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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制备及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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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转相法制备 ２０％ 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其室内生物活性。

２０％

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稳定配方为大蒜素 ５％ 、丁香酚 １５％ 、乳化剂 ＷＪ－６３０ ４％ 、ＷＪ－９９０ １％ 、聚乙
二醇 ４００ ３％、乙二醇 ３％，去离子水补齐至 １００％。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各项指标均符合水乳剂
产品要求，对灰葡萄孢菌有较高的室内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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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对环境的日益重视，乳油、粉剂等传

基于大蒜素与丁香酚的环境友好性和广泛抑

统农药剂型的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水乳剂

菌活性，本研究以大蒜素和丁香酚作为有效成分，

（ＥＷ）作为一种不用或很少用有机溶剂的水性化制

结合水乳剂的配方优化，确定了２０％大蒜素·丁香酚

剂，具有绿色、环保、安全的优点，已经成为代替传

水乳剂的稳定配方，并以灰葡萄孢菌为供试菌株测

统剂型产品尤其是乳油产品的主要环保剂型

［１－３］

。

植物源农药是目前一类重要的生物农药，主要
是利用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对农业病虫草害进行
防治［４－５］。大蒜素是从大蒜的球形鳞茎中提取的一种
具有挥发性的黄色油状物，主要成分是二烯丙基硫
代亚磺酸酯。已有研究表明大蒜素对多种细菌、真
［６－８］

定其室内生物活性，以期为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
剂的进一步开发应用奠定基础。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剂和仪器
原药与制剂：大蒜素（９８．５％），深圳市鼎诚植物

。丁香酚是一种来源

香料有限公司；丁香酚（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

于丁香等植物的具有丁香香气的酚类化合物，具有

剂有限公司；２５０ ｇ／Ｌ吡唑醚菌酯乳油，巴斯夫植物

菌和病毒有良好的抑制效果

抑菌、
抗病毒、
保鲜和增强植物抗冻性等作用

［９－１２］

。目

保护（江苏）有限公司。助剂：主要有苯乙基苯酚聚

前，大蒜素和丁香酚均被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和

氧乙烯聚氧丙烯醚（乳化剂３３＃），邢台鑫蓝星科技

农业领域。

有限公司；蓖麻油聚氧乙烯醚（Ｂｙ－１２５），上海忠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４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ＺＲ２０１４ＣＭ０３９）；
青岛农业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２０１７５４８）
作者简介：邵晨（１９９７—），
女，山东省临沂市人，硕士，主要从事农药制剂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６１１３４９２００＠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张保华（１９７６—），
男，山东省潍坊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药制剂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ｂａｏｈｕａ７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精 细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聚 醚 磷 酸 酯 类 表 面 活 性 剂
ＷＪ－６３０、ＷＪ－９９０，上海万金助剂有限公司。结构调
整剂：氯化钠、尿素、硅酸镁铝、聚乙二醇４００、聚乙
二醇６００。防冻剂：乙二醇、丙三醇、１，２－丙二醇。供试
病原菌：灰葡萄孢菌。
ＢＭＥ型密闭式实验室乳化剪切机，上海德雨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ＪＡ５００３Ｎ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ＢＴ－９３００Ｈ型激光粒度分布仪，丹
东百特仪器分析公司；三门电冰箱，青岛海尔股份
有限公司；１０１型电热鼓风干燥箱，龙口市先科仪器
有限公司；紫外分光光度检测仪，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超净工作台，苏州安泰空气技术
有限公司；恒温培养箱，宁波江南仪器厂。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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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１．２．１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制备
采用转相法制备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称
取一定量的大蒜素与丁香酚，加入一定量乳化剂
后，混合搅拌形成油相，将结构调整剂、防冻剂等助
剂与蒸馏水混合形成水相。在高速剪切的过程中，
将水相加入到油相中，充分混合，在３ ５００ ｒ／ｍｉｎ的剪
切速度下剪切５ ｍｉｎ，自发形成油包水型体系。
１．２．２ 指标测定方法
按 照《农 药 热 贮 稳 定 性 测 定 方 法》
（ＧＢ／Ｔ
１９１３６—２００３）测 定２０％大蒜素·丁 香 酚 水 乳 剂 在
（５４±２）℃条件下贮存７ ｄ的稳定性。按照《农药低温
稳定性测定方法》
（ＧＢ／Ｔ １９１３７—２００３）测定冷贮稳
定 性 。按 照《农 药 乳 液 稳 定 性 测 定 方 法》
（ＧＢ／Ｔ
１６０３—２００１）测定乳液稳定性。
１．２．３ 粒径测定方法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粒径利用激光粒
度分布仪测定，平行测定３次后取其平均值。
１．２．４ 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
参考文献［１３］的方法，将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
乳剂、大蒜素标准品、丁香酚标准品分别用无水乙
醇溶解稀释，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２００～４００ ｎｍ对大
蒜素、丁香酚的标准品进行光谱扫描，得到两种有
效成分的最大吸收波长。在其最大吸收波长下，
分别
测定不同稀释浓度的大蒜素、丁香酚的吸光度，得到
y＝０．１３９ ６ x＋０．３６４（R２＝
大蒜素、丁香酚的标准曲线：
０．９９３ ７）；
y＝０．０１９ ７ x＋０．０２６ ３（R２＝０．９９２ ８）。分别在两
个吸收波长下，测定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吸
光度，计算制剂中有效成分大蒜素、丁香酚的含量。
１．２．５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
以灰葡萄孢菌为供试菌，采用生长速率法测定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对供试菌株的室内生物
活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乳化剂的筛选

２．１．１

单一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水乳剂中的乳化剂可使油水的界面张力和表
面自由能降低，而且乳化剂具有空间位阻作用和静
电作用，
促使乳液体系更加稳定［１４］。５种单一乳化剂对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各项性能的影响见表１。
乳化剂加入量为５％。
表１

５ 种单一乳化剂对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
各项性能的影响

乳化剂

外观

乳液稳定性 热贮稳定性

冷贮稳定性

Ｂｙ－１２５

有油滴

分层

分层

分层

乳化剂３３＃

有油滴

不分层

分层

分层

ＷＪ－６３０

均相

不分层

少量析水

不分层

ＷＪ－９９０

均相

不分层

少量析水

不分层

Ｔｅｒｍｕｌ－５０３０

均相

不分层

少量油析出

不分层

结 果 显 示 ，在 ５ 种 备 选 乳 化 剂 中 ，ＷＪ－６３０ 、
ＷＪ－９９０各项性能相对较好，常温放置一段时间无油
滴析出，热贮有少量析水分层。这两种乳化剂的D１０
值、D５０ 值和D９０ 值较小（图１）。因此，选择ＷＪ－６３０、
ＷＪ－９９０两种乳化剂用于复配乳化剂的筛选优化。

图１

２．１．２

５ 种乳化剂对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粒径的影响

复配乳化剂的筛选结果
不同的乳化剂具有不同的亲水亲油特性，通过
乳化剂复配可以实现乳化剂的协同作用，提高水乳
剂的各项性能和制剂的稳定性。结合以上对单一乳化
剂的筛选结果，将ＷＪ－６３０、ＷＪ－９９０两种乳化剂按不
同质量比例复配，总用量为５％。结果见表２和图２。
结果显示，两种乳化剂复配后对水乳剂体系的
稳定性均有影响。在不同复配比例中，当ＷＪ－６３０和
ＷＪ－９９０的质量比为４∶１时，水乳剂各项性能指标
较好，具有较小的粒径和粒度范围。但此配方长时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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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贮存后仍有微量水析出，需要加入结构调整剂改
善水乳剂的稳定性。
表２

乳化剂质量比的筛选

m１∶m２

外观

乳液
稳定性

热贮
稳定性

冷贮
稳定性

综合
评价

２∶３

有油滴

分层

沉油

不合格

不合格

３∶２

有油滴

分层

有分层

不合格

不合格

１∶４

合格

合格

有分层

合格

不合格

４∶１

合格

合格

微量析水

合格

合格

注：m１为乳化剂ＷＪ－６３０的质量；m２为乳化剂ＷＪ－９９０的质量。

合各项性能测定结果，加入聚乙二醇４００的水乳剂
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且其能够使水乳剂体系保
持较小的粒径和较窄的粒度范围。因此，选择聚乙
二醇４００作为水乳剂的结构调整剂。

２．３

防冻剂的筛选结果

水乳剂作为一种油水分散体系，在低温条件下
易冷冻结冰，
防冻剂的加入可以保障其在低温下依然
保持良好的流动性，
使水乳剂在低温时保持良好稳定
性。经过对４种防冻剂的筛选，发现加入３％乙二醇
时，水乳剂乳液稳定性、分散性等性能表现良好。

２．４

配方的确定及性能测定

经过筛选，确定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优
化 配 方 为 ：大 蒜 素 ５％ 、丁 香 酚 １５％ 、ＷＪ－６３０ ４％ 、
ＷＪ－９９０ １％、聚乙二醇４００ ３％、乙二醇３％，用去离子
水补足至１００％。所制水乳剂产品指标检测结果见
表４，均达到产品标准要求。
表４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指标检测结果

项目

图２

２．２

乳化剂的不同质量比对水乳剂粒径的影响

结构调整剂的筛选

结构调整剂可以通过调节体系黏度、多相的密
度差等方式，降低分散相微粒的沉降聚结速度，提
高水乳剂体系的稳定性。在对乳化剂筛选的基础
上，选择几种结构调整剂进一步改善水乳剂的各项
性能，结果见表３和图３。结构调整剂加入量为３％。
表３
结构调整剂

外观

结构调整剂的筛选结果
乳液稳定性 热贮稳定性 冷贮稳定性

氯化钠

合格

分层

合格

分层

尿素

合格

良

合格

合格

硅酸镁铝

合格

少量析水

合格

合格

聚乙二醇４００

合格

优

合格

合格

聚乙二醇６００

合格

良

合格

合格

指标

外观
乳液稳定性

合格

合格

分散稳定性

合格

合格

冷贮稳定性

合格

合格

＜５％

合格

热贮分解率
ｐＨ值

５．０～９．０

２．５

生物活性测定结果

以灰葡萄孢菌作为供试菌，２５％吡唑醚菌酯乳
油作为对照药剂，测定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
室内抑菌活性。通过表５可以看出，２０％大蒜素·丁香
酚水乳剂在所有稀释倍数下对灰葡萄孢菌均有较
好的抑菌效果，其５００倍稀释液与２５％吡唑醚菌酯乳
油１ ５００倍稀释液的抑菌效果相当。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对灰葡萄孢菌的抑菌率（７２ ｈ）
药剂

结果显示，不同结构调整剂对水乳剂的外观影
响不大，均能达到合格，但乳液稳定性存在差异。综

稀释倍数

抑制率／％

５００

９２．４１

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

１ ０００

７４．３５

１ ５００

６９．７６

２５％吡唑醚菌酯乳油

１ ５００

９５．５９

３
结构调整剂对水乳剂粒径的影响

６．５
１．２２

D５０值／μｍ

表５

图３

检测结果
均一、稳定的乳白色液体

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乳化剂、结构调整剂、防冻剂及其配比的
筛选和优化，确定了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的
最终配方为：大蒜素５％、丁香酚１５％、复配乳化剂
ＷＪ－６３０ ４％、ＷＪ－９９０ １％、结构调整剂聚乙二醇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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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防冻剂乙二醇３％，去离子水补足至１００％，所制
备的水乳剂各项指标均达到产品标准。室内生物活
性测定结果表明，２０％大蒜素·丁香酚水乳剂在稀释
５００倍时，对灰葡萄孢菌的抑制率为９２．４１％，与２５％
吡唑醚菌酯乳油１ ５００倍稀释液的抑菌效果相当。
丁香酚和大蒜素均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活
性成分，具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将其作为原药制
成水基化制剂水乳剂在病虫害绿色防控中具有
环保优势。但由于二者存在易氧化、水解等不稳定
性［１５－１６］，限制了其水基化制剂的开发和应用推广。本
研究通过系统筛选水乳剂的助剂得到了稳定配方，
能够为大蒜素和丁香酚相关制剂产品的研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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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公害农产品申报认证制度将更加完善，更符
合市场需求，更有利于保障和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

７

［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５， ８７ （５）： ２８７８－２８８３．

（责任编辑：石凌波）

需要及时更新。
“三品”检测标准制定要与国际接轨。标准制定
过程中要结合国际贸易市场的要求，借鉴国外优质
农产品检测标准，完善我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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