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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菌素B2a衍生物类皮雷菌素对
草地贪夜蛾的室内毒力

林海蔚，韩慧霖，罗 茵，马千里，张志祥*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广州 510642）

摘要：【目的】测定不同浓度的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的生物活性，为草地贪夜蛾的绿色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于室内用不同浓度（0、0.25、0.50、1.00、2.00和4.00 mg/L）类皮雷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叶片分别喂食10头草

地贪夜蛾2龄幼虫，3次重复；于处理前和处理后24、48 h测量幼虫的体重、体长等指标，观察记录幼虫的死亡情况，研

究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生长的影响。【结果】在室内条件下，用不同浓度的类皮雷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

叶片喂食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24和48 h后，2龄幼虫的死亡率随药液浓度的增大而上升，其中4.00 mg/L类皮雷菌素药

液处理24 h后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体长增长率为-1.06%、体长增长抑制率为120.88%、平均取食叶面积为4.67 mm2、

取食抑制率为39.13%，处理24和48 h后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体重增长抑制率分别为19.03%和56.07%。【结论】类皮

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的体长、体重和取食量均有抑制作用，在草地贪夜蛾的防控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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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
da）隶属于夜蛾科灰翅夜蛾属（Fotso et al.，2019），别

称秋行军虫、秋粘虫，是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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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bioactivity of lepimectin analogue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gainst Spodop-
tera frugiperda，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green control of S. frugiperda.【Method】Indoor bioactivity was measu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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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发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害虫（苏艳，2019）。2019

年1月该种自缅甸入侵我国云南省，至2019年10月，

全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38个县发现其

危害（姜玉英等，2019）。草地贪夜蛾幼虫食性广，可

取食超过76个科的350种植物，其中主要取食玉米和

甘蔗等高秆作物心叶（Kansiime et al.，2019），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受灾严重时可造成绝产。草地贪

夜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研究其防控

措施对保障入侵地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

研究进展】在草地贪夜蛾入侵后，国内外学者对其进

行了深入研究。刘毅（2019）研究发现，草地贪夜蛾

幼虫的形态特点为末端腹节部背面有4个呈正方形

排列的黑点，3龄后头部可见倒“Y”形纹；也有研究

将草地贪夜蛾成虫与其他常见夜蛾如斜纹夜蛾的形

态进行比较（郭井菲等，2019）。在草地贪夜蛾的防

治方面，宋洁蕾等（2019）选用我国登记靶标为鳞翅

目的26种农药对草地贪夜蛾进行了室内毒杀效果试

验，认为3%甲维盐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的效果

最好，可作为草地贪夜蛾田间应急防治的首选药剂；

天敌包括七星瓢虫（孔琳等，2019a）、多色瓢虫和异

色瓢虫（孔琳等，2019b）等对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均

有较大的捕食量。其他的生物防治方法包括微生物

农药（彭国雄等，2019）和植物源农药（陈利民等，

2019）。国外学者研究表明草地贪夜蛾已对许多杀

虫剂产生了抗药性（Gutierrez-Moreno et al.，2019），

2000年以前防治草地贪夜蛾主要依赖喷施传统化

学杀虫剂（有机磷、氨基甲酸酯和拟除虫菊酯类杀

虫剂），部分田间种群对这3类药剂产生了抗药性（王

芹芹等，2019）。本研究所用的原药为阿维菌素的衍

生物——类皮雷菌素，目前在国内尚未推广应用，但

已有类皮雷菌素的合成研究（李娇等，2018）。阿维

菌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 avermitilis）MA-4680

（NRRL8165）提取出的一组由8个结构相近的同系

物组成的混合天然产物，其中包括A1a、A1b、A2a、A2b、

B1a、B1b、B2a和B2b等8个同系物（Mrozik et al.，1989）。

阿维菌素及其衍生物性质特殊、活性高，是具有发展

前景的新型、高效生物农药。但昆虫对阿维菌素的

抗药性逐年增强，因此许多研究以阿维菌素为母核，

对其多个可修饰位点进行衍生化从而研发新的杀虫

药（万玥和陆皞然，2017），目前对B1位点进行修饰并

且已经商品化的农药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对B2位点进行修饰得到了高效生物杀虫剂Bt-AVM

（向华平，2018），其杀虫谱扩大了5个目。【本研究切

入点】目前我国尚无登记注册防治草地贪夜蛾的化

学农药（赵胜园等，2019），需要寻找安全高效的农药

对草地贪夜蛾进行防治。【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

浸叶法测定阿维菌素B2a衍生物——类皮雷菌素对

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生物活性，研究类皮雷菌素对

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生长的影响，为我国草地贪夜蛾

的综合防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供试昆虫 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

紫西村（东经113°25 ′，北纬23°49 ′）采集草地贪夜蛾

健康高龄幼虫，在玉米叶片上产卵后于华南农业大

学天然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用人工

饲料喂养，饲养温度（25±2）℃，相对湿度（60±10）%，

光周期L∶D=16 h∶8 h。取F1代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

供试。

1. 1. 2 供试植物 供试玉米采于华南农业大学标

本园，品种为华美甜168，处于喇叭口期，植株长势均

匀且试验前及试验过程中未喷洒任何杀虫剂。试验

时剪取玉米植株上部新叶。

1. 1. 3 试验药剂 试验所用原药为75.5%类皮雷

菌素，由华南农业大学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提供。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根据预备试验结果，试验共设

5个浓度梯度：取0.1060 g 75.5%类皮雷菌素溶于

70%丙酮水溶液，于100 mL容量瓶中用70%丙酮水

溶液定容，配置成800 mg/L的母液，以此母液浓度用

70%丙酮水溶液稀释成为0.25、0.50、1.00、2.00和

4.00 mg/L类皮雷菌素溶液，以70%丙酮水溶液为空

白对照。

1. 2. 2 试验方法 采用浸叶法（吴益东等，2001）

测定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的杀虫活性。将新鲜

洁净的玉米叶剪成约3 cm×5 cm叶片，分别将叶片

完全浸于不同浓度的类皮雷菌素溶液中10 s后取

出，待叶面干透后，置于培养皿（φ=10 cm）中，培养

皿底部铺滤纸片保湿，放入饥饿处理6 h的10头草地

贪夜蛾2龄幼虫，每处理3次重复。试验期间每日更

换新鲜洁净的玉米叶片，待幼虫长至3龄时将每头幼

虫单独饲养。试验光周期及温湿度同饲养条件。

处理前用天平称量各组幼虫的总体重，并拍摄

照片用于测量处理前体长。处理后24和48 h观察记

录幼虫的死亡情况，当用软毛笔轻触幼虫5 s内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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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运动时认定其为死亡，记录试虫死亡总数，计算

死亡率，称量各组幼虫的总体重，并拍摄照片测量处

理后体长。草地贪夜蛾的取食量通过拍照后使用

Photoshop测量被取食叶片面积。

1. 2. 3 调查方法 毒杀活力测定：观察每个培养

皿中草地贪夜蛾的存活情况并记录死亡数，计算死

亡率和校正死亡率。死亡率（%）=死虫数/供试虫

数×100；校正死亡率（%）=（处理组死亡率-对照组死

亡率）/（100-对照组死亡率）×100。

得到校正死亡率的机率值，进行毒力回归计算。

生长影响测定：测量草地贪夜蛾的体重、体长

和取食量，计算相关指标。体长增长率（%）=（试验

后体长-试验前体长）/试验前体长×100；体重增长率

（%）=（试验后体重-试验前体重）/试验前体重×100；

体重增长抑制率（%）=（对照组体重-试验组体重）/

对照组体重×100；体长增长抑制率（%）=（对照组体

长-试验组体长）/对照组体长×100；取食抑制率（%）=

（对照组取食叶面积-试验组取食叶面积）/对照组取

食叶面积×100。

1. 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6整理统计室内毒力数据并用

Graphpad Prism 8作图，采用Digimizer Version 4.3.4

测量体长、Adobe Photoshop CS6测量被取食叶片面

积，运用DPS 7.05的Turky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毒杀活性

测定结果（表1）显示，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

蛾2龄幼虫处理后24和48 h的致死中浓度（LC50）分别

为1.84和0.84 mg/L。

处理后时间（h）
Post-treatment time
24
48

毒力回归方程
Toxic regression equation

y=4.5630+1.6478x
y=5.1438+1.9135x

LC50

（mg/L）
1.84
0.84

95%置信限
Confidence limit of 95%

1.26~2.70
0.64~1.11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9598
0.9886

表 1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LC50

Table 1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LC50 of lepimectin analogue against 2nd larvae of S. frugiperda

图 1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室内毒杀活性
Fig.1 Indoor toxic activity of lepimectin analogue against 2nd

instar larva of S. frugiperda
同一处理时间曲线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浓度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图2和图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t the same treatment time curve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and Fig.3

由图1可看出，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

虫具有良好的毒杀活性，随着剂量的增加和处理

时间的延长，毒杀活性提高。0.25、0.50、1.00、2.00和

4.00 mg/L类皮雷菌素浸叶喂食24 h后，草地贪夜蛾

2龄幼虫的平均校正死亡率分别为10.00%、16.67%、

30.00%、40.00%和80.00%，校正死亡率随药液浓度

增大而上升，处理间差异显著（P=0.0001）；处理后

48 h，0.25、0.50、1.00、2.00和4.00 mg/L类皮雷菌素处

理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平均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18.52%、33.33%、48.15%、74.07%和92.59%，校正死

亡率随药液浓度增大而升高，处理间差异显著（P=

0.0001）。表明低剂量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

幼虫具有良好的杀虫活性。

2. 2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体长的影响

由表2可看出，使用经0.25、0.50、1.00和2.00 mg/L

类皮雷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叶片喂食草地贪夜蛾

2龄幼虫24 h后，其体长增长率分别为4.61%、4.54%、

4.50%和0.81%，在浓度为4.00 mg/L时幼虫体长受到

抑制，其体长增长率为-1.06%，可见随着类皮雷菌素

药液浓度增大草地贪夜蛾幼虫的体长增长率下降，

较高浓度还产生负增长的趋势，处理间差异显著（P=

0.0009）；以0.25、0.50、1.00、2.00和4.00 mg/L类皮雷

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叶片喂食草地贪夜蛾2龄

幼虫 24 h 后的体长增长抑制率分别为 9.40%、

10.64%、11.43%、84.10%和120.88%，其中0.25、0.50

和1.00 mg/L处理后的草地贪夜蛾体长增长抑制率

与对照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0.6288），2.00 mg/L处

理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417）。表明类皮

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的体长增长有抑制作用，随着

药液浓度增大对草地贪夜蛾体长的抑制程度增强。

2. 3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体重的影响

由图2可知，使用经0.25、0.50、1.00、2.00和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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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类皮雷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叶片喂食草地

贪夜蛾2龄幼虫24 h时，幼虫的体重增长率分别为

12.50%、9.90%、9.23%、-9.17%和-11.73%，处理组间

差异显著（P=0.0002），随着药液浓度增大草地贪夜

蛾的体重增长率下降，浓度大于约1.40 mg/L时产生

负增长趋势。处理后48 h时，0、0.25、0.50、1.00、2.00

和4.00 mg/L类皮雷菌素处理草地贪夜蛾2龄幼

虫的体重增长率分别为19.67%、10.00%、-0.63%、

- 7.80%、- 28.35%和 - 50.10%，处理间差异显著（P=

0.0001），表现为随药液浓度增大体重增长率下降。

表明类皮雷菌素抑制了草地贪夜蛾的生长。

由图3可知，使用经0.25、0.50、1.00、2.00和4.00

mg/L类皮雷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叶片喂食草地

贪夜蛾2龄幼虫24 h后，其体重增长抑制率分别为

0、-2.23%、3.17%、12.07%和19.03%，处理间差异显

著（P=0.0329），表现为浓度越高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

虫体重的抑制作用越明显；48 h后对草地贪夜蛾2龄

幼虫的体重增长抑制率分别为 6.67%、10.06%、

21.80%、33.93%和56.07%，抑制作用显著增强（P=

0.0001）。表明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的体重增

长有抑制作用，其中以4.00 mg/L类皮雷菌素的抑制

效果最好。

2. 4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取食量的

影响

由表3可知，使用经0.25、0.50、1.00、2.00和4.00

mg/L类皮雷菌素药液浸泡过的玉米叶片喂食草地

贪夜蛾2龄幼虫24 h后，草地贪夜蛾的平均取食量分

别为6.50、6.33、6.00、5.33和4.67 mm2，表明类皮雷菌

素具有抑制草地贪夜蛾进食的作用，药液浓度越

高抑制效果越好；其取食抑制率分别为15.22%、

17.39%、21.74%、30.43%和39.13%，随药液浓度增

大，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的取食抑制率也随之

升高，进一步说明类皮雷菌素可抑制草地贪夜蛾的

取食。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阿维菌素B2a衍生物类皮雷菌

素对草地贪夜蛾幼虫具有较高的毒杀活性，较低浓

度即可产生较好的毒杀效果，随着药液浓度的增加，

草地贪夜蛾的体长、体重和平均取食量均受抑制。

传统的阿维菌素对鳞翅目幼虫的毒杀作用较慢，而

类皮雷菌素有较好的速效性，其可能原因为改造了

阿维菌素B2的某个位点从而提高了活性。试验除了

测定草地贪夜蛾死亡率外，同时测定了草地贪夜蛾

浓度（mg/L）
Concentration

0
0.25
0.50
1.00
2.00
4.00

药前平均体长（mm）
Average body length

before treatment
1.51±0.08
1.39±0.06
1.40±0.08
1.54±0.06
1.63±0.06
1.60±0.01

药后24 h平均体长（mm）
Average body length
24 h after treatment

1.59±0.08
1.45±0.07
1.46±0.09
1.61±0.07
1.64±0.04
1.58±0.04

体长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body length
5.09±1.12a
4.61±0.92ab
4.54±0.15ab
4.50±0.59ab
0.81±0.51bc
-1.06±1.68c

体长增长抑制率（%）
Growth inhibition
rate of body length

0c
9.40bc
10.64bc
11.43bc
84.10ab
120.88a

表 2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体长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lepimectin analogue on body length of 2nd 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图 2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体重增长率的影响
Fig.2 Growth rate of weight in 2nd 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

da after treatment with lepimectin analogue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浓度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P<0.05）

图 3 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体重增长抑制率的
影响

Fig.3 Inhibition rate of weight growth in 2nd 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after treatment with lepimectin an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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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

的体重、体长和平均取食量，进一步阐明了类皮雷菌

素对草地贪夜蛾生长的影响。阿维菌素B2干扰昆虫

神经生理活动，刺激释放γ-氨基丁酸，抑制节肢动物

的神经传导，从而阻碍生物正常活动，幼虫会因此产

生拒食作用（徐汉虹等，2005），体重、体长和平均取

食量的变化均体现出类皮雷菌素抑制了草地贪夜蛾

的取食，阻碍了草地贪夜蛾的正常生长，从而对作物

具有保护作用。

本研究供试药剂为新型杀虫剂阿维菌素B2a衍

生物类皮雷菌素（Pitterna et al.，2009），尚未在我国

市场投入使用。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部推出了25种防

治草地贪夜蛾的应急农药，其中包括由阿维菌素B1

合成的杀虫剂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有学者对

多种常用杀虫剂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阿维菌素和

甲维盐的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防效测定。研究发

现，1.8%阿维菌素微乳剂对草地贪夜蛾初孵幼虫的

毒杀活性较好，校正死亡率达100%，3龄幼虫的校正

死亡率低于30%（鲁艳辉等，2019）；3%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的毒杀

效果较好，校正死亡率达100%（宋洁蕾等，2019）；

5%甲维盐微乳剂在田间施用7 d后虫口减退率达

90%（赵胜园等，2019）。对比以上研究可发现，本研

究采用的类皮雷菌素的室内毒力介于甲氨基阿维菌

素苯甲酸盐和阿维菌素之间，对草地贪夜蛾2龄幼虫

的毒杀效果较好。近年来，随着阿维菌素在农业生

产中的应用，阿维菌素中毒病例也逐渐增多，而研究

表明在阿维菌素的8个同系物中B1的杀虫谱最广，但

B2 对哺乳动物最友好，兼备安全和低毒的特点

（Shoop et al.，1995），其遇光易分解，在环境中降解

速度较快。本研究验证了类皮雷菌素对鳞翅目幼虫

具有良好的毒杀活性，在低剂量下对草地贪夜蛾也

有较好的毒杀活性，适合用于草地贪夜蛾的绿色防

治。但该药剂在田间的防效尚不明确，因此未来需

要进一步进行田间试验。

4 结论

阿维菌素B2a衍生物类皮雷菌素对草地贪夜蛾

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对草地贪夜蛾的体长、体重和

取食均有抑制作用，在草地贪夜蛾的防控中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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