground, common name, sequence structure, mechanism of action, biological
activity, safety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support 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S-omega/kappa-HXTX-Hv1a and other spider toxin peptides in insect pest control.
Keywords: GS-omega/kappa-HXTX-Hv1a; spider toxin peptide; sequence structure; mechanism of action; biological
activity; genetic modification

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给粮食供应和分配带来巨大

前尚未见有关该新型生物杀虫剂的系统报道。本文从研

挑战。由于可耕种土地面积有限，粮食生产增加主

发背景、通用名、序列结构、作用机制、生物活性、安

要通过提高作物产量来实现，因此有效的害虫治理

全性和应用前景等方面对 GS-ω/κ-HXTX-Hv1a 的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而蚊虫等病媒害虫的防控还可有效

开发和应用的进展情况进行总结，以期为

阻断由其介导的疟疾、丝虫病、登革热和黄热病等

GS-ω/κ-HXTX-Hv1a 及同类蜘蛛毒肽品种在害虫防控

疾病传播。

上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和支持。

虽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农业管理和植物检

1 研发背景

疫等措施越来越常见，但化学防治仍旧是农业和公
共卫生领域害虫防治最有效的方法。由于化学杀虫
剂作用的分子靶标[1]相对有限，其大量频繁、不科
学的使用使多种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出现和发展。随

早在唐代，
《本草拾遗》就记载了人们利用蜘蛛
毒液治疗鼻衄、金疮和痔疮等疾病。随着分子生物
学及相关学科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蜘蛛毒液具有

着公众对安全健康和环境生态的愈发关注，不少高

多种生理活性，含有多种复杂化学成分。其中，富

风险化学杀虫剂在世界范围内先后被限用或禁用。

含二硫键的小分子多肽以其多样化作用机制而成为

加上新型杀虫剂研发上市的成本增加、周期延长、

杀虫剂领域研究开发热点。然而，由于存在半衰期

难度加大，市场上实际可用的杀虫剂有所减少。

短且易分解、对有害节肢动物毒性不足、生产成本

近年来，以天然产物为来源开发高效低风险杀

昂贵以及在植物体内表达或进入节肢动物体后容易

虫剂得到广泛关注和快速发展。放线菌分泌物阿维

丧失毒性等问题，这些多肽一直未能作为农药实现

菌素和多杀菌素，活体微生物苏云金芽孢杆菌和杆

商业化。

状病毒，植物提取物土荆芥提取物和楝油，以及源

源自天然蜘蛛毒素前肽裂解的系列多肽物质中，

自天然蜘蛛毒肽的 GS-ω/κ-HXTX-Hv1a 等天然源杀

ω/κ-HXTX-Hv1a 被认为具有突出的稳定性和害虫毒

虫剂都得以成功开发和应用。其中，新上市的多肽

性特征。
由于在蜘蛛毒液中的含量极低而难以富集提取、

杀虫剂 GS-ω/κ-HXTX-Hv1a 整合了化学杀虫剂的有

且基因重组表达的效率和产量又不高，ω/κ-HXTX-Hv1a

效性和生物制品的低风险性，有望为农业和公共卫

一直未能实现产业化开发。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和

生领域害虫防控提供一种持续有效的绿色新工具。目

澳大利亚悉尼工业大学对 ω/κ-HXTX-Hv1a 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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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源物(或亚型)类型(图 1)。

肽 GS-ω/κ-HXTX-Hv1a[2]。后来，美国韦斯塔隆公司
(Vestaron Corporation)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将甘氨酸-丝氨
酸二肽的核苷酸密码子添加至天然蜘蛛毒肽
ω/κ-HXTX-Hv1a 的基因序列上，再将其连接至合适的
表达载体并通过化学方法转化到乳酸克鲁维酵母
(Kluyveromyces lactis) YCT306 菌株细胞，由此得到

注：Cav 为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Kv 为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

的酵母转化体在含甘油的培养基中生长而分泌出多

图 1 GS-ω/κ-HXTX-Hv1a 的通用名释义

肽 GS-ω/κ-HXTX-Hv1a[3]。这种方法将甘氨酸-丝氨

2.2 序列结构

酸二肽连接至天然蜘蛛毒肽的 N-端，在保留原有生

GS-ω/κ-HXTX-Hv1a 源 自 天 然 蜘 蛛 毒 肽

物活性的同时使高产多肽酵母转化体的数量和多肽

ω/κ-HXTX-Hv1a，含有后者全部的氨基酸序列和药

的产量都增加。加之乳酸克鲁维酵母菌株也用于食

效基团。由于与 ω-HXTX-Hv1a 和 κ-HXTX-Hv1c 在基

品添加剂乳糖酶等的生产，可有效解决多肽杀虫剂

因序列上存在进化关系 [5] ，GS-ω/κ-HXTX-Hv1a 和

生产成本过高问题。

ω/κ-HXTX-Hv1a 都含有一些来自 ω-HXTX-Hv1a 和

2014 年，
韦斯塔隆公司最先在美国取得 VST-006325

κ-HXTX-Hv1c 的氨基酸残基，但整体构成上与它们存在

TGAI (30% GS-ω/κ-HXTX-Hv1a 母液)和 Spear T

较大差异(图 2)，如不存在 κ-HXTX-Hv1c 中的相邻半胱

(20 g/L GS-ω/κ-HXTX-Hv1a 可溶性液剂)的农药登记批
准，但直到与意大利微生物发酵合同定制研发生产商卡
普阿生物服务公司(Capua Bioservices)达成了有关该多
肽杀虫剂的委外生产协议后，GS-ω/κ-HXTX-Hv1a 的商
业化开发和应用才得以逐步实现。

2 研发进展
2.1 通用名
GS-ω/κ-HXTX-Hv1a 曾以 VersitudeTM peptide、

氨酸二硫键 VII-VIII。GS-ω/κ-HXTX-Hv1a 与天然蜘蛛
毒肽[6]在氨基酸残基序列等方面的对比见图 2 和表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分子多肽的氨基酸残基数量都
在 40 左右，分子量在 4 000 上下，大于化学合成类杀
虫剂的但小于生物杀虫剂苏云金芽孢杆菌分泌的毒素
蛋白的。
与 表 1 中富 含 二硫 键天 然 蜘蛛 毒肽 相 同 ，
GS-ω/κ-HXTX-Hv1a 也属于异源扭结多肽，含有多

GS-ω/κ-Hexatoxin-Hv1a、GS-UACTX-Hv1a-SEQ2、

个半胱氨酸残基和供氢体，具有较高亲水性。其中，

GS-U-ACTX-Hv1a-SEQ2 、 M-ACTX-HV1a+2 、

每 2 个相应的半胱氨酸残基通过 1 个二硫键相连，

rU-ACTX-Hv1a 、 U-ACTX-Hv1a (“Hybrid”)+2 和

外围多个二硫键与多肽主链中间部分形成大环，中

U+2-ACTX-Hv1a 等不同名称被广泛研究报道、开发

央一个二硫键穿过该环而形成一个假结，即抑制剂

登记和宣传推广。后来，KING G F 等[4]对蜘蛛毒肽

胱氨酸结(Inhibitor Cystine Knot，ICK)[8]。目前尚未

及其衍生物的命名进行了梳理，提出广为认可的通

见 GS-ω/κ-HXTX-Hv1a 空间结构的报道，推测其 ICK

用名命名规则并确定了该通用名。根据命名规则，

基 序 结 构 应 与 ω-HXTX-Hv1a[9-10] 相 似 ( 图 3 为

GS-ω/κ-HXTX-Hv1a 表明了该多肽杀虫剂的氨基酸

ω-HXTX-Hv1a 的 ICK 基序结构)，只是在氨基酸残

序列特点、作用机制、天然来源、药理学特征和旁

基序列(图 2)、ICK 和 β-片层的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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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多肽 ICK 基序三维结构中，扭转后反向平行的

ICK 稳定的 β-片层即形成了 ICK 基序，它使该多肽

相邻多肽主链(即 β-链)上的氨基酸残基通过氢键形

具有优异的化学性质和稳定性，对酶以及 pH、温度、

成多个 β-桥，后者参与构成沿着 β-链方向呈锯齿状

紫外线、有机溶剂和微生物等特殊环境表现出较好

折叠延伸而形成 β-片。同时，由 β-链上靠 C-端多个

的适应性，在节肢动物的血淋巴中也较为稳定。ICK

半胱氨酸残基分别引出的二硫键紧密地排列在一

基序的存在保证了 GS-ω/κ-HXTX-Hv1a 在田间条件

起，形成了该多肽超稳定的致密疏水(亲脂)中心。由

下对靶标有害节肢动物防效的稳定性。

注：浅绿色连线和红色连线分别表示构成大环的和穿过大环的二硫键，蓝色连线表示 κ-HXTX-Hv1c 独有的相邻半胱氨酸二硫键；黄色阴影区为
GS-ω/κ-HXTX-Hv1a 或 ω/κ-HXTX-Hv1a 与 κ-HXTX-Hv1c 的同源氨基酸残基，灰色阴影区为 GS-ω/κ-HXTX-Hv1a 独有的氨基酸残基；绿色阴影区为
GS-ω/κ-HXTX-Hv1a 或 ω/κ-HXTX-Hv1a 与 ω-HXTX-Hv1a、κ-HXTX-Hv1c 共有的氨基酸残基药效基团，红色阴影区为 GS-ω/κ-HXTX-Hv1a 或
ω/κ-HXTX-Hv1a 与 ω-HXTX-Hv1a 共有的氨基酸残基药效基团，蓝色阴影区为 GS-ω/κ-HXTX-Hv1a 或 ω/κ-HXTX-Hv1a 与 κ-HXTX-Hv1c 共有的氨基酸
残基药效基团，粉红色阴影区为 ω -HXTX-Hv1a 独有的氨基酸残基药效基团，浅蓝色阴影区为 κ-HXTX-Hv1c 独有的氨基酸残基药效基团，橙色阴影
区为 GS-ω/κ-HXTX-Hv1a 或 ω/κ-HXTX-Hv1a 独有的氨基酸残基药效基团。

图 2 GS-ω/κ-HXTX-Hv1a 与天然蜘蛛毒肽的氨基酸残基序列
表1
蜘蛛毒素多肽

GS-ω/κ-HXTX-Hv1a 和天然蜘蛛毒肽的比较
半胱氨酸二硫键[2-3,7]

最初来源 a

CAS 登录号

分子式

分子量 氨基酸残基数量
数量

位置 b

κ-HXTX-Hv1c c

蓝山漏斗网蜘蛛毒素前肽裂解 1071882-15-9 C148H238N46O53S8 3 760.29

37

4

3-17、10-22、13-14、16-32

ω/κ-HXTX-Hv1a

蓝山漏斗网蜘蛛毒素前肽裂解 2488721-95-3 C180H268N54O65S6 4 420.84

39

3

3-18、10-23、17-37
5-20、12-25、19-39

GS-ω/κ-HXTX-Hv1a

基因重组表达

1219988-33-6 C185H276N56O68S6 4 564.97

41

3

ω-HXTX-Hv1a

悉尼漏斗网蜘蛛毒素前肽裂解

193981-10-1 C162H247N49O61S6 4 049.44

37

3

a

4-18、11-22、17-36
b

注： 蓝山漏斗网蜘蛛(Hadronyche versuta)和悉尼漏斗网蜘蛛(Atrax robustus)均为在澳大利亚境内发现的漏斗网蜘蛛。 对应编号(在多肽主链上从
N-端到 C-端依次对氨基酸残基的编号)的半胱氨酸通过二硫键桥连接，具体见图 2。c κ-HXTX-Hv1c 为 J-HXTX-Hv1c 或 J-ACTX-Hv1c 等的通用名称。

注：最长的粗线条为 ω-HXTX-Hv1a 的多肽主链，上面的阿拉伯数字部分为从
N-端开始对氨基酸残基序列的编号，浅绿色粗线条部分为主链上 13-32 部分扭转形
成的 β-三转角(triple β-turn)；浅绿色细实线条为外围的 2 个二硫键 4-18 和 11-22，
橙色细实线条为穿过大环 4-11-22-18-4 的中心二硫键 17-36；蓝色宽箭头为不同走
向的 β-链(β-strand)，灰色虚线部分为相邻反向平行的 β2 链和 β3 链通过 β-片层
(β-sheet)外的主链连接形成的 β-发夹(β-hairpin)，深红色虚线为 β1 链与 β3 链、β2 链
与 β3 链上对应氨基酸残基间通过氢键形成的 β-桥(β-bridge)。值得注意的是，β2 链
与 β3 链间有多个 β-桥但与 β1 链间有且仅有 1 个 β-桥。

图 3 ω-HXTX-Hv1a 的 ICK 基序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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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用机制

达到 AP 阈值，高剂量处理可阻塞 Cav 通道以减缓膜

2.3.1 对离子通道的作用

去极化而降低 AP 的频率。

注射 ω/κ-HXTX-Hv1a 或 GS-ω/κ-HXTX-Hv1a

丙氨酸扫描定点突变研究证实，ω/κ-HXTX-Hv1a

后，双翅目、鳞翅目、鞘翅目、直翅目、蜚蠊目和

的药效基团由 Q10 (谷氨酰胺)、P11 (脯氨酸)、N30 (天

蜱螨目等多种类别有害节肢动物都表现出了典型的

冬酰胺)、V36 (缬氨酸)和 Y37 (酪氨酸)组成[8]，与

神经中毒症状，低剂量处理后这些昆虫出现四肢不

ω-HXTX-Hv1a 和 κ-HXTX-Hv1c 存在重叠(图 2)，同

受控地收缩和行动失衡等过度兴奋症状，接着麻痹

时存在后二者的药效作用。ω/κ-HXTX-Hv1a 对 Cav 通

和死亡；高剂量处理后快速麻痹和死亡[2,10]。这不同

道电流的抑制作用与 ω-HXTX-Hv1a 大致相当，但对

于 ω-HXTX-Hv1a 处理后不依赖剂量引起的害虫痉

BKCa 通道电流的抑制作用略低于 κ-HXTX-Hv1c，注

挛性麻痹和死亡。对美洲大蠊(Periplaneta americana)

射家蝇(Musca domestica)和家蟋蟀(Acheta domestica)

的研究表明，ω/κ-HXTX-Hv1a 通过对神经末梢腹神

的生物活性优于后两者(表 2)，
这说明 ω/κ-HXTX-Hv1a

经节(Terminal Abdominal Ganglion，TAG)上的背侧

对 Cav 和 BKCa 2 种离子通道具有协同增效作用。由于

不成对中间神经元(Dorsal Unpaired Median neuron，

Cav 通道和 BKCa 通道都存在于神经元细胞膜上[13]，经

DUM)的复杂作用而影响动作电位(Action Potential，

过 Cav 通道的钙离子流也可激活 BKCa 通道，因此 Cav

AP)的性能[6]，从而影响靶标害虫生存。低剂量处理

通道的阻塞也可加强 BKCa 通道的阻塞。在靶标害虫

可增加 DUM 自发激活 AP 的频率，导致害虫过度兴

体内，GS-ω/κ-HXTX-Hv1a 对上述 2 种离子通道的

奋；高剂量处理则相反，通过低激活频率引起害虫

作用机制和效果与 ω/κ-HXTX-Hv1a 相同或相近。

自发活动减少甚至麻痹。此外，该多肽杀虫剂还可

表2

ω/κ-HXTX-Hv1a 与 κ-HXTX-Hv1c 和 ω-HXTX-Hv1a

削弱后超极化电位(After Hyperpolariztion Potential，
AHP)并延长 AP 的复极化，促使神经元突触前膜释

的作用效果比较
ω/κ-HXTX-Hv1a κ-HXTX-Hv1c ω-HXTX-Hv1a

作用效果

放神经递质并产生兴奋反应。高剂量处理还可使神
经元细胞膜去极化并减少 AP 的振幅，引起害虫快
速麻痹。

与电压门控钙离子(Voltage-gated calcium，Cav)通道[10]
和大电导钙离子激活的钾离子(Large conductance
[11-12]

分别受

到阻塞有关。全细胞膜片钳研究和蜚蠊 BKCa 基因的

文献

410

-

280~650

[8,14]

520

240

-

[15]

38

91

86.5

[10,16-17]

41

167

89

[6]

/nM
BKCa 电流 IC50 a

ω/κ-HXTX-Hv1a 对 AP 和 AHP 性能的影响可能

calcium-activated potassium，BKCa)通道

Cav 电流 IC50

a

参考

/nM
家蝇注射 LD50 b
/(pmol/g)
家蟋蟀注射 LD50 b
/(pmol/g)
注：a IC50 为半抑制浓度；b LD50 为半数致死量。

异源表达试验分别证实了该多肽杀虫剂对上述 2 种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8]，ω-HXTX-Hv1a 在 100 nM

离子通道电流的抑制作用[2,10]。不同的 ω/κ-HXTX-Hv1a

和 1 µM 剂量均可大幅度增加美洲大蠊的兴奋性，

处理剂量对电流的抑制效果不同，从而对 DUM 自

GS-ω/κ-HXTX-Hv1a 仅在 1 µM 剂量时增加了此虫

发激活 AP 频率产生多种作用：低剂量处理可阻塞

的兴奋性，但都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表现出延迟效

BKCa 通道以减少 AHP 幅度而使膜更快地去极化

果。ω-HXTX-Hv1a 对家蝇和烟蚜夜蛾(Helio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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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escens)外周神经肌肉接头上 Cav 通道无生物活性，

GS-ω/κ-HXTX-Hv1a 作为第 1 个作用于烟碱乙酰胆

但可阻滞家蝇、美洲大蠊和黑腹果蝇(Drosophila

碱受体(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nAChR)位

melanogaster)中枢神经系统突触的生理活动，在处

点 II 的变构调节剂列入第 32 组[1]，与同靶标受体的

理后 20~30 min 引起这 3 种昆虫不可逆转的痉挛或

第 4 组 nAChR 竞争剂(包括烟碱、吡虫啉、噻虫胺、

松弛性麻痹[19]。GS-ω/κ-HXTX-Hv1a 也作用于同样

氟 吡 呋 喃 酮 、 氟 啶 虫 胺 腈 、 三 氟 苯 嘧 啶 [23] 和

部位的突触而对害虫造成不可逆转的作用，而根据

flupyrimin[24]等杀虫剂，假定与其具有高亲和性的受

其触杀效果推测还有可能作用于外周神经肌肉接

体亚型为 nAChR1)和第 5 组作用于 nAChR 位点 I 的

头。此外，GS-ω/κ-HXTX-Hv1a 与 ω-HXTX-Hv1a

变构调节剂(包括多杀菌素和乙基多杀菌素等杀虫

对靶标害虫的延迟作用可能与这些多肽穿过血液-

剂，假定与其优先结合的受体亚型为 nAChR2)，以

大脑的屏障需要一定时间有关。

及不同靶标受体的其他杀虫剂具有较低的交互抗性

电生理学研究结果显示，Cav 通道 ω-HXTX-Hv1a
和BKCa 通道调节剂κ-HXTX-Hv1c 都具有较好的选择

风险。GS-ω/κ-HXTX-Hv1a 与环氧虫啶等 nAChR 拮
抗剂[25]的交互抗性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性，对靶标有害节肢动物具有较高活性而对哺乳动

通过阻塞轴突髓鞘上 Cav 通道和 BKCa 通道而抑

物相对安全。ω-HXTX-Hv1a 对蜚蠊 Cav 通道电流具

制其通道电流，GS-ω/κ-HXTX-Hv1a 可影响神经递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IC50=650 nM)[8]，且对中低压门

质从突触前膜的释放及在突触后膜与 nAChR 的结

控 Cav 通道电流抑制作用大于高压门控 Cav 通道[14]，

合，使神经传递受阻而影响靶标害虫的正常生理活

但在浓度高至 10 µM 时对哺乳动物的 L、N 和 P/Q

动和生存。特异性配体亲和性试验研究表明 [18] ，

亚型 Cav 通道电流均无作用[16]。κ-HXTX-Hv1c 对蜚

ω-HXTX-Hv1a 对 nAChR2 的选择性比 nAChR1 更明显，

蠊 DUM 细胞膜中的钠离子电流、钙离子电流、延

而 GS-ω/κ-HXTX-Hv1a 和 κ-HXTX-Hv1c 可高亲和性地

迟整流钾离子电流或类似钾离子电流均无作用，但对

对 ω-HXTX-Hv1a 进行取代，同时还可增加靶标受体对

BKCa 通道电流具有特异性的抑制作用(IC50=3 nM)[15]。

吡虫啉的亲和力。这说明 GS-ω/κ-HXTX-Hv1a 可与神

然而，κ-HXTX-Hv1c 对大鼠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经元突触后膜上的 nAChR 结合并通过正性变构调节而

Ganglion，DRG)上的 BKCa 通道电流则无抑制作用，

使害虫表现出神经兴奋效应。最新的研究表明[26] ，

对异源表达通道电流的抑制作用比蜚蠊的低 50 多

GS-ω/κ-HXTX-Hv1a 对脱敏型烟碱乙酰胆碱受体

倍。由于起源相关联、序列结构相似以及药效基团

(Desensitizing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

重叠，GS-ω/κ-HXTX-Hv1a 和 ω/κ-HXTX-Hv1a 可视

nAChDR)敏感，而对非脱敏型烟碱乙酰胆碱受体

为 ω-HXTX-Hv1a 和 κ-HXTX-Hv1c 二者作用机制和

(Non-desensitizing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效果的加和，也应对哺乳动物具有较高选择安全性。

nAChNR)不敏感，这与 nAChR 竞争调节剂一致而与

在美国登记的 GS-ω/κ-HXTX-Hv1a 产品安全性数

作用于 nAChR 位点 I 的变构调节剂相反。同时，

据[20-21]及 CLOYD R A 等人的研究报道[22]也证实了

GS-ω/κ-HXTX-Hv1a 对 nAChDR 相关通道电流存在

这一点。

复杂的作用：在亚纳摩尔浓度下表现出抑制作用，

2.3.2 与靶标受体的结合

而在 30 nmol/L 及以上浓度时激活和增强烟碱乙酰

2018 年 11 月，国际杀虫剂抗性行动委员会将

胆碱诱发的电流。然而，也有一些细胞的 nAChDR

第7期

谭海军等：新型多肽类生物杀虫剂 GS-ω/κ-HXTX-Hv1a 的研究开发与应用进展

·35·

对 GS-ω/κ-HXTX-Hv1a 的作用并没有响应。

用，可使药后 72~96 h 的致死率优于 24~48 h 的或增效

2.4 生物活性

2.8 倍以上。与 Btk 相似，GS-ω/κ-HXTX-Hv1a 单独

室内生测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GS-ω/κHXTX-Hv1a 对捕食性蜘蛛的猎物如鳞翅目、鞘翅
目、双翅目、半翅目和蜚蠊目等类别的节肢动物均

处理对高龄甜菜夜蛾无效 [30]，这可能与高龄害虫产
生复杂的肠道蛋白酶使其水解有关。
加入合适助剂或增效剂可以增强 GS-ω/κ-HXTX-

具有较好生物活性。

Hv1a 对靶标害虫的生物活性，但诱食剂对其活性影

2.4.1 室内活性

响相对有限。由于进入害虫后容易被水解或分解，

GS-ω/κ-HXTX-Hv1a 的生物活性与天然蜘蛛毒

该多肽杀虫剂的杀虫效果不如化学合成类杀虫剂。

肽 ω/κ-HXTX-Hv1a 相当，但不同处理方式和稀释溶

GS-ω/κ-HXTX-Hv1a 残留局部处理对日本斑翅果蝇

剂会影响其稳定性而对其活性产生较大影响。

(Drosophila suzukii)成虫 72 h 的致死率仅为 17.5%，

GS-ω/κ-HXTX-Hv1a 对家蝇的注射 LD50 为 76.8~

分别与改性有机硅聚醚类润湿剂 Silwet L-77 和 Leaf

81.5 pmol/g，与相同条件下 ω/κ-HXTX-Hv1a (LD50

Life Widespread、甲基化植物油类增效剂 MSO、牛

=77.6 pmol/g)相当，但略低于 ω-HXTX-Hv1a (LD50

脂胺聚氧乙烯醚类增效剂 WaterGuard 及卵磷脂类增

=90.2 pmol/g)[3,27-28]。与进入虫体后被代谢分解等因

效剂 LI-700 混合后局部处理或残留局部处理日本斑翅

素有关，GS-ω/κ-HXTX-Hv1a 注射的活性远优于饲

果蝇，或浸果处理对降低害虫成虫或其子代存活率具

喂和喷洒的活性。100 mg/L 注射家蝇后 5 h 的致死

有不同程度增效作用[31-32]。除了助剂或增效剂本身对

率为 10%，10 g/L 饲喂南方玉米根虫(Diabrotica

靶标害虫的毒性等因素，这还与它们可有效地辅助

undecimpunctata)幼虫后 4 d 的致死率为 22%[29]，
8 g/L

GS-ω/κ-HXTX-Hv1a 的铺展、润湿和渗透害虫角质层

喷洒处理拟步甲(Alphitobius diaperinus)致死率为

而发挥作用有关。GS-ω/κ-HXTX-Hv1a 与助剂 LI-700

74%[30]。ω/κ-HXTX-Hv1a 的乙醇-二甲基亚砜溶液对

或 Silwet L-77 混用对日本斑翅果蝇成虫及其后代种群

家蝇进行局部处理也具有杀虫活性，且处理腹侧的

的控制作用要优于与诱食剂赤藓糖醇混用，但却都不

杀虫速度和效果与处理胸背相似或更高，但用水稀

如 zeta-氯氰菊酯单用的[32]。GS-ω/κ-HXTX-Hv1a 与蔗

释该溶液则会降低甚至完全抑制其活性[27]。

糖诱食剂和/或苏云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种(Bacillus

GS-ω/κ-HXTX-Hv1a 的杀虫活性还与有害节肢动

thuringiensis isroelensis，Bti)混合饲喂日本斑翅果蝇

物的龄期和处理时间有关，一般对低龄虫比高龄虫更

对其成虫及后代存活的影响也相对有限[31]。

有效，与苏 云 金 芽孢 杆菌 库 斯塔 克菌 种 (Bacillus

2.4.2 田间药效

thuringiensis kurstaki，Btk)等其他作用机制杀虫剂混

GS-ω/κ-HXTX-Hv1a 对椿象、大头虫和日本斑

用 具 有 协 同 增 效 作 用 。 室 内 生 测 结 果 表 明 [30] ，

翅果蝇等害虫具有较好的田间防效，可与化学合成

GS-ω/κ-HXTX-Hv1a 对 低 龄 甜 菜 夜 蛾 (Spodoptera

类杀虫剂相媲美。20 g/L GS-ω/κ-HXTX-Hv1a 可溶

exigua)药后 72~96 h 的致死率显著低于 24~48 h，与

性液剂田间药效试验结果显示：以 16.8 L/hm2 在豆

Btk 混用后对甜菜夜蛾、拟步甲、蚊、马铃薯甲虫

荚灌浆期施用虽不能阻止绿椿象(Chinavia hilaris)和

(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和耐苏云金芽孢杆菌的

褐斑椿象(Halyomorpha halys)对日本毛豆豆荚的损

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等都具有显著协同增效作

害，但可有效减少椿象种群数量，其防效与氟啶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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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腈、氟吡呋喃酮和环溴虫酰胺相近，且对作物安

对西花蓟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的天敌小花蝽

全[33]；以 28.1 L/hm2 施用对日本毛豆田间的大头虫

(Orius insidiosus)成虫的存活力和捕食能力无不利影

(Alydus eurinus)成虫也有较好防效

[34]

2

；以 27.6 L/hm

响，对隐翅虫(Dalotia coriaria)也无直接毒害作用[22]。

施用可有效减少高丛越橘田间的日本斑翅果蝇数

由于缺乏毒性作用而对脊椎动物实际无毒，

量，其防效与亚胺硫磷相当[31]；以 28.6 L/hm2 施用

USEPA 豁免了登记该多肽杀虫剂所需要提交的致

虽不能杀死蓝莓的日本斑翅果蝇成虫，但可有效减

癌、生殖、发育和免疫毒性，对内分泌功能和水生生

少成虫羽化[35]。然而，GS-ω/κ-HXTX-Hv1a 与含诱

物的影响，以及环境归宿和转移等方面的测试数据。

食剂的粉色 SPLAT 助剂(ACTTRA SWD TD)混合施

USEPA 估算 GS-ω/κ-HXTX-Hv1a 在田间条件下半衰

用反而使日本斑翅果蝇成虫的羽化率超过了对照[32]。

期为 4 d [20-21]，鉴于多肽和蛋白质的生物活性与特定

不同作用机制杀虫剂交替使用可减少害虫对特定

的结构和构型相关，该多肽杀虫剂在进入环境后很

作用机制杀虫剂的依赖。然而，GS-ω/κ-HXTX-Hv1a

可能会受水溶液和 pH 等因素影响而快速丧失活性。

与多杀菌素类杀虫剂交替施用时，即使加入玉米糖浆

20 g/L GS-ω/κ-HXTX-Hv1a 可溶性液剂的登记要求该

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日本斑翅果蝇[36]；与 zeta-氯氰菊

产品须在稀释后 24 h 内施用，也说明该多肽杀虫剂遇

酯按 7 d 轮换施用对蓝莓的日本斑翅果蝇的防效与

水后不会长时间有效。USEPA 规定该制剂最高年施用

常规的相近，同时对作物无药害，但 7 d 后防效不

量不超过 2.8 L，根据标准池 2.0×107 L 容积计算所得

显著[37]。根据相关产品在美国环保署(USEPA)的登

的预期环境浓度(Expected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

记标签说明，GS-ω/κ-HXTX-Hv1a 制剂的药液配制、

EEC) 0.002 8 mg/L 远低于毒性测试值[20]。加上田间暴露

施用方式和时间等多种因素对其田间防效至关重

半衰期很短，GS-ω/κ-HXTX-Hv1a 在环境中快速降解

要。为获得最佳防治效果，应将 GS-ω/κ-HXTX-Hv1a

而不会达到对非靶标生物产生风险的浓度。

药液即配即用，于害虫侵染早期或幼虫孵化初期对

3 应用进展与前景

作物进行全覆盖的均匀喷雾。
2.5 安全性
GS-ω/κ-HXTX-Hv1a 及其主要生产原料具有较
高安全性，对哺乳动物和生态环境具有较低的毒性或

生物杀虫剂具有杀虫谱广、环境相容性好、不
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害虫综合治理
和抗性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多肽类生物杀虫剂，

风险。生产发酵用的乳酸克鲁维酵母菌株广泛用于食

GS-ω/κ-HXTX-Hv1a 生产成本经济，且具有独特的

品添加辅料的生产，其本身无致病性和毒性，副产物

ICK 基序稳定结构、协同的双重作用机制、全新的

也不会造成风险，细胞培养发酵对哺乳动物也没有影

靶标作用位点、优异的非靶标安全性和环境相容性

响。急性毒性试验结果[20-21]表明，GS -ω/κ-HXTX-Hv1a

等特征，在害虫绿色防控、昆虫病原体改良、转基

在最高施用剂量下对哺乳动物、鸟、鱼和水生生物无

因作物开发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

致死作用，对蜜蜂也无显著影响和半致死作用，在浓

GS-ω/κ-HXTX-Hv1a 的研究应用还可为蜘蛛毒肽类

度1 000 mg/L 和100 mg/L 时分别对鳟鱼和大型溞无毒

农药的创制开发提供指导和支持。

性作用，在剂量高至 896.7 g/hm2 也未观察到对植物出

3.1 害虫绿色防控

苗和营养活力的毒害作用。同时，GS-ω/κ-HXTX-Hv1a

作为为数不多的作用机制明确的生物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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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ω/κ-HXTX-Hv1a 具有双重的作用机制和全新的靶

状病毒等特异性寄主体内，可显著降低生防制剂施用

标作用位点，与现有杀虫剂无交互抗性，加之其广谱

剂量，提升对靶标害虫的作用速度和防治效果，避免

的杀虫活性，有望成为一种重要的害虫综合治理和抗

对非靶标生物不利影响。将 GS-ω/κ-HXTX-Hv1a 的

性防治新工具。基于活性成分 GS-ω/κ-HXTX-Hv1a，

编码基因插入蝗虫绿僵菌(Metarhizium acridum)可

韦斯塔隆公司已相继开发出了 3 个 Spear ™系列产

使后者对蝗虫的致死剂量降低、杀灭时间缩短，蝗

品[7]。其中，单剂 Spear ™-T 以触杀作用为主，主要

虫对作物的取食消耗也相应减少[38]。而将该编码基

用于温室蓟马和粉虱的防控；
与 Btk 的复配 Spear ™-C

因植入平沙绿僵菌(M. pingshaense)则可使后者对敏

以胃毒作用为主，主要用于毛毛虫的防控；与苏云

感系和抗性系的非洲疟疾媒介冈比亚按蚊

金 芽 孢 杆 菌 粉 甲 亚 种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nopheles gambiae)和科鲁兹按蚊(A. coluzzii)的致

tenebrionis，Btt)的复配 SPEAR™-P 兼具触杀和胃毒

死率和击倒时间得到显著改善，疟蚊飞行能力减弱，

作用，主要用于马铃薯甲虫的防控。由于对包含作

采血行为减少，疾病传播能力降低，同时结合氯菊

物在内的非靶标生物安全，施用后的限制进入时间

酯等现有杀虫剂施用对蚊虫控制还具有显著增效作

间 隔 (Re-Entry Interval ，REI) 和 安 全 间 隔 期 (Plant

用[39-40]。将 GS-ω/κ-HXTX-Hv1a 与钠离子通道阻滞

Harvest Interval，PHI)分别仅为 4 h 和 0 d，Spear ™-T

剂黄肥尾蝎(Androctonus australis)毒素 AaIT1 共同

在 食 品 中 的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Maximum Residues

进行重组后于病原真菌中表达可显著增强其生物活

Limit，MRL)得到了 USEPA 的豁免，并在 2016 年

性[38-39]：重组基因在蝗虫绿僵菌体内表达可使生防

通过了荷兰国际园艺行业的“更有利可持续性

真菌对蝗虫的 LC50、LT50 和作物消耗分别降低 11.5

(More Profitable Sutainability，MPS)”认证，在 2020

倍、43%和 78%，在平沙绿僵菌体内表达可将杀灭

年还获得 USEPA 评选的“绿色化学挑战奖(Green

一半疟蚊所需的孢子剂量减少 45% (5 d)。可能受特

Chemistry Challenge Awards)”。2017 年，韦斯塔隆

异性在空间和时间上与转基因表达分离的表皮层反

公 司 在 美 国 又 登 记 了 VST-006330 EP (20%

应不同[41]等因素的影响，绿僵菌等昆虫病原体的寄

GS-ω/κ-HXTX-Hv1a 可溶性液剂)和 VST-006335 MP

生特异性在重组表达后也得以保留[38]。这就使得靶

(30 g/L GS-ω/κ-HXTX-Hv1a 可溶性液剂)等制剂产

标害虫的范围由昆虫病原体而不是由多肽决定，从

品，用于温室蓟马、粉虱和二点斑叶螨等顽固性害

而避免了对非靶标生物的致病性。换言之，

虫的绿色防控。由于同时兼顾了药效、安全性(特别

GS-ω/κ-HXTX-Hv1a 编码基因插入昆虫病原体在改

是对蜜蜂等传粉昆虫的低毒性)与可持续性，

良后者毒性效应的同时，也赋予了自身更好的选择

GS-ω/κ-HXTX-Hv1a 单用或者与新烟碱类杀虫剂等

性和更广泛的用途。

杀虫剂混用可用于鳞翅目、半翅目、鳞翅目、鞘翅

随着 GS-ω/κ-HXTX-Hv1a 编码基因单独植入或

目和蜱螨目等多种类别害虫的绿色防控，其研究和

与其他基因共同植入蝗虫绿僵菌和平沙绿僵菌并用

应用开发前景广阔。

于农业害虫和卫生虫媒防控取得成功，其在杆状病

3.2 昆虫病原体改良

毒等其他昆虫病原体上的研究和应用也值得期待。

通过基因重组表达将含有 GS-ω/κ-HXTX-Hv1a
的害虫特异性多肽编码基因引入昆虫病原真菌和杆

3.3 转基因作物开发
GS-ω/κ-HXTX-Hv1a 编码基因序列插入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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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望设计出类似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晶体蛋白

另一方面，与其他多肽或蛋白融合可提高

(cry)的转基因作物，从而赋予农作物更好的抗虫耐

GS-ω/κ-HXTX-Hv1a 穿过有害节肢动物肠道上皮细

受力，使害虫生长和活动受到抑制并引起其死亡，

胞进入血淋巴、到达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位点的效率，

或 减 少 害 虫 危 害 而 最 终 实 现 作 物 增 产 。 GS-ω/κ-

在不影响其对非靶标生物安全性的同时增加对靶标

HXTX-Hv1a 杀虫谱广、作用机制和靶标位点与现有

害虫的生物活性。将天然蜘蛛毒素 ω-HXTX-Hv1a

杀虫剂不同，其转基因作物对苏云金芽孢杆菌等杀虫剂

或地窖蛛(Segestria florentina)毒素 SFI1 融合至运载

敏感和耐受的害虫均有效。GS-ω/κ-HXTX-Hv1a 为多

蛋白雪花莲凝集素(Galanthus nivalis agglutinin，

肽物质，在哺乳动物体内容易被相关酶所分解，在

GNA)可有效提高对靶标害虫甘蓝夜蛾(Mamestra

环境中也会受到 pH、温度、紫外线和微生物等影响

brassicae)、水稻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和桃蚜

而被降解，使得该类转基因作物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Myzus persicae)的急性经口毒性，并引发发育延缓、

虽然目前尚未见 GS-ω/κ-HXTX-Hv1a 编码基因序列

繁殖能力降低等半致死效应[42-43]，同时对传粉昆虫蜜

农作物的研究报道，可以预见该多肽杀虫剂作为转

蜂的存活、嗅觉学习和记忆能力等无不利影响[44]。作

基因作物研究开发具有巨大潜力。

为上述2 种毒素多肽的类似物，
将GS-ω/κ-HXTX-Hv1a

3.4 新农药创制

融合至 GNA 等功能性蛋白有望实现相似的作用效

作为一种全新的生物杀虫剂，GS-ω/κ-HXTX-Hv1a
的成功开发为新农药创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指导，

果，从而实现对靶标害虫更有效的控制。

4 总结与展望

对 GS-ω/κ-HXTX-Hv1a 进行化学修饰或生物融合有
望加强其效能，促进同类杀虫剂研究开发。一方面，
对 GS-ω/κ-HXTX-Hv1a 进行化学修饰或改性可提高
其生物活性和药效稳定性，如温度和 pH 变化引起
的 GS-ω/κ-HXTX-Hv1a 脱水和/或脱氨，以及进一步
的肼解，可增强或提高其亲脂性和杀虫活性。研究
表明[26]，GS-ω/κ-HXTX-Hv1a 脱水产物内酯(图 4 化
合物 II) 10 g/L 对南方玉米根虫饲喂后 4 d 的致死率
比 GS-ω/κ-HXTX-Hv1a 增加 4 倍多，进一步肼解产
物酰肼(图 4 化合物 III) 100 mg/L 对家蝇注射后 5 h
的致死率也比 GS-ω/κ-HXTX-Hv1a 增加 8 倍左右。

含有 ICK 基序的蜘蛛毒肽及其衍生物是一种相
对稳定的多肽或微型蛋白质，通过作用于神经元离
子通道和靶标受体使有害节肢动物快速表现出神经
中毒症状，并逐步丧失活动能力直至最终死亡。它
们不仅具有潜在经口毒性，还可在雾化后透过体表
从气孔进入害虫体内而发挥触杀作用，可作为杀虫
剂单独施用。源自澳大利亚漏斗网蜘蛛的新型多肽
杀虫剂 GS-ω/κ-HXTX-Hv1a 的成功开发，有力证实
多肽可直接作为生物农药进行商业化开发和应用。
作为天然蜘蛛毒肽 ω/κ-HXTX-Hv1a 的一种重
要衍生物，GS-ω/κ-HXTX-Hv1a 在工业上可由其编
码基因修饰后的酵母转化体分泌生产获得。用
GS-ω/κ-HXTX-Hv1a 替代 ω/κ-HXTX-Hv1a 进行开
发，不仅保持了天然毒肽的杀虫活性，还显著地提
高了发酵生产产量，生产成本更经济，但 GS-ω/κHXTX-Hv1a 的含量和产量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图 4 GS-ω/κ-HXTX-Hv1a 的脱水和肼解

有关该多肽杀虫剂规模化生产的基因重组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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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与分离制备等还鲜见报道，如何进一步提高其

优势。为了成为实际可用的害虫治理新工具并在市场

产量品质并降低生产成本值得深入研究。

上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加 强 、 深 化 并 拓 展 GS-ω/κ-

GS-ω/κ-HXTX-Hv1a 对靶标害虫的神经系统神

HXTX-Hv1a 在生产研发、害虫绿色防控、昆虫病原

经元 Cav 和 BKCa 2 种离子通道具有协同的双重作用

体改良、转基因作物开发和新农药创制等研究和应

机制，对靶标受体及其位点也与现有的杀虫剂不同，

用方面的创新性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公众对

对非靶标生物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在农业和公共

安全健康和环境生态的关注、农药减量增效和保护

卫生领域的害虫防控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从

生物多样性等行动的开展以及生物农药的迅猛发

GS-ω/κ-HXTX-Hv1a 的室内生测和田间试验结果来

展，GS-ω/κ-HXTX-Hv1a 及同类蜘蛛毒肽类生物农

看，无论是单独处理还是与助剂或其他杀虫剂混合

药的未来发展可期。

或轮换施用，其药效、稳定性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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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酯悬乳剂
的气相色谱分析
张世芹1，贺 芳2，张玉梅1，王 睿1
(1.贵州省检测技术研究应用中心，贵阳 550014；2.贵阳市白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贵阳 550016)
摘要：建立一种利用气相色谱仪同时检测78%乙草胺·莠去津·2甲4氯异辛酯悬乳剂中3种有效成分的分析方法。
以邻苯二甲酸二正戊酯为内标物，搭配DB-1毛细管柱和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对乙草胺、莠去津和2甲4氯异辛酯进
行定量分析。该分析方法中乙草胺、莠去津和2甲4氯异辛酯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999 9、0.999 6和0.999 1，标准偏
差分别为0.356、0.273和0.097，变异系数分别为0.80%、1.18%和1.00%，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8.40%、98.64%和98.40%。
该方法操作简便、快速，分离效果好，线性关系、准确度和精密度满足要求，适用于该复配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定量
分析。
关键词：乙草胺；莠去津；2甲4氯异辛酯；气相色谱；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TQ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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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cetochlor · atrazine · MCPA-isooctyl 78% SE by GC
ZHANG Shiqin1, HE Fang2, ZHANG Yumei1, WANG Rui1
(1.Guizhou Tes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 Guiyang 550014, China;
2. Guiyang Baiyun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iyang 550016, China)
Abstract: An analysis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simultaneously detect three active components of acetochlor · atrazine · MCPAisooctyl 78% SE by GC.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cetochlor, atrazine and MCPA-isooctyl by GC with DB-1 capillary
column and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with di-n-amyl phthalate as internal standard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acetochlor, atrazine and MCPA-isooctyl were 0.999 9, 0.999 6 and 0.999 1,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0.356, 0.273 and 0.097,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were 0.80%, 1.18% and 1.00%, and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8.40%, 98.64% and 98.40%, respectively. This method is simple, rapid, accuracy and precision,
an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cetochlor, atrazine and MCPA-isooctyl in mixture formulation.
Keywords: acetochlor; atrazine; MCPA-isooctyl; GC; analysis method

乙草胺(acetochlor)是一种 氯代乙酰胺 类除草

前和播前用于玉米、花生、大豆、棉花、马铃薯和

剂，其主要被杂草幼苗和发芽期根系吸收，常在芽

甘蔗田，防除一年生禾本科杂草、某些一年生阔叶

基金项目：流域水环境质量安全的农药监测、预警、应急技术研究与示范(黔科合支撑[2021]一般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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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王睿(1987-)，男，学士，工程师。研究方向：新化学物质方法开发、农药分析研究及标准制订等。E-mail: lovewrbb@gzata.cn。
收稿日期：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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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和莎草。莠去津(atrazine)又称阿特拉津，是一

限公司)；莠去津标准品(ω=98.1%，上海市农药研究所

种选择内吸传导型苗前、苗后的三嗪类除草剂，常

有限公司)；2 甲 4 氯异辛酯标准品(ω=98.0%，国家农

用于控制玉米、高粱等作物田的阔叶杂草和禾本科

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供试物为 78%乙草胺·莠去

杂草[1]。2 甲 4 氯异辛酯(MCPA-isooctyl)是一种苯氧

津·2 甲 4 氯异辛酯悬乳剂(SE，辽宁津田科技有限

羧酸类激素型除草剂，具有较强的内吸传导性，主

公司)。

要用于小麦、水稻、玉米、甘蔗田等阔叶杂草和部

1.2 仪器

[2]

分莎草的防除 。3 者复配能有效防治稗草、牛筋草、
狗尾草、小蓟、苍耳、苘麻、铁苋菜、马齿苋等常
见一年生杂草。目前关于乙草胺、莠去津和 2 甲 4
氯异辛酯的分析方法已有不少报道[3-6]，但是尚未见
同时检测分析 3 者复配制剂的研究报道。基于此，
本文采用气相色谱手段开展了 78%乙草胺·莠去
津·2 甲 4 氯异辛酯悬乳剂中有效成分的定量分析
研究，旨在为该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技术支撑。

Agilent 7820A 型气相色谱仪配 FID 检测器和色
谱数据处理工作站(美国 Agilent)；XSE204E/02 型电
子天平(METTLER TOLEDO)。
1.3 色谱操作条件
色谱柱为石英毛细管柱 DB-1，30 m×0.32 mm
(i.d.)，0.25 μm；气体流速(mL/min)：载气(N2) 2，氢气
30，空气 300，尾吹 45；分流比：40∶1；程序柱温：
150 ℃，保持 2 min，以 8 ℃/min 的速率升至 180 ℃，

1 材料与方法

保持 25 min；进样口温度：250 ℃；检测器温度：

1.1 试剂及供试物

280 ℃；进样器：0.3 μL。在上述操作条件下，采用

三氯甲烷(色谱级，Merck KGaA)；邻苯二甲酸

内标法定量，莠去津、乙草胺、2 甲 4 氯异辛酯和内

二正戊酯(内标物，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标物邻苯二甲酸二正戊酯的保留时间分别约为 8.6、

司)；乙草胺标准品(ω=99.6%，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

12.1、23.3、24.4 min。典型气相色谱图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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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异 辛 酯 ) 的 质 量 分 数 ( % ) 。

1.4 测定步骤

甲

1.4.1 内标溶液的配制

2 结果与讨论

称取约 1.00 g 内标物，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
用三氯甲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2.1 色谱柱的选择
试验使用 DB-1 毛细管柱时，基线平稳，且 3

1.4.2 标样溶液的配制
分别称取乙草胺标准品 0.10 g、莠去津标准品
0.07 g 和 2 甲 4 氯异辛酯标准品 0.02 g 于 25 mL 容
量瓶中，用移液管准确移取上述内标溶液 10 mL 使

组分和内标物峰型对称无拖尾，分离效果较好，能
满足分析要求。
2.2 线性相关性试验
称取不同质量的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

标样溶解，摇匀。
1.4.3 试样溶液的配制
称取约 0.25 g 供试物，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

辛酯标准品，按 1.4.2 节标样溶液配制方法配制成 5
个不同质量比的标准溶液并按上述气相色谱操作条

使用 1.4.2 节中同一移液管准确移取内标溶液 10 mL

件进行测定。以标样与内标质量比为横坐标、标样

使试样溶解，摇匀。

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比为纵坐标绘制线性关系曲线

1.5 测定

(图 3)，分别得到 3 种药剂的线性方程：乙草胺：

在 1.3 节气相色谱操作条件下，待仪器基线稳

y=8.747 1x+0.005 7，相关系数 R2 为 0.999 9；莠去津：

定后，连续注入数针标样溶液，直至相邻 2 针乙草

y=5.557 1x-0.001 4，相关系数 R2 为 0.999 6；2 甲

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酯)与内标物峰面积之比相

4 氯异辛酯：y=8.519 1x-0.004 3，相关系数 R2 为

对变化< 1.5%后，按照标样溶液、试样溶液、试样

0.999 1。

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行测定。
1.20

1.6 计算

乙草胺

莠去津

2甲4氯异辛酯

1.00

将测得的 2 针试样溶液以及试样前后 2 针标准
面积比

溶液中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酯)与内标物峰

0.80
0.60

面积之比分别进行平均。试样中乙草胺(莠去津、2

0.40

甲 4 氯异辛酯)的质量分数 X1(%)按下式计算。

0.20

r × m1 × ω
X1 = 2
r1 × m2
式中：r1 为标样溶液中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
辛酯)与内标物峰面积比的平均值；r2 为试样溶液中

乙草胺：y = 8.747 1x + 0.005 7
R² = 0.999 9

2甲4氯异辛酯：
y = 8.519 1x - 0.004 3
R² = 0.999 1

莠去津：y = 5.557 1x - 0.001 4
R² = 0.999 6

0.00
0.00000 0.02000 0.04000 0.06000 0.08000 0.10000 0.12000 0.14000
质量比

图3

乙草胺、莠去津和 2 甲 4 氯异辛酯的校正曲线

2.3 分析方法的精密度试验

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酯)与内标物峰面积比

准确称取 5 份供试物，按 1.3 节气相色谱操作

的平均值；m1 为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酯)

条件进行测定，计算乙草胺、莠去津和 2 甲 4 氯异

标样的质量(g)；m2 为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

辛酯的标准偏差、变异系数及 Horwits 值，结果见

酯)试样的质量(g)； ω 为标样中乙草胺(莠去津、2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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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分析方法的精密度试验结果
质量分数/%
SD

CV/%

Horwits值

44.596

0.356

0.80

1.51

22.964

23.151

0.273

1.18

1.67

9.607

9.648

0.097

1.00

1.91

供试物
1

2

3

4

5

平均值

乙草胺

44.942

44.189

44.254

44.903

44.691

莠去津

23.375

23.314

22.762

23.338

2甲4氯异辛酯

9.655

9.526

9.658

9.792

2.4 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试验

3 结

论

称取 5 份已知含量的供试物置于 25 mL 的容量
该文采用气相色谱仪建立了 78%乙草胺·莠去

瓶中，分别加入一定量的乙草胺、莠去津、2 甲 4
氯异辛酯标样，加入 10 mL 内标溶液，按 1.3 节的
条件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2。可见，乙草胺、莠去
津和 2 甲 4 氯异辛酯的回收率分别为 98.33%~
98.55%、98.51%~98.77%和 98.14%~98.64%，平均
回收率分别为 98.40%、98.64%和 98.40%。

津·2 甲 4 氯异辛酯悬乳剂中有效成分的定性定量
分析方法。该方法拥有良好线性关系，准确度和精
密度满足分析方法建立的相关要求，且操作便捷，
分离效果好，适用于生产环节中对该复配制剂有效
成分的质量控制。
参

表2
样品

序号 加入量/mg

准确度试验结果
实测值/mg 回收率/%

1

45.64

44.98

98.55

2

44.37

43.65

98.38

3

44.86

44.12

98.35

4

43.88

43.18

98.40

5

44.19

43.45

98.33

1

24.48

24.18

98.77

2

24.79

24.45

98.63

3

24.88

24.51

98.51

4

24.81

24.47

98.63

5

24.91

24.58

98.68

2甲4氯

1

10.02

9.86

98.40

异辛酯

2

10.13

9.97

98.42

3

10.08

9.92

98.41

4

10.76

10.56

98.14

5

10.27

10.13

98.64

乙草胺

莠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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