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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醋液对印楝素 A 和咪鲜胺光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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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竹醋液可用于农药增效剂，为探讨竹醋液对农药光解的影响，以高压汞灯为光源，研究竹醋液对印楝
素 A 和咪鲜胺在玻片表面和水中的光解作用，以超高效液相色谱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在水中和玻片表面，竹醋
液对 2 种农药的光解均有光猝灭作用。在玻片表面，竹醋液使咪鲜胺和印楝素 A 的光解半衰期延长至 5.73 min 和
4.13 min，分别是空白对照的 2.2 倍和 1.4 倍。和对照相比，竹醋液能延长水中咪鲜胺和印楝素 A 的光解半衰期 3.9
倍和 2.4 倍。稀释 30 倍的竹醋液相当于浓度为 57.45 mg·L-1 的化学抗光剂对氨基苯甲酸对印楝素 A 的抗光效果。
竹醋液能显著延长供试农药光解的半衰期，有望作为农药助剂在易光解农药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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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amboo vinegar on photodegradation of azadirachtin A and prochloraz
SONG Li, WANG Jin, MA Xiaojiang, ZHANG Yaoyao, WU Gang, TANG Feng, YUE Yongde
(SFA Key Laboratory of Bamboo and Ratt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amboo and Rattan, Beijing 100102)

Abstract: Bamboo vinegar has been used as a synergist in some pesticides. The effect of bamboo vinegar on
photodegradation of azadirachtin A and prochloraz in water and on glass surface under high pressure mercury
lamp (HPML) was studied. The?analysis?of?pesticides was performed using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PLC). Results showed that bamboo vinegar exhibited photo-quenching effect on the photolysis of the
pesticid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10 times diluted solution of bamboo vinegar, the half-lives of prochloraz and
azadirachtin A on the glass surface were 5.73 min and 4.13 min, respectively. Their half-lives were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s. Additionally, the photolysis?of azadirachtin A and prochloraz in diluted
bamboo vinegar?was prolonged for 2.4-fold?and 3.9-fold compared to those in?distilled water.? As to azadirachtin
A, the photoprotection?effect?of 30 times diluted solution of bamboo vinegar for azadirachtin A was equivalent?to?the?effect?of 57.45 mg·L-1 4-aminobenzoic acid (a kind of commercial light stabilizer). Overall, bamboo
vinegar can improve the photostability of pesticides in the aqueous solution or on the glass surface. Thus, bamboo
vinegar could be a promising?candidate as a light stabilizer agent in pesticide formulations.
Key words: photolysis; azadirachtin A; bamboo vinegar; half-life; prochloraz
竹醋液是竹炭加工的副产物，是竹材在热解过
程中产生的烟气经冷凝收集的棕褐色液体，有特殊
的烟熏味，含有丰富的酸类、酮类、醇类和酚类等
化学成分[1]。竹醋液具有抗氧化[2]、抑菌[3]和抗炎[4]
等生物活性。在生产上，竹醋液和农药按一定比例
混合使用可以发挥协同增效作用[5]。据报道，稀释
400 倍的竹醋液添加到 5%氟铃尿中，对于防治棉花

斜纹夜蛾具有显著增效作用，且施用农药剂量减少
一半[6]。竹醋液对杀菌剂咪鲜胺和戊唑醇也显示出
增效作用[7]。目前，竹醋液对农药的增效机理尚不
明确。
农药施用后，光解是其降解的重要方式之一[8]。
一些对光不稳定的农药，在光照下易分解，使药效
降低或失去活性，因此，在农药中添加光稳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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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延缓农药的降解，起到增效作用。在研究农药光
解作用时，发现许多物质可作为光稳定剂而延缓农
药的光解速度。欧晓明等报道，邻硝基氯苯、对硝
基苯酚能使硫肟醚的光解速率减慢，具有光猝灭效
应[9]。Nguyen 等研究表明，壳聚糖-蜂胶复合纳米乳
剂表现出对溴氰菊酯的光稳定作用[10]。王秋芬等研
究了不同稳定剂对印楝素的光稳定效果，其中对氨
基苯甲酸和水杨酸苯酯对印楝素的光稳定性有较大
改善[11]。
为明确竹醋液对农药的增效作用是否与农药的
光解有关，选择易光解的印楝素 A 和咪鲜胺为靶标
农药，其中，印楝素（azadirachtin）是世界公认的
植物源杀虫剂，具有高效、广谱、易降解和不易产
生抗药性等特点。印楝素属于四环三萜类，在光照
下易分解失活，因此限制了印楝素的应用[12]。咪鲜
胺（prochloraz）是一种高效广谱的咪唑类杀菌剂，
是一种低毒防腐保鲜剂，能够防治大田作物、水果
等植物上的多种病害[13-14]。作为重要的杀虫剂和杀
菌剂，印楝素 A 和咪鲜胺均存在易光解，造成持效
期短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分析了竹醋液对 2 种供
试农药在水溶液和玻片表面的光解影响，旨在为探
讨竹醋液对农药的增效机理提供参考，同时为竹醋
液作为农药助剂的应用提供基础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仪器：超高效相液相色谱仪（Agilent 1290），
配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和色谱柱（Eclipse plus C18，
2.1 mm×150 mm，1.8 µm）（美国 Agilent 公司）；
SGY-1 型多功能光化学反应仪（南京斯东柯电气设
备 有 限公 司）； 900X 型精 密 微量 点滴 仪 （英 国
Burkard 公司）；超纯水仪（美国 Pall 公司）；BP221S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d=0.0001）；Delta 320
pH 计（瑞士 Mettler-Toledo 公司）。
试剂：印楝素 A（纯度 95%）购于美国 Sigma
公司；咪鲜胺
（纯度 98.5%）
购于德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对氨基苯基酸（p-aminobenzoic acid，PABA）
（纯度≥99.0%）购于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甲醇和乙腈（色谱级）购于美国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竹醋液（竹醋蒸馏液，pH 2.4，无色透
明，总酸度 9%）购于江苏江阴中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2 标准溶液的配制
称取印楝素 A（14.0 mg）、咪鲜胺（9.7 mg）和
对氨基苯甲酸（10.0 mg）3 种标准品，分别于 1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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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瓶中，用甲醇定容，再逐级稀释至使用浓度。
1.3 超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1.3.1 咪 鲜 胺 检 测 条 件
流动相为乙腈和水
（70:30，V/V）；流速 0.25 mL·min-1 ；检测波长
204 nm；柱温 30 ℃；进样量 4 μL。
1.3.2 印楝素 A 检测条件 流动相为乙腈(A)和水
(B)，梯度洗脱程序：0～6 min，40% A；6～7 min，
40%～80% A；7～8 min，80%～40% A；8～9 min，
40% A；流速 0.25 mL·min-1；检测波长 215 nm；进
样量 2 μL。
1.4 在水溶液中竹醋液对咪鲜胺、印楝素 A 的光解
影响
1.4.1 竹醋液与咪鲜胺混合溶液制备 用超纯水稀
释不同倍数的竹醋液与咪鲜胺甲醇溶液混合，使咪
鲜胺的最终质量浓度为 5 mg·L-1，竹醋液的最终稀
释倍数分别 10 倍、50 倍和 200 倍。
1.4.2 竹醋液与印楝素 A 混合溶液制备 用超纯水
稀释不同倍数的竹醋液与印楝素 A 的水溶液混合，
使印楝素 A 的质量浓度为 5 mg·L-1，竹醋液的最终
稀释倍数分别为 30 倍、100 倍和 600 倍。
1.4.3 高压汞灯光照 分别取上述溶液 10 mL 于具
塞石英试管中，置于高压汞灯的光解仪内，距离光
源 10 cm，以冷水回流控制光源温度，光解仪内温
度为（25±1）℃，每处理重复 3 次，并设黑暗对照，
不同光照时间取样，样品过 0.22 μm 滤膜，待测。
1.5 在玻片表面竹醋液对咪鲜胺、印楝素 A 的光解
影响
1.5.1 竹醋液与咪鲜胺混合溶液制备 用甲醇将竹
醋液稀释至 10 倍、50 倍和 200 倍后，再以稀释后
的竹醋液为溶剂，配制浓度为 970 mg·L-1 的咪鲜胺
溶液。准确吸取 20 µL 均匀涂布在石英玻片上，待
溶剂挥干后，备用。
1.5.2 竹醋液与印楝素 A 混合溶液制备 用甲醇将
竹醋液稀释至 10 倍、50 倍和 200 倍后，再以稀释
后的竹醋液为溶剂，配制浓度为 1 400 mg·L-1 的印
楝素溶液。准确吸取 15 µL 均匀涂布在石英玻片上，
待溶剂挥干后，备用。
1.5.3 高压汞灯光照 将上述玻片用夹子固定后置
于旋转式光解仪内，照光时玻片距光源 10 cm，以
冷水回流控制光源温度，每处理重复 3 次，设黑暗
对照，不同光照时间取出玻片，玻片于 10 mL 甲醇
中超声提取 10 min，提取液过 0.22 μm 滤膜，待测。
1.6 对氨基苯甲酸（抗光剂）对印楝素 A 光解影响
配制印楝素 A 与不同浓度对氨基苯甲酸的混合
溶液，使印楝素 A 的最终质量浓度为 30 mg·L-1，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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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苯甲酸的最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30、100 和
600 mg·L-1。高压汞灯光照方法，同 1.4.3。
1.7 不同 pH 值对印楝素 A 光解的影响
竹醋液稀释 30 倍、100 倍、600 倍和 1 000 倍，
其 pH 值分别为 3.4、3.7、4.1 和 5.6。为明确 pH 值
对印楝素 A 光解的影响，
用磷酸和水配制成相应 pH
值的磷酸溶液，印楝素 A 在上述 pH 值的磷酸溶液
中照光，高压汞灯光照方法，同 1.4.3。
1.8 计算公式[15]
农药的光解，采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描述：
Ct=C0·e-kt
式中：k 为光解速率常数；C0 为农药的初始浓
度，Ct 为 t 时刻农药在溶液中的质量浓度（mg·L-1）。
当农药光解 50% 时，即 Ct=C0/2 时，所需的时间即
为光解半衰期，以 t1/2 表示，t1/2=ln2/k
差 异 显 著 性 分 析 是 用 统 计 软 件 （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在 P=0.05 时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邓肯显著性检验。

2

学

学

2017 年

报

结果与分析

2.1 检测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在优化后的色谱条件下，分别以 5 mg·L-1 的印
楝素 A 和咪鲜胺标准溶液为样品，连续进样 6 次，
对其峰面积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出印楝素 A 和咪鲜
胺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03%和 0.51%。
以添加回收的方式，进行方法准确度的评价。分别
在空白玻片上添加咪鲜胺或印楝素 A 的质量均为
10 µg、20 µg 和 50 µg，待溶剂挥干后，将玻片置于
10 mL 甲醇中超声提取 10 min，每个处理设 6 个重
复，检测结果表明，印楝素 A 和咪鲜胺在玻片上的
添加回收率在 92.30%～97.35%之间，相对标准偏差
范围为 0.63%～2.23%，因此，实验方法准确可靠。
2.2 竹醋液对水溶液中咪鲜胺光解的影响
咪鲜胺与不同浓度的竹醋液混合后，经高压汞
灯照光，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稀释倍数竹醋液对水溶液中咪鲜胺光解的影响
The effect of diluted bamboo vinegar on the photodegradation of prochloraz in aqueous solution

Table 1

竹醋液稀释倍数
Dilution
超纯水（Pure water）

一级动力学方程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Ct=5.1714e-0.146t

决定系数
R2
0.9876

速率常数 k/min-1
Rate constant
0.146

半衰期/min
Half-life
4.75a

200 倍（1:200 dilution）

Ct=4.9356e-0.082t

0.9958

0.082

8.45b

50 倍（1:50 dilution）

Ct=4.7302e-0.043t

0.9979

0.043

16.12c

10 倍（1:10 dilution）

-0.037t

0.9883

0.037

18.73d

Table 2

Ct=4.9451e

表 2 不同稀释倍数竹醋液对水中印楝素 A 的光解影响
The effect of diluted bamboo vinegar on the photodegradation of azadirachtin A in aqueous solution

竹醋液稀释倍数
Dilution
超纯水（Pure water）

一级动力学方程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Ct=3.7158e-0.155t

决定系数
R2
0.9011

速率常数 k/min-1
Rate constant
0.155

半衰期/min
Half-life
4.47a

600 倍（1:600 dilution）

Ct=4.3352e-0.155t

0.9536

0.155

4.47a

100 倍（1:100 dilution）

-0.101t

0.9009

0.101

6.86b

Ct=5.1087e-0.064t

0.9621

0.064

10.83c

Ct=4.7681e

30 倍（1:30 dilution）

Table 3

表 3 竹醋液对咪鲜胺和印楝素 A 在玻片表面光解的影响
The effect of bamboo vinegar on the photodegradation of azadirachtin A and prochloraz on the glass surface
咪鲜胺 Prochloraz

竹醋液稀释
Dilution
甲醇（Methanol）

一级动力学方程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Ct=1.9939e-0.270t

200 倍（1:200 dilution）

Ct=1.9214e-0.221t

印楝素 A Azadirachtin A

决定系数
(R2)

半衰期/min
Half-life

0.9886

2.57 a

一级动力学方程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Ct=2.3884e-0.243t

决定系数
R2

半衰期/min
Half-life

0.9648

2.85a

0.9975

3.14 b

Ct=2.0038e-0.226 t

0.9575

3.07b

50 倍（1:100 dilution）

Ct=1.9911e

-0.205t

0.9693

3.38

c

-0.197 t

0.9605

3.52c

10 倍（1:100 dilution）

Ct=2.2278e-0.121t

0.9920

5.73 d

Ct=1.6344e-0.168 t

0.9187

4.13d

由表 1 可知，咪鲜胺与稀释 200 倍、50 倍和 10
倍的竹醋液混合照光后，其光解半衰期分别为

Ct=1.7783e

8.45 min，16.12 min 和 18.73 min，随着竹醋液浓度
的增高，咪鲜胺的光解半衰期显著延长。和超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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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相比，稀释 10 倍的竹醋液，能延长咪鲜胺的光
解半衰期 3.94 倍，表现出明显的光猝灭作用。
2.3 竹醋液对水中印楝素光解的影响
以植物源杀虫剂印楝素 A 为供试农药，把不同
浓度的竹醋液添加到印楝素 A 的水溶液中，在高压
汞灯的照射下，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水溶液中印
楝素 A 的光解半衰期，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看出，在高压汞灯下，印楝素 A 在纯
水中的光解半衰期为 4.47 min，当印楝素 A 与稀释
30 倍的竹醋液混合后，印楝素 A 的光解半衰期为
10.83 min，比纯水的光解半衰期延长了 2.42 倍。因
此，竹醋液在高压汞灯（紫外光）下对印楝素 A 生
物农药具有光稳定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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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玻片表面竹醋液对咪鲜胺、印楝素 A 的光解
影响
在玻片上，添加印楝素 A 的质量为 21.0 µg，
咪鲜胺 19.4 µg，不同稀释倍数的竹醋液分别与咪鲜
胺和印楝素 A 混合，溶剂挥干后，经高压汞灯照光，
检测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在玻片表面，不同浓度的竹醋液
对咪鲜胺和印楝素 A 的光解均产生抑制效果，稀释
10 倍、50 倍和 200 倍的竹醋液，对咪鲜胺的光解半
衰期分别为 5.73 min、3.38 min 和 3.14 min 显著高
于甲醇对照样品。和对照相比，稀释 10 倍的竹醋液
能使咪鲜胺的半衰期延长 2.23 倍，使印楝素 A 的半
衰期延长 1.45 倍。

表 4 不同 pH 值对印楝素 A 光解的影响
The effect of pH on the photodegradation of aqueous azadirachtin A

Table 4

3.4

一级动力学方程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Ct=4.3230e-0.221t

决定系数
R2
0.9787

速率常数 k/min-1
Rate constant
0.221

半衰期/min
Half-life
3.14

3.7

Ct=4.1937e-0.202t

0.9506

0.202

3.43

4.1

Ct=4.3066e

-0.172t

0.9686

0.172

4.03

Ct=4.5929e

-0.145t

0.9821

0.145

4.78

pH

5.6

Table 5

表 5 高压汞灯下抗光剂 PABA 对水中印楝素 A 光解的影响
The effect of PABA on the photodegradation of azadirachtin A in aqueous solution

抗光剂浓度/mg·L-1
PABA
0

一级动力学方程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
Ct=3.7158e-0.155t

决定系数
R2
0.9011

速率常数 k/min-1
Rate constant
0.155

半衰期/min
Half-life
4.47

30

Ct=4.4961e-0.086t

0.9875

0.086

8.06

100

Ct=4.8232e

-0.045t

0.9673

0.045

15.40

600

Ct=4.8021e-0.010t

0.9769

0.010

69.31

图 1 对氨基苯甲酸的浓度与印楝素 A 光解半衰期的关系
Figure 1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ABA and the photodegradation half-life of
azadirachtin A

pH 值对印楝素 A 光解的影响
经 pH 计测定，竹醋液稀释 30 倍、100 倍、600
倍和 1 000 倍的 pH 值依次为 3.4、3.7、4.1 和 5.6。
印楝素 A 在上述 pH 值磷酸溶液中光解情况见表 4。
2.5

由表 4 可知，印楝素 A 在不同 pH 值的磷酸溶
液中的光解，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在 pH 值 3.4、
4.1 和 5.6 的溶液中的半衰期分别为 3.14、4.03 和 5.78
min，降解速率随着 pH 值的升高而变慢，说明印楝
素 A 在酸性条件下更容易降解。
2.6 对氨基苯甲酸对印楝素 A 光解的影响
对氨基苯甲酸（PABA）是一种化学抗光剂，
具有延缓农药光解的作用。为进一步量化竹醋液对
印楝素 A 的光猝灭效果，选择对氨基苯甲酸作为对
照。在高压汞灯下，对氨基苯甲酸对印楝素 A 光解
的影响，结果见表 5。
由表 5 看出，随着化学抗光剂 PABA 浓度的增
加，对印楝素 A 光解的抑制明显增强。为明确抗光
剂浓度和半衰期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对氨基苯甲酸
的浓度为横坐标（x），印楝素 A 的光解半衰期为纵
坐标（y）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图 1。

安

438

徽

农

业

由图 1 可看出，在高压汞灯下，对氨基苯甲酸
的浓度与印楝素 A 的光解半衰期之间呈良好的线性
关系，线性方程为 y=0.1078x+4.6364，相关系数 R2
=1.000。从表 2 看出，印楝素 A 在稀释 30 倍的竹醋
液中的光解半衰期是 10.83 min，根据线性方程，计
算出稀释 30 倍的竹醋液相当于浓度为
57.45
-1
mg·L 对氨基苯甲酸的抗光效果。该研究结果对于竹
醋液作为光稳定剂在生产应用提供使用剂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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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2]
[3]
[4]

讨论与结论

在高压汞灯下，竹醋液对印楝素 A 和咪鲜胺均
具有显著的光猝灭效果，其中，印楝素 A 在纯水中
的光解半衰期为 4.47 min，当印楝素 A 与稀释 30
倍的竹醋液混合后，其光解半衰期为 10.83 min，半
衰期延长了 2.42 倍。印楝素 A 和咪鲜胺的光解半衰
期与竹醋液浓度呈现剂量-效应关系。稀释 30 倍的
竹醋液相当于化学抗光剂对氨基苯甲酸
57.45 mg·L-1 的抗光效果。虽然竹醋液的酸性条件有
利于印楝素 A 的光解，但竹醋液仍表现出显著的抗
光效果，说明竹醋液复杂的化学成分，对农药的光
稳定性起到关键作用，相关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以往有关印楝素 A 和咪鲜胺的光解研究均有报
道，邹雅竹和龚道新研究了不同水体对咪鲜胺的光
解的影响，发现在稻田水中光解速率最快，而在纯
水中光解速率较慢[16]。Aktar 等研究了水溶液的不同
pH 值 对 咪 鲜 胺 光 解 的 影 响 ， 发 现 中 性 条 件 下
（pH=7.0）咪鲜胺对光的稳定性较好[17]。由于印楝
素 A 易光解，在寻找光稳定剂方面，Johnson 等研究
发现亚油酸具有延缓印楝素 A 光解的效果，而亚麻
籽油、蓖麻油和橄榄油等均对印楝素 A 的光解无延
缓作用[18]。研究表明，以海藻酸钠为基质的印楝素 A
缓释制剂，能够有效提高印楝素 A 的光稳定性[12]。
在农药制剂中，添加化学抗光剂会增加成本以
及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限制了化学光稳定剂的应
用，因此，以植物提取物作为有效成分的光稳定剂
受到关注，Eyheraguibel 等研究了葡萄提取物对除
草剂磺草酮的光解影响，结果表明，葡萄提取物能
够增加磺草酮的持效期，
在相同防效下，能减少 35%
[19]
施药量 。因此，将竹醋液作为植物源抗光剂应用
在农药助剂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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