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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开发高含量的阿维菌素微囊悬浮剂配方，提高阿维菌素紫外光降解稳定性，采用界面聚

合的方法，以聚合 ＭＤＩ 和乙二胺为囊皮材 料单体 ，筛选 出高溶解能 力的新型 溶剂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及配套的乳化剂、分散剂，开发了３％～５％阿维菌素微囊悬浮剂配方。 该配方包覆率大于９５％，
热贮稳定性、冷贮稳定性及稀释稳定性均合格。 与乳油产品相比，包覆后的有效成分在紫外光照下
的降解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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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菌素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生物源杀菌、杀
虫、杀螨剂，对各种作物害虫、害螨具有高效的防治
效果和低残留的特点，在我国农业害虫防治体系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１－２］

。

目前市场上的阿维菌素产品剂型主要以乳油、

药次数。因此，微囊技术是降低阿维菌素降解率、提
高药效的有效手段［４］。
目前在农药领域制备微囊常用的方法包括原
位聚合法、界面聚合法、相分离聚合法等［４－６］。但是由
于微囊技术对生产条件和工业化放大技术要求较

悬浮剂、可湿性粉剂等为主。由于阿维菌素在紫外

高，目前并没有在行业中广泛普及。其中，界面聚合

光和土壤微生物等作用下易发生降解，目前市场上

法是使分别溶解在水相和油相的单体在油水界面

的产品剂型普遍存在高降解率问题，影响药效的发

反应而制备微囊的方法。制备的微囊的尺寸及粒径

［３］

挥 。与其他剂型相比，微囊技术利用特定的聚合物

分布可控，且具有生产设备和工艺简单、操作方便

材料，将固体或液体的有效成分包覆起来，能够有

等特点，逐渐被农药制剂企业认可。本研究通过界

效减少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保护有效成分；降低

面聚合法，制备出高含量的阿维菌素微囊悬浮剂

有效成分对作物、环境的毒害，提高使用过程中其

配方。与传统乳油制剂相比，该配方可实现对阿维

对人、畜及有益微生物的安全性；延长药效，减少用

菌素降解率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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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２∶３及以上时，混合溶剂对阿维菌素的溶解度均

材料与方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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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１０％。

实验材料

表１

阿维菌素（９８％），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 ，埃 克 森 美 孚 公 司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 溶 剂 、ＥＣＯＳＵＲＦＴＭ ＥＨ－９ 乳 化 剂 、ＰＯＷＥＲ－
ＢＬＯＸＴＭ Ｄ－３０５分散剂、可聚合单体乙二胺（ＥＤＡ）、
聚合ＭＤＩ（异氰酸聚亚甲基聚亚苯基酯）ＰＡＰＩＴＭ ２７，
陶氏公司。黄原胶增稠剂、
２，６－二叔丁基－４－甲基苯酚
（ＢＨＴ）为市售产品。

１．２

溶剂

溶解度

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

＜１％

丙酮

７２ ｇ／Ｌ［７］

甲醇

１３ ｇ／Ｌ［７］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

１４％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１∶１）

＞１０％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 ＳＶ－１７＋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２∶３）

＞１０％

ＴＭ

实验方法

１．２．１

阿维菌素在几种溶剂中的溶解度

２．２

微囊的制备
１）将一定量的阿维菌素溶解在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

ＴＭ

ＣＳ配方的制备
在界面聚合过程中，可反应的单体在水包油乳

ＳＶ－１７和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的混合溶剂中使其完全溶解，

液的油水界面发生反应，乳液的尺寸和粒径分布决

再加入聚合ＭＤＩ（ＰＡＰＩ

２７）形成均一溶液；
２）根据

基于上述所
定形成的微囊的尺寸和粒径分布。因此，

配方将一定量的乳化剂、分散剂溶解在水相；３）在

选的溶剂组合，
需筛选出与其匹配的乳化剂产品。结

机械搅拌的条件下（１ ０００ ｒ／ｍｉｎ），将溶剂相加入水

果表明，ＥＣＯＳＵＲＦＴＭ ＥＨ系列产品均具有优异的乳

相形成水包油的乳液；４）将乙二胺的水溶液在搅拌

化能力，
有助于形成稳定均一的乳液。由于反应后形

下逐滴加入到乳液中，形成微囊；５）加入一定量的

成的微囊是热力学不稳定体系，为满足物理稳定性

黄原胶提高配方稳定性。

的要求，在配方体系中需要加入分散剂以缓解沉降

１．２．２

的发生。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Ｄ－３０５和Ｄ－２０５为聚羧酸盐

ＴＭ

理化性能的测试
微囊的形貌通过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

类高分子聚合物，在水悬浮体系悬浮剂（ＣＳ）中被广

镜（ＳＥＭ）观察。微囊的包覆效率通过测试微囊中有

泛用作分散剂使用，提高ＳＣ配方稳定性。本研究将

效成分的含量，对比总含量得出。制备的微囊悬浮

此类分散剂加入ＳＣ配方中，
提高配方的物理稳定性。

剂在（５４±２）℃烘箱中贮存１４ ｄ，在（０±２）℃贮存７

基于以上的结果和分析，使用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ｄ后，恢复至室温，测定其理化性能指标。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溶剂的筛选

ＳＶ－１７和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作为溶剂，ＥＣＯＳＵＲＦＴＭ ＥＨ－９
和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Ｄ－３０５ 作 为 乳 化 剂 和 分 散 剂 ，
制备３％～５％阿维菌素ＣＳ配方。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和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的混合比例取决于最终配方

界面聚合法首先要形成稳定均一的油相，因此

中阿维菌素的含量。如表２所示，两组配方被用于

溶剂的选择至关重要。适合的溶剂应对有效成分具

３．５％和５．０％阿维菌素ＣＳ的制备。所制备的样品在常
温下呈乳白色的外观和良好的流动性。

有较高的溶解能力及相对低的水溶性，以确保有效
成分被尽可能多地保留在油相中，得到较高的包覆

表２

３．５％和 ５．０％阿维菌素 ＣＳ 配方组成

率。如表１所示，阿维菌素在常见的极性、非极性溶
配方组成

剂中的溶解度偏低，在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中的溶解度不足

用量／％
配方１

配方２

１％，因此目前市场上的阿维菌素ＣＳ产品的有效含

阿维菌素

３．５

５．０

量普遍低于３％。通过研究，陶氏公司开发出一个新

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

２１．４

１１．２

型溶剂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与市场上常规产品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

１７．５

２６．２

ＥＣＯＳＵＲＦＴＭ ＥＨ－９

４．９

４．９

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Ｄ－３０５

４．９

４．９

ＴＭ

ＰＡＰＩ ２７

４．５

４．５

了可能。将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和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以

乙二胺

０．５

０．５

不同比例混配测定阿维菌素的溶解度。结果表明，

黄原胶

０．２

０．２

当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和Ｓｏｌｖｅｓｓｏ １５０的质量比

水

４２．６

４２．６

相比，其对阿维菌素的溶解能力明显提升，在常温下
溶解度可达到１４％，为制备高含量的制剂配方提供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阿维菌素ＣＳ配方的表征

２．３．１

１７

钟玲，等：高含量阿维菌素微囊悬浮剂的制备

维菌素的降解率。结果显示，采用光照能量为１００
μＪ／ｃｍ３的ＵＶ设备，在连续照射２０ ｈ后，ＥＣ样品中阿

形貌表征
制备好的两个配方样品在扫描电子显微镜

维菌素的降解率为１６．２５％，３．５％阿维菌素ＣＳ样品在

（ＳＥＭ）和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形貌。如图１（ａ）所示，

同样条件下，降解率仅为２．９８％，表明微囊技术可以

在ＳＥＭ下，配方１的样品呈规则的球状或瘪球状，尺

有效控制阿维菌素在紫外光下的降解。在此基础上，

寸为２～１０ μｍ，证明了微囊的形成。瘪球状结构的

在ＣＳ配方中加入０．４％ ＢＨＴ，
降解率可降低至２．２７％。

产生可能是由于ＳＥＭ测试时的真空条件所致。溶解
在溶剂中的有效成分，在样品制备过程中随着溶剂

３

结论

的挥发，通 常会形成 一 定 排 列 的 有 序 结 构 ，而 在

本研究采用界面聚合法，以聚合ＭＤＩ和乙二胺

ＳＥＭ下除球状结构外没有看到其他结构，从而推断

为囊皮材料单体，开发了阿维菌素ＣＳ配方。针对阿

有效成分以被包覆在球状微囊中为主。在光学显微

维菌素在常见溶剂中溶解率低、最终配方有效含量

镜下同样观察到了规则的球状结构，如图１（ｂ）所

低的问题，开发出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ＳＶ－１７溶剂。结果

示。在测试过程中当对测试样品施加外力时，能观

表明，ＳＶ－１７对阿维菌素的溶解度有明显提升，常温

察到在原有球状结构旁边出现液滴，推测是由于外

下的溶解度为１４％，远高于市场上现有的极性、非极

力作用破坏了微囊结构，从而释放出了油相。通过

性溶剂。在所选溶剂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筛选

以上形貌表征，证明了微囊的形成，并且油相被包

了匹配的乳化剂和分散剂产品。ＥＣＯＳＵＲＦＴＭ ＥＨ－９

裹在微囊之内。配方２的形貌特征与配方１类似。

表现出优异的乳化性能，有助于得到均一稳定的乳
液；ＰＯＷＥＲＢＬＯＸＴＭ Ｄ－３０５分散剂被验证对配方的
贮存稳定性和稀释稳定性的提升有显著效果。通过
光学显微镜和ＳＥＭ的表征，确认了微囊的形成。
ＨＰＬＣ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本研究中的方法，对阿
维菌素的包覆率可达９５％以上。为验证包覆技术对

（ａ）

（ｂ）

（ａ）ＳＥＭ照片；
（ｂ）光学显微镜照片。

图１

有效成分降解的影响，制备的ＣＳ样品在紫外光下连
续照射，与ＥＣ样品相比，ＣＳ样品中有效成分的降解
率大幅下降。

阿维菌素配方 １ 的形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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