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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酰胺类杀菌剂对4种非靶标生物的急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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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价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4种非靶标生物的急性毒性，本试验采用饲喂法、浸叶法、半静

态法、人工土壤接触法分别测定了2种酰胺类杀菌剂对意大利工蜂、家蚕、斑马鱼、赤子爱胜蚯蚓的

急性毒性。 结果表明， 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意大利工蜂经口毒性48 h-LD50值分别为6.51和9.12

μg/蜂；对家蚕96 h-LC50值分别为375.71和 5 802.32 mg/L；对斑马鱼96 h-LC50值分别为 2.95和2.39

mg/L；对赤子爱胜蚯蚓14 d-LC50值分别为171.73和383.37 mg/kg干土。 依据国标《化学农药环境安全

评价试验准则》（GB/T31270—2014）的毒性等级划分标准，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家蚕、赤子爱胜

蚯蚓的急性毒性为低毒，对意大利工蜂、斑马鱼的急性毒性为中毒。以上结果说明噻呋酰胺和环酰

菌胺对4种非靶标生物安全。 该结果可为2种药剂的使用及环境风险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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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e Toxicity of Two Carboxamide Fungicides to Four Non-target 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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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acute toxicity of thifluzamide and fenhexamid to four non-target organisms, the acute

toxicity of the two carboxamide fungicides to Apis melliifera, Bombyx mori, Brachydanio rerio, Eisenia foetida were

determined by feeding method, leaf dipping method, semi-static method and soil contact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48 h-LD50 value of thifluzamide and fenhexamid to A. melliifera were 6.51 and 9.12 μg/bee respectively.

The 96 h-LC50 value of test substances to B. mori were 375.71 and 5 802.32 mg/L, and 96 h-LC50 value of test substances to

B. rerio were 2.95 and 2.39 mg/L. The 14 d-LC50 value of test substances to E. foetida were 171.73 and 383.37 mg/kg soil.

According to the test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safety assessment for chemical pesticides (GB/T 31270—2014), the

acute toxicity of thiofuramid and fenhexamid to B. mori and E. foetida were low toxicity, and medium toxicity to A.

melliifera and B. rerio. Taken together, thifluzamide and fenhexamid were safe to four non-target organisms.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use of the two agent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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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类杀菌剂是一类化学结构中含有酰胺结
构的杀菌剂，在杀菌剂市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1]。从1966年第一个酰胺类杀菌剂萎锈灵被开发
成功至今，酰胺类杀菌剂经过近60年的发展，已经
有数十个品种，尤其是近些年通过杂环及氟原子的
引入，不断出现了一些结构新颖的酰胺类杀菌剂品
种。目前，酰胺类杀菌剂已成为年销售额增长速率最
快，最为活跃的杀菌剂品种之一[2-3]。噻呋酰胺是美国
孟山都公司开发的噻唑酰胺类杀菌剂，具有用量少、
药效高、内吸传导性强和持效期长等特点，通过抑
制琥珀酸脱氢酶的形成导致菌体死亡，对多种病原
菌具有较好的防效，尤其是对纹枯病防效较好[4-6]。
环酰菌胺是由德国拜尔公司于1989年开发的新型
酰胺类内吸性杀菌剂，主要抑制病原菌甾醇的生物
合成，可用于防治灰霉病[7]。
酰胺类杀菌剂作为杀菌剂的重要类别，在作物

病害防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目
前施药器械多以手动或小型机器为主，药液雾滴粒
径较大，导致在靶标叶片上的沉积量较少，很大部
分药液发生飘移而流失到空气、水体、土壤中，给环
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8]。据调查，2017年我国手动喷
雾器的市场占有率仍达80%[9]，其农药有效沉积率仅
为10%~30%[10]。随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
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项目的实施，农药
器械和施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一些高效植
保机械如自走式喷杆喷雾机[11]、植保无人飞机[12]、无
人驾驶喷雾机器人[9]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农
药利用率。据报道，2020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
大粮食作物上的农药沉积率为40.6%，比2015年提
高4%[13]。虽然我国农药利用率整体得到较大提
高，但还是有将近60%的农药未被充分利用而流失
到环境中，对非靶标生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农药对非靶标生物的安全性评价是农药登记
的必备材料，也是评价农药环境安全性的重要依据，
对农药的科学合理使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4-15]。
家蚕、蜜蜂、斑马鱼及蚯蚓是农药环境安全性评价
研究中常用的靶标对象，用于反映农药在空气、水
体、土壤中的暴露情况。目前，关于噻呋酰胺和环酰
菌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病害防治[4-7]、环境中的降解
行为[4,16-17]等方面，而关于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非
靶标生物的急性毒性研究还较少，因此有必要开展
其对非靶标生物的安全性评价，了解其毒性情况，
以期为该药剂的使用提供重要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生物
意大利工蜂（Apis melliifera），购于海南省儋州

市那大镇养蜂场，挑选大小一致、活泼健康的成年
工蜂饥饿2 h，用于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家蚕（Bombyx mori），卵块购于山东广通蚕种集
团有限公司，品种为‘菁松×皓月’，采用常规方法
催青，于（25±2）℃、相对湿度为70%～85%的恒温
人工气候箱中饲养。挑选健康活泼、大小一致的2龄
蚕供试。
斑马鱼（Brachydanio rerio），购于海南省儋州市

那大镇花鸟市场，体长约为2 cm，于实验室驯化7 d，
挑选健康活泼、大小一致的幼鱼进行试验，试验前
24 h停止喂食。

赤子爱胜蚯蚓（Eisenia foetida）购于天津贾立
明蚯蚓养殖中心，于室内避光驯养，待出现明显繁
殖环带，挑选大小一致健康的成年蚯蚓进行试验。
1.2 供试药剂

96%噻呋酰胺原药，宁波三江益农化学有限公司；
98%环酰菌胺原药，陕西恒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意大利工蜂急性毒性试验
参照GB/T 31270.10—2014《化学农药环境安全

评价试验准则第10部分：蜜蜂急性毒性试验》[18]，测
定急性经口毒性。在预试验的基础上，用50%的蔗糖
水溶液分别将2种药剂稀释为5个浓度梯度，其中噻
呋酰胺的浓度分别为100、200、300、400和500 mg/L，
环酰菌胺的浓度分别为125、250、500、750和1 000
mg/L。取200 μL药液分别加入离心管中，称重后置于
蜂笼中，向每个蜂笼中接入事先饥饿2 h的意大利工
蜂各10头，并置于黑布遮盖的饲养架上，于3 h后取
出离心管并称重，记录每组药液的消耗量。之后替
换为50%蔗糖水溶液饲养，以不添加药剂的50%蔗糖
水溶液为对照，每处理重复3次。分别于24和48 h观察
记录意大利工蜂中毒症状和死亡数，计算48 h-LD50

值，评价该药剂对意大利工蜂的急性经口毒性。
1.3.2 家蚕急性毒性试验
参照GB/T 31270.11—2014《化学农药环境安全

评价试验准则第11部分：家蚕急性毒性试验》[19]，采
用浸叶法进行测定。在预试验基础上，分别设置5个
药剂浓度，其中噻呋酰胺药剂浓度分别为200、300、
400、500和600 mg/L，环酰菌胺药剂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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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5 000、6 000、7 000和8 000 mg/L，向不同药剂
溶液中分别添加50 μL吐温-80，搅拌混合均匀即为
试验药剂。将新鲜干净的桑叶置于各浓度药液中浸
渍10 s，取出晾干后放入垫有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
分别接入20头2龄家蚕，每处理重复3次，以清水和
加体积分数为1%丙酮的水溶液为对照。将各处理置
于人工气候箱内在25℃条件下饲养，分别于24、48
和96 h观察家蚕的中毒症状及死亡情况，计算96
h-LC50值，评价该药剂对家蚕的急性毒性。
1.3.3 斑马鱼急性毒性试验
参照GB/T 31270.12—2014《化学农药环境安全

评价试验准则第12部分：斑马鱼急性毒性试验》[20]，
采用半静态法进行测定。在预试验的基础上，用事
先经过脱氯处理的自来水将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
母液均稀释为0.5、1、2、4和6 mg/L 5个浓度，挑选事先
经过实验室驯化7 d，健康活泼，长约2 cm大小的幼
鱼，分别饲养于不同浓度药液中，以事先脱氯处理
并加入相同体积溶剂的自来水为空白对照，每处理
重复3次，每重复10条斑马鱼。每隔24 h更换1次药
液，在试验开始后6 h内随时观察记录受试鱼的中毒
及死亡情况，其后在24、48、72及96 h分别观察斑马鱼
的中毒症状及死亡情况，及时清除死鱼，计算96
h-LC50值，评价该药剂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
1.3.4 赤子爱胜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参照GB/T 31270.15—2014《化学农药环境安全

评价试验准则第15部分：蚯蚓急性毒性试验》[21]，采
用人工土壤接触法进行测定。在预试验的基础上，
将人工土与药液充分混匀后置于通风橱中蒸发去
除丙酮，使毒土中噻呋酰胺浓度分别为50、100、
200、300和500 mg/kg，环酰菌胺浓度分别为100、
200、400、600和800 mg/kg。用蒸馏水将土壤含水量
调至30%，以不含药剂、含水量30%的人工土为对
照，将土样装入标本瓶中，挑选大小一致、出现明显
繁殖环带的成年蚯蚓放入标本瓶中，每处理重复3
次，每重复放入10条蚯蚓。用纱布封口后置于（20±
1）℃、相对湿度为80%～85%的人工培养箱中培
养。分别于7和14 d观察记录蚯蚓的中毒及死亡情
况，及时清除死亡的蚯蚓，计算14 d-LC50值，评价该
药剂对赤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
1.4 数据处理分析及毒性评价
采用Probit回归方法计算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

对4种非靶标生物的LC50值和LD50值。毒性评价依据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18-22] 中的标准，
评价药剂对意大利工蜂、家蚕、斑马鱼、赤子爱胜蚯

蚓的毒性等级。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意大利工蜂的急性毒性
本研究分别测定了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意

大利工蜂的急性经口毒性，结果发现药剂处理后
24 h，高浓度处理组意大利工蜂出现轻微中毒症状，
少量中毒意大利工蜂出现激烈飞行，然后行动逐渐
变缓、静止趴着不动，而低浓度处理组未出现中毒
和死亡现象。48 h后，各浓度处理组意大利工蜂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和死亡，中毒症状和死亡
率与药剂浓度成正比，中毒意大利工蜂身体出现颤
抖、抽搐、蜷缩现象，翅膀呈“一”或“V”字形展开，同
时腹部出现发黑现象，而试验过程中对照组均未出
现死亡。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意大利工蜂的48 h
急性经口毒性LD50值分别为6.51和9.12 μg/蜂（表1）。
根据试验准则中农药对蜜蜂的毒性等级划分标
准[18]，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意大利工蜂的急性经
口毒性等级均为中毒。

2.2 对家蚕的急性毒性
本研究分别测定了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家

蚕的急性毒性，结果发现处理组家蚕经浸渍桑叶给
药24 h，家蚕未出现明显的中毒症状，和对照组相比
差异不大。给药48 h后高浓度组家蚕出现头部翘起、
取食减少，少量家蚕出现吐液、死亡情况，而低浓度
处理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未出现死亡。给药96 h
后高浓度组家蚕出现吐液、体缩及死亡现象，低浓
度处理组家蚕出现拒食现象，部分家蚕还出现晃
头、扭曲挣扎、假死现象，少量家蚕死亡，而试验过
程中对照组家蚕均未出现死亡现象。噻呋酰胺和环
酰菌胺对家蚕的急性毒性96 h-LC50值分别为375.51
和5 802.32 mg/L（表2）。根据试验准则中农药对家蚕
的毒性等级划分标准[19]，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家
蚕的急性毒性等级为低毒。

药剂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LD50/

(μg·蜂 -1)
毒性
等级

噻呋酰胺 y=3.336 1x＋2.285 9 0.912 0 6.51 中毒

环酰菌胺 y=1.976 6x＋3.102 8 0.923 6 9.12 中毒

表 1 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意大利工蜂的 48 h 急性毒性

药剂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LC50/

(mg·L-1)
毒性
等级

噻呋酰胺 y=1.908 5x＋0.085 9 0.997 5 375.71 低毒

环酰菌胺 y=2.525 4x-4.504 6 0.968 6 5 802.32 低毒

表 2 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家蚕的急性毒性（9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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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LC50/

(mg·L-1)
毒性
等级

噻呋酰胺 y=2.731 2x＋3.717 5 0.988 4 2.95 中毒

环酰菌胺 y=3.116 6x＋3.818 6 0.947 4 2.39 中毒

表 3 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96 h）

药剂 回归方程
相关
系数

LC50/
[mg·(kg干土)-1]

毒性
等级

噻呋酰胺 y=2.451 7x-0.479 2 0.957 6 171.73 低毒

环酰菌胺 y=3.465 6x-3.953 8 0.962 1 383.37 低毒

表 4 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赤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14 d）

2.3 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
本研究分别测定了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斑

马鱼的急性毒性，结果发现随着药剂浓度的增加和
染毒时间的延长，斑马鱼的中毒症状和死亡率呈逐
渐增加趋势。高浓度药剂对斑马鱼的影响较大，斑
马鱼在接触药剂短时间内活动出现异常，表现为快
速游动、时而窜动等中毒症状，随后表现为反应迟
缓、游速减慢、侧翻、鳃部发红、鱼体发白、腹部肿大
并沉于水底。低浓度处理组斑马鱼中毒症状出现缓
慢并出现少量死亡，而对照组未出现死亡现象。噻
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96 h-LC50

值分别为2.95和2.39 mg/L（表3）。根据试验准则中农
药对鱼类的毒性等级划分标准[20]，噻呋酰胺和环酰
菌胺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等级为中毒。

2.4 对赤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
本研究分别测定了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赤

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结果发现空白对照组赤子
爱胜蚯蚓活动正常，无死亡现象，药剂处理组出现
不同程度的死亡，死亡率与药剂浓度和暴露时间呈
正相关，低浓度药剂对赤子爱胜蚯蚓影响不大。赤
子爱胜蚯蚓在处理组土壤中暴露7 d后，高浓度处理
组中的部分赤子爱胜蚯蚓出现身体溃烂、体液渗出
等中毒症状，存活的赤子爱胜蚯蚓出现身体缩短变
细、活动少、爬行困难、环带膨大等中毒症状，而低
浓度处理组中的赤子爱胜蚯蚓与对照组变化不大。
在毒土中暴露14 d后，中毒症状逐渐加深，死亡率增
加，高浓度处理组中的赤子爱胜蚯蚓出现身体断
裂、溃烂等症状，而低浓度处理组中的赤子爱胜蚯
蚓出现少量死亡，身体变软。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
对赤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14 d-LC50值分别为
171.73和383.37 mg/kg干土（表4）。根据试验准则中
农药对蚯蚓的毒性等级划分标准[21]，噻呋酰胺和环
酰菌胺对赤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等级为低毒。

3 讨 论

施药技术的落后和农药的不合理使用，致使大
量农药进入环境中，对非靶标生物带来了巨大的风
险。开展农药对非靶标生物的安全性评价是农药开
发与应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急性毒性试验操作简
单、快速，可在短时间内确定农药对非靶标生物的
毒性高低，为慢性毒性试验和药剂使用提供依据和
参考。
蜜蜂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授粉昆虫，经口毒

性试验可模拟田间施药后蜜蜂觅食受污染花粉的
情况，反映污染物对蜜蜂的毒性大小。本研究中发
现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意大利工蜂的急性经口
毒性等级均为中毒，因此，在药剂使用时，应尽量避
开养蜂区、开花期或者选择在无风或微风天气施
药，避免药剂飘移对蜜蜂产生毒害。农药除了对蜜
蜂会产生直接毒杀作用外，亚致死剂量还会干扰蜜
蜂的行为，如觅食、飞行和方向感等。张宝兰等[22]发
现低浓度阿维菌素会减弱蜜蜂的趋光性，造成蜜
蜂的爬行、飞行等运动能力不可逆的损伤。本试验
发现中毒意大利工蜂出现激烈飞行且无方向感、觅
食降低、活动减弱等现象。

家蚕是重要的经济昆虫，桑叶在生长过程中容
易受到周围农业生态环境和桑园自身防治病虫害
所用农药的污染，导致家蚕急性或慢性中毒事件时
有发生，这桑业造成一定的损失[23]。本试验中发现噻
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家蚕的急性经口毒性等级均
为低毒，说明其对家蚕安全。农药除对家蚕产生直接
影响外，低浓度农药还会造成家蚕慢性中毒，影响家
蚕的生长发育、生理代谢和经济性状，如眠蚕体重、
全茧量、茧层量、茧层率、结茧率和化蛹率等[24-25]。本
试验对96 h处理未死亡的家蚕换为健康桑叶继续饲
养，发现家蚕结茧率、化蛹率、茧层量等指标均低于
空白对照，说明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会引起家蚕中
毒，在药剂使用时应当注意施药浓度、次数、安全
间隔期等，避免慢性毒性的产生。
鱼类种群是水生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斑

马鱼是开展农药对鱼类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试验
的重要生物材料，可以反映农药进入水体的风险程
度。本试验中发现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斑马鱼的急
性毒性等级均为中毒，这与沈艳、杨阳等[26-27]研究结
果一致，二者均发现噻呋酰胺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
为中毒。因此，在药剂配制时应尽量避开河道或沟
渠，同时药剂施用时应尽量远离水源，严禁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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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的农药包装品丢弃至河道或沟渠。相同的农药有
效成分，不同的剂型种类对斑马鱼的毒性存在差
异，24%噻呋酰胺悬浮剂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为低
毒，而本试验中发现96%噻呋酰胺原药对斑马鱼的
急性毒性为中毒。张国福等[28]发现不同剂型苯醚甲
环唑和嘧菌酯及其原药对斑马鱼的急性毒性存在
差异，毒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原药、悬浮种衣剂、悬浮
剂、水分散粒剂，说明经过剂型加工后可以降低药
剂对斑马鱼的毒性，故在噻呋酰胺和环酰菌胺的剂
型加工过程中可适当考虑向水分散粒剂或其他缓
释性剂型方向发展。
蚯蚓作为土壤中的主要非靶标动物，对土壤富

集营养和有机物、无机物的分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29]。蚯蚓对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常作为模式生物用
于土壤污染监测[30]。农药是土壤污染物的重要来源，
蚯蚓可通过皮肤直接接触或取食土壤中受污染的
食物而接触农药，从而引起蚯蚓死亡或影响其生
长。蚯蚓急性毒性的测定方法主要有滤纸接触法、
人工土壤法、饲喂法、注射法、浸入法、点滴法、强迫
摄食法和自然土壤法等，人工土壤法为开展化学品
对蚯蚓急性毒性试验的标准方法[31]。本研究发现噻
呋酰胺和环酰菌胺对赤子爱胜蚯蚓的急性毒性
等级为低毒，14 d-LC50值分别为171.73和383.37
mg/kg干土，远高于国标标准（低毒14 d-LC50值＞10
mg/kg干土）。施海燕等[32]测定了噻呋酰胺在南京黄
棕壤、东北黑土、江西红壤中的降解，其半衰期分别
为9.4、17.8和20.1 d；许振岚等[33]测定了环酰菌胺在
红壤和水稻土中的降解，其半衰期分别为0.63和
5.06 d。以上结果表明2种药剂均为易降解药剂，在土
壤中的残存期短，对蚯蚓的安全性较好。
开展农药对非靶标生物的急性毒性试验可在

较快时间内获得农药对非靶标生物的安全性数据，
对农药的环境安全性评价和药剂使用具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有关2种药剂对4种非靶标生物的慢性毒性
还未知，本团队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继续开展慢性
毒性试验，以期为2种药剂的使用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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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含6-氯-烟酸吡啶基的代谢物，经甲基叔丁醚萃
取浓缩，正己烷复溶，N-甲基-N-(三甲基硅烷)三氟
乙酰胺（MSTFA）衍生为6-氯烟酸三甲基硅酯。通过
最终衍生物质谱分析，并采用GC-MS/MS测定，对
吡虫啉在平菇中的平均回收率为86%～95%，相对
标准偏差为1.7%～4.8%。本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
操作简单方便、高效准确，适用于平菇中吡虫啉及
其含6-氯-吡啶基代谢物的残留总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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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浓度/
(mg·kg-1)

平行
测定浓度/
(mg·kg-1)

回收率/
%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0.02

1 0.017 9 90

86 4.8

2 0.017 6 88

3 0.017 7 89

4 0.016 0 80

5 0.016 9 85

0.05

1 0.044 1 88

86 3.1

2 0.042 1 84

3 0.044 5 89

4 0.041 4 83

5 0.044 0 88

0.5

1 0.482 96

95 1.7

2 0.466 93

3 0.478 96

4 0.467 93

5 0.475 95

表 2 吡虫啉加标平均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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