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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狼毒素水乳剂及其复配剂对豌豆蚜的
室内毒力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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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狼毒制剂及其复配剂对豌豆蚜的触杀效果，采用点滴法，测定了70%吡虫啉水分散

粒剂、40%乐果乳油、1.8%阿维菌素乳油、1.6%狼毒素水乳剂4种单剂以及狼毒素与其他3种药剂的

复配剂对豌豆蚜成蚜的杀虫活性。结果表明，供试药剂中，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的触杀效果最好，
1.6%狼毒素水乳剂的触杀效果最差。 在1.6%狼毒素水乳剂与3种药剂的复配剂对豌豆蚜的触杀效

果明显比单一药剂的触杀效果好。 随着复配药剂浓度比的增大，3种复配剂的联合毒力对豌豆蚜的

触杀效果均呈逐渐增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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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y of Ochamaejasmin 1.6% EW and Its Mixuere with Three Kinds of Bactericides

Against Acyrthosiphon Pisum
Liu Hui-ping, Zhang Ting-wei*, Liu Chang-zhong, Yang Lan-qing

(Biocontro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Crop Diseases and Pests of Gansu Province,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ear the toxicity of ochamaejasmin 1.6% EW and its mixed with three kinds of bactericides

against Acyrthosiphon pisum, the toxicity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 single drug test showed that the toxicity of 70%

imidacloprid was the best, the toxicity of ochamaejasmin 1.6% EW was the worst. In experiments of ochamaejasmin 1.6%

EW mixed with three kinds of bacterici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xicity of mixed preparations were better than

single on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mixed reagent concentration, three kinds of complex dispensing joint toxicity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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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Medicago sativa）是多年生豆科牧草，有

“牧草之王”美誉[1]，是甘肃省乃至西北地区畜牧业

发展的重要牧草，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牧草。
豌豆蚜（Acyrthosiphon pisum Harris）属昆虫纲，半翅

目蚜科，是世界性豆科植物上重要的寡食性害虫[2]。
豌豆蚜除直接取食为害外，还能传播苜蓿花叶病

毒、豌豆耳突花叶病毒等25种病毒。我国西北地区

由于苜蓿虫害的危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

30%，已成为我国北方豆类作物以及苜蓿生产中的

重要威胁和障碍[3]。由于长期以来蚜虫的防治主要

依赖化学杀虫剂，而化学农药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杀伤害虫天敌等环境问题，同时导致抗药性害虫种

类、数量不断增加[4-8]。自1908年Melander[9]首次发现

美国梨园蚧（Aspidiotus perniciosus Comstock）对石

硫合剂的抗药性以来，害虫的抗药性已经成了世界

性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至少已有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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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昆虫对近400种不同种类的杀虫剂、杀螨剂产

生了抗药性，昆虫种类主要集中在双翅目蚊蝇类、
蜱螨目叶螨类、鳞翅目蛾类、鞘翅目甲虫类和半翅

目蚜虫、叶蝉、飞虱、粉虱和蚧虫类等[8]。植物源农药因

其具有杀虫活性且对环境安全而成为当前研究的热

点。瑞香狼毒（Stellera chamaejasm L.）俗称断肠草，

是瑞香科狼毒属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

及西北等地高山向阳的退化草场，它再生能力强、
产种量多、生物量大、耐干旱、耐寒冷，对牛羊毒性

大，为草原重点防治对象[10-11]。张国洲等[12]研究表明，

瑞香狼毒提取物对菜粉蝶（Pieris rapae）幼虫、亚洲

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幼虫以及桃蚜（Myzus
persicae）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但是，目前关于狼毒

提取物对豌豆蚜室内毒力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

本文研究了1.6%狼毒素水乳剂对豌豆蚜的生物活

性，以期为狼毒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和开发利用提

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和虫源

40%乐果乳油 （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

限公司），1.8%阿维菌素乳油（浙江世佳科技有限公

司），1.6%狼毒素水乳剂（甘肃国力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豌豆蚜采自甘肃农业大学苜蓿试验田（未使用

农药），饲养在蚕豆（Vicia fabae）上，人工气候室温

度为22℃、光周期为14 L∶10 D条件下繁殖多代后，

挑取大小一致、健康活泼的无翅成蚜作为供测试虫。
1.2 试验方法

用点滴法[13]测定1.6%狼毒水乳剂及其复配剂在

不同浓度配比时对豌豆蚜的致死情况。将供试药剂

40%乐果乳油、1.8%阿维菌素乳油、70%吡虫啉水分

散粒剂分别稀释500倍、1 000倍、2 000倍、4 000倍、

8 000倍5个浓度，将1.6%狼毒素水乳剂稀释成2 mg/L、
4 mg/L、8 mg/L、16 mg/L和32 mg/L5个浓度梯度，进

行各单剂的毒力测定。并将1.6%狼毒素水乳剂与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按照质量浓度比14∶1、7∶1、
7∶2、7∶1、7∶8复配；将1.6%狼毒素水乳剂与40%
乐果乳油按照质量浓度比16∶1、8∶1、4∶1、2∶1、
1∶1进行复配；将1.6%狼毒素水乳剂与1.8%阿维菌

素 乳 油 按 照 质 量 浓 度 比 320∶1、160∶1、80∶1、
40∶1、20∶1进行复配，设清水为对照进行毒力测

定。采用手动微量点滴器滴定，取药量为0.5 μL。将

各处理药液点滴于供试蚜的胸部背面，然后将蚜虫

置于直径为10 cm的培养皿中进行饲养，培养皿底部

铺滤纸，内部放新鲜蚕豆叶片。每种药剂每个浓度

点滴60头蚜虫，置于温度为22℃、光周期14 L∶10 D
的人工气候箱内继续饲养，12 h后检查蚜虫死亡数，

记录数据并计算死亡率。死亡判断标准为用0号毛

笔轻触虫体，完全不动者视为死亡。
1.3 数据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利用SPSS 16.0计算毒力回归方

程、致死中浓度（LC50）及其95%置信限。

2 结果与分析

2.1 4种药剂的单一毒力

4种单一药剂对豌豆蚜的触杀作用效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40%乐果

乳油、1.8%阿维菌素乳油对豌豆蚜成蚜都有较强的

触杀活性，但4种药剂对豌豆蚜的半致死浓度（LC50）

不同。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40%乐果乳油、1.8%阿

维菌素乳油和1.6%狼毒素水乳剂对豌豆蚜的LC50值

分 别 为 1.996 mg/L、8.35 mg/L、7.725 mg/L和 23.56
mg/L，由此可知，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对豌豆蚜虫

的触杀效果最好，1.6%狼毒素水乳剂对豌豆蚜虫的

触杀效果最差。

处理 毒力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LC50/(mg·L-1) 95%置信限/(mg·L-1)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y=1.010 3＋1.443 7 x 1.421 8 1.996 1.241～2.750
40%乐果乳油 y=1.466 1＋1.359 9 x 2.434 8 8.350 4.389～11.863
1.8%阿维菌素乳油 y=3.483 1＋1.646 6 x 1.083 4 7.725 5.812～10.356
1.6%狼毒素水乳剂 y=0.786 1＋1.252 2 x 0.973 8 23.56 14.710～33.170

表 1 各种药剂对豌豆蚜的毒力回归方程及 LC50

2.2 1.6%狼毒素水乳剂复配制剂的毒力

1.6%狼毒素水乳剂分别与3种药剂复配后对豌

豆蚜成蚜的触杀作用效果见表2。试验结果表明，将

1.6%狼毒素水乳剂5个浓度中分别加入一定量的其

他3种化学农药后，联合毒力都比各单剂的杀虫效果

好。1.6%狼毒素水乳剂与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质量

浓度比为14∶1复配处理的豌豆蚜成蚜联合死亡率

达到最大值97.5%；1.6%狼毒素水乳剂与40%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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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配制剂（A∶B）
质量浓度比

（A∶B）
各单剂死亡率/% 联合死

亡率/%A B

1.6%狼毒素水乳剂∶70%
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7∶8 30.0 37.5 65.0
7∶4 45.0 37.5 72.5
7∶2 67.5 37.5 80.0
7∶1 75.0 37.5 85.0
14∶1 82.5 37.5 97.5

1.6%狼毒素水乳剂∶40%
乐果乳油

1∶1 30.0 57.5 67.5
2∶1 45.0 57.5 80.0
4∶1 67.5 57.5 87.5
8∶1 75.0 57.5 92.5
16∶1 82.5 57.5 97.5

1.6%狼毒素水乳剂∶1.8%
阿维菌素乳油

20∶1 30.0 32.5 45.0
40∶1 45.0 32.5 67.5
80∶1 67.5 32.5 75.0
160∶1 75.0 32.5 82.5
320∶1 82.5 32.5 90.0

表2 1.6%狼毒素水乳剂与3种药剂复配后对豌豆蚜作用结果

乳油质量浓度比为16∶1进行复配处理的豌豆蚜成

蚜联合死亡率达到最大值97.5%；1.6%狼毒素水乳

剂与1.8%阿维菌素乳油质量浓度320∶1复配处理

的豌豆蚜成蚜联合死亡率达到最大值90%。

3 结论与讨论

害虫的抗药性涉及农药范围广，除对有机磷、
拟除虫菊酯、氨基甲酸酯类常规药剂产生抗药性

外，对一些新型药剂，如对酰基脲类杀虫剂、苏云金

杆菌、病毒制剂、蜕皮激素类杀虫剂以及新烟碱类

杀虫剂等也产生了抗药性，抗药性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无公害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开发环境

友好型农药势在必行[14]。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温度为22℃条件下，70%吡

虫啉水分散粒剂、40%乐果乳油、1.8%阿维菌素乳

油、1.6%狼毒素水乳剂对豌豆蚜成蚜都有较强的触

杀活性。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对豌豆蚜成蚜的触

杀效果最好，1.6%狼毒素水乳剂的触杀效果最差。
吡虫啉作用效果好，与其作为新型烟碱类杀虫剂

独特的作用位点有关，狼毒素作为植物源农药使用

后见效慢，不利于迅速扑灭暴发性、突发性病虫害，

可能与植物源杀虫剂在高温、紫外线、强光照条件

下分解加快，在低温、干旱条件下药效降低有关[15]。
1.6%狼毒素水乳剂与3种药剂复配试验表明，

复配剂对豌豆蚜的触杀效果明显比单一药剂的触

杀效果好。随着复配药剂浓度的增加，3种复配剂的

联合毒力对豌豆蚜的触杀效果逐渐增强，随着浓度

的增加，触杀效果可达90%以上。从试验结果看，所

选用的3种复配药剂与1.6%狼毒素水乳剂均有增效

作用，而且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与1.6%狼毒素水

乳剂复配效果最佳。
本试验均在室内进行，由于产品本身中有效成

分含量太低、药效发挥不太理想、防治效果受环境

因素（温度、湿度）影响较大、速效性不够、制剂的贮

藏稳定性差、质量不易控制等自身存在的缺陷，影

响着该生物源农药的防治效果和推广使用。梁为

等 [16]、杨春江等[17]研究表明瑞香狼毒不同提取溶剂

及不同活性成分对杀虫活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1.6%狼毒素水乳剂在生产上的推广应用需要对其

有效成分及杀虫活性物质提取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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