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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特异性杀虫剂对家蚕的毒性评价 

及中毒症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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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食下毒叶法，测定6种农药对家蚕的急性毒性，结果表明，阿维菌素、多杀菌素对家蚕96  h的  LC50分 

别为0.002 0，0.089 1 mg/L，属剧毒级农药；烟碱的LC50为7.260 4 mg/L，属高毒级农药；苦参碱、狼毒素和苏云 

金杆菌LC50均大于200  mg/L，属低毒级农药。通过观察家蚕中毒症状，毒性较高的杀虫剂中毒症状较明显，得出 

结论阿维菌素、多杀菌素及烟碱不适合在桑园及周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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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y Evaluation of Six Pesticides on Bombyx mori and Observation 
of Toxic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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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ute  toxicities  of 6  pesticides  to  silkworm, Bombyx mori, were evaluated  in  laboratory by 
using the leaf dipping method. The toxic symptoms of silkworms after treatment of pesticides were systematically 
observ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C50  of  Abamectin  and  Spinosad was  0.002  0  mg/L  and  0.089  1  mg/L, 
respectively, belonging to virulent toxicity grade. The LC50 of Nicotine is 7.260 4 mg/L, belonging to high toxicity 
grade. The LC50 of Matrine, neochamaejasmin, and Bacillus thuringiensis were more than 200 mg/L, belonging to 
low  toxicity  grade.  Pesticides  of  virulent  and  high  toxicity  grade  are  forbidden  to  be  used  in  silkworm  rear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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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Bombyx mori)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昆虫，是 

农业生态系统中对农药十分敏感的昆虫，同时也是 

我国农药登记中所列环境生态的非靶标生物之一。 

蚕业生产中，因农药污染桑叶而导致家蚕中毒的事 

件时有发生 [13] 。近年来，农业生态安全已被放置在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位置，关于农药对非靶标生 

物家蚕毒性评价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47] ， 试验条件和 

方法也在不断改进 [811] 。随着新农药及其混剂的不 

断推出，及时评价这些药剂在蚕区桑园及附近农田 

中使用对养蚕业的风险，对保障我国蚕业生产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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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发展十分重要。 

农药对家蚕的安全性需要考虑农药急性毒性、 

安全用药间隔期、慢性毒性和传染性，本文从农药 

对家蚕急性毒性方面入手，研究几种特异性杀虫剂 

的急性毒性。这些特异性杀虫剂具有专一的靶标， 

这种特性也往往会被误解为其只作用于害虫，而对 

非靶标生物的影响比较小。本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颁布的“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遵照 

国家环境保护局颁布的“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 

验准则”的要求 [12] ，采用食下毒叶法测定了6种药 

剂对家蚕的急性毒性，为农药环境毒性评价、农药 

的登记注册和桑树病虫害防治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家蚕和桑树品种 

供试家蚕品种为春·蕾×镇·珠，购自山东广 

通蚕种集团有限公司。 

供试桑树为处于桑叶盛产期的4年生桑树。 
1.2  供试药剂 

阿维菌素(abamectin，5%EC)、多杀霉素(spin 
osad，80%WP)、烟碱(nicotine，10%EC)、苦参碱 
(matrine，3%EW)、狼毒素(neochamaejasmin，50% 
TK)、 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7 000 IU/mg 
TC)，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生物技术研究测试中心 

提供。 
1.3  试验方法 

采用国家《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推荐的食下毒叶法 [1214] ，并略作改动。在预试明确 

药剂有效浓度范围的基础上，将药剂用水稀释成 
5~7个系列浓度，从桑树上采集第2、3片健康的叶 

片，擦干净叶面上的尘土等杂物，用不同浓度的药 

液定量浸渍桑叶，以10 mL药液浸渍5 g桑叶，并且 

尽量使药液均匀浸在桑叶上，浸叶时间控制为10 s。 

自然晾干后放入直径15  cm培养皿内，每皿接入20 
头家蚕2龄第2天幼虫（3个重复共计60头）。以清水 

浸桑叶为空白对照组，如果有助溶剂还需要做溶剂 

对照。处理后的试虫置于26 ℃恒温养虫室内（保持 

相对湿度80%±5%），连续喂食染毒桑叶96 h，分别 

于24 h、48 h及96 h检查死亡、存活家蚕头数，并连 

续观察记录存活个体中毒症状。对照组死亡率小于 
10%的试验为有效试验。 
1.4  毒性评价依据 

计算死亡率、校正死亡率，用SPSS 12.0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求出各药剂对家蚕的LC50值 

及95%置信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化学 

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农药对家蚕 96  h的 

急性毒性按  LC50 的大小划分为  4 个等级：低毒性 
(LC50>200 mg/L)； 中等毒性(20 mg/L<LC50≦200 mg 
/L)；高毒性(0.5 mg/L<LC50≦20 mg/L)；剧毒（LC50 

≦0.5 mg/L）。 

2  结果与分析 

2. 1  6种杀虫剂对家蚕的急性毒性 

由表 1 看出，阿维菌素、多杀菌素对家蚕 96 h 
的  LC50 分别为 0.002 0、0.089 1 mg/L，属剧毒级； 

烟碱的  LC50 为 7.260 4 mg/L，属高毒级；苦参碱、 

狼毒素和苏云金杆菌 LC50 均大于 200  mg/L，属低 

毒级。抗生素类的阿维菌素和多杀菌素，植物性的 

烟碱，对家蚕都属高风险农药，应远离桑园使用。 

表 1    6种杀虫剂对家蚕的急性毒性(96 h) 
药剂名称 毒力回归方程  LC50/(mg∙L 1 ) (95%置信区间) 

阿维菌素  y=4.656 2+1.729 2x  0.002 0 (0.001 6~0.002 6) 

多杀霉素  y=2.808 4+2.674 6x  0.089 1 (0.076 1~0.103 6) 

烟碱  y=﹣2.203 6+2.559 4x  7.260 4 (6.208 0~8.584 4) 

狼毒素  y=﹣12.904 0+3.854 8x  2 226.134 0 (1 993.455 0~2 593.814 8) 

苦参碱 ＞1 200* 

苏云金杆菌 ＞8 000* 

注：带*号的数据表示 LC50 大于此数值，因为受药剂的浓度、稀释倍数所限等原因，无法得出精确的结果。 

2.2  6种杀虫剂处理家蚕后的中毒症状 表 2 表明，不同的药剂处理家蚕后，其中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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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各异，同类药剂之间也无规律可循。但多数对家 

蚕毒性较高的药剂，其急性中毒表现都有吐液、头 

胸部肿大等症状；同为抗生素类的阿维菌素和多杀 

菌素染毒的家蚕，前者有拒食现象，后者则无。 

表 2    6种杀虫剂处理家蚕后的中毒症状 

药剂名称 吐液 拒食 摆头  C、S形 体缩 头胸部肿大 其他 

阿维菌素  √  √  √  √  体僵直 

多杀霉素  √  √  √  √  翘尾 

苦参碱  √  √  体褐 

狼毒素  √  √  体软，静卧 

苏云金杆菌  √  √  体软，体黑 

烟碱  √  √  √  体软，体缩 

3  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2 中杀虫剂阿维菌素 5% EC、 

多杀霉素 80% WP对家蚕的毒性高， 有极高风险性， 

烟碱 10% EC 对家蚕毒性中等，有中等风险性，苦 

参碱、狼毒素、苏云金杆菌与其他药剂相较对家蚕 

的急性毒性较小，风险较小。因此，在桑园使用杀 

虫剂防治害虫时，应避免使用阿维菌素、多杀霉素 

和烟碱 3个杀虫剂，尽量选择对家蚕风险性小的药 

剂，并注意各药剂的安全使用间隔期。在桑园周边 

环境中防治其他作物害虫时， 避免在有风天气施药， 

并应该提高施药技术，严格控制施药时间、施药量 

及施药时期，禁止在桑园周边配药和农药堆积。喷 

过高毒药剂的喷雾器应清洗干净后再使用，以免给 

家蚕饲养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低毒级的农药烟碱、 

苦参碱及狼毒素虽然对家蚕的急性毒性较小，但也 

可引起少数个体中毒，故其安全性只是相对于一般 

杀虫剂较高，具体使用时也应该谨慎。 

本试验还较系统观察了家蚕对 6 种特异性杀虫 

剂的急性中毒症状。阿维菌素和多杀菌素引起的家 

蚕中毒症状较为突出，易于辨别；狼毒素和苏云金 

杆菌引起的家蚕中毒症状较轻微，辨别起来有一定 

难度。中毒症状观察不仅为鉴别家蚕饲养中的异常 

表现和农药中毒提供了依据，也能根据家蚕中毒症 

状更准确地分析桑叶受农药污染的原因，有利于指 

导家蚕安全生产，对保证我国养蚕业安全发展，维 

护蚕农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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