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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昆虫源提取物的生物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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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微波干燥的黄粉虫为原料，采用索氏抽提法和柱层析法对黄粉虫粉末提取，并测定了提取物对小麦白粉病
和玉米锈病的防治效果。利用红外法初步鉴定了提取物中抗菌物质的有效成分。实验结果表明，黄粉虫的甲醇提取
物对小麦白粉病和玉米锈病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60%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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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tracted from the dry larva of yellow mealworm dried to a powder by microwave with soxhlet
extraction and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the extract had been used to determine on wheat powdery mildew and corn rust,
and preliminarily identified the antibacterial components from the exact with the infrare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s were 60% and 65% , respectively against wheat powdery mildew and corn 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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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高毒、高残留、环境危害大的农药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生物农药相对于化学农药来说一般具有绿色环境友好、低残留和不易产生抗药性等特性，
因此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国内的研究热点[1,2,3]。生物农药主要来源包括从植物中的提取物、微生物活
体和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中提取的毒素和昆虫的信息素农药（即性信息素和激素）[4]。昆虫是地
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已发现超过 100 万种，其中单鞘翅目中所含的总数就比其它所有动物界
中的总数还多。如此数量巨大的昆虫，蕴藏着巨大的资源有待于开发利用。昆虫可以生存在异常恶
劣环境条件中的原因是，其体内具有一定量的抗菌物质，可以高效地杀死或抑制病源微生物[5,6]。在
医药领域昆虫源抗菌物质具有一定研究，但是由于其来源有限并且提纯过程较为复杂昂贵，目前在
农药领域的应用研究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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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菌株
小麦白粉病原菌和玉米锈病病原菌由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测室提供。

1.3

供试仪器

红外光谱仪：布鲁克 ALPHA；索氏提取器；柱层析硅胶 100～140 目,产自青岛海洋化工厂分厂，
其余所有化学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1.4

黄粉虫的提取和分离

1.4.1 黄粉虫的粉碎 取经过干燥后黄粉虫幼虫于研钵中，加入适量液氮对其进行急速冷却，然后将
黄粉虫幼虫干研碎。
1.4.2 乙醇索氏提取黄粉虫 称取 60.0 g 黄粉虫粉末，加入 300 mL 乙醇使用索氏提取器回流提取 5 h，
将上述溶液进行减压蒸馏浓缩，浓缩至溶液呈粘稠状棕褐色液体，经过常温挥发得到 19.79 g 提取物。
1.4.3 柱层析 称取 5.0 g 步骤 1.4.2 中的提取物加入约 20 mL 甲醇进行溶解后拌入适量硅胶，常温挥
干后装柱。依次分别使用 200 mL 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丙酮、乙醇、甲醇和水进行洗脱分
离，收集得到分段分离物。其中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和丙酮馏分中分离出物质量极少，不
足以进行杀菌活性后续试验。
1.5

活体试验方法

1.5.1 对小麦白粉病的活性测定 准备一定浓度的黄粉虫提取物母液，按一定比例稀释，稀释液备用。
选择生长整齐一致的盆栽小麦幼苗（1 叶 1 心期），按试验设计浓度进行喷雾处理，另喷施清水作对
照，盆栽幼苗经药剂处理后自然晾干。24 h 后接种小麦白粉病病菌孢子，移至温室中正常管理（温
室条件：温度 22～30 ℃，湿度 40～60%）
，7 d 后调查防效。
1.5.2 对玉米锈病的活性测定 准备一定浓度的黄粉虫提取物母液，按一定比例稀释，稀释液备用。
选择生长整齐一致的盆栽三叶期玉米幼苗，按照试验设计浓度进行喷雾处理，另喷施清水作对照，
盆栽幼苗经药剂处理后自然晾干。24 h 后接种玉米锈病病菌孢子悬浮液，置于人工气候室保湿处理
8 h，移至温室中正常管理（温室条件：温度 22～30 ℃，湿度 40～60%），7 d 后调查防效。

2
2.1

试验结果
红外试验结果

对 1.4.3 各柱层析分离物，进行红外吸收光谱测试，IR 结果如下：
1）二氯甲烷洗脱份 IR 数据：2920 cm-1、2850 cm-1、1462 cm-1、1376 cm-1、719 cm-1，结构鉴定
为蜡质油；
2）乙酸乙酯、丙酮、乙醇洗脱份 IR 数据基本相同：3007 cm-1、2925 cm-1、2854 cm-1、1746 cm-1、
1656 cm-1、1238 cm-1、1163 cm-1、1099 cm-1、722 cm-1，结构鉴定为不饱和脂肪（三脂肪酸甘油酯）；
3）甲醇洗脱份（软蜡状半固体）IR：3356 cm-1、2923 cm-1、2853 cm-1、1645 cm-1、1516 cm-1、
1464 cm-1、1376 cm-1、1231 cm-1、1102 cm-1、1074 cm-1、1031 cm-1、993 cm-1、720 cm-1cm-1，主要
显示为多糖及蛋白质谱带的特征吸收峰。
2.2

活体试验结果

2.2.1 黄粉虫提取物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不同方法提取的黄粉虫提取物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
果见表 1。
表 1 黄粉虫提取物对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Table 1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yellow mealworm extracts against wheat powdery mildew
提取溶剂
稀释倍数 防治效果（%）
提取溶剂
稀释倍数
防治效果（%）
Extraction solvent Dilution times Control effect Extraction solvent Dilution times Control effect
15
60
15
35
30
55
30
30
60
50
60
10
黄乙—甲醇
黄乙—乙醇
90
30
90
0
270
0
2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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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研磨后的黄粉虫用乙醇使用索氏提取器回流提取后，分别利用甲醇（黄乙-甲醇）
、
乙醇（黄乙-乙醇）分离的提取物在 15 倍、30 倍、60 倍、90 倍、270 倍稀释的条件下，对小麦白粉
病的防治效果存在差异较大。其中利用甲醇分离的提取物对小麦白粉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在 15 倍
稀释的条件下，防治效果可高达 60%，且在 60 倍稀释的情况下防治效果也可达到 50%。利用乙醇分
离的提取物在 15 倍稀释的情况下对小麦白粉病仅有 35%左右的防治效果，当稀释到 90 倍时，几乎
没有防治效果。当稀释到 270 倍时，两种提取方式都没有防治效果。
2.2.2 黄粉虫提取物对玉米锈病的防治效果 不同方法提取的提取物对玉米锈病的防治效果见表 2。
表 2 黄粉虫提取物对玉米锈病的防效效果
Table 2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yellow mealworm extracts against corn rust
提取溶剂
稀释倍数 防治效果（%）
提取方式
稀释倍数 防治效果（%）
Extraction solvent Dilution times Control effect Extraction solvent Dilution times Control effect
15
65
15
50
30
55
30
40
黄乙—甲醇
60
50
黄乙—乙醇
60
20
90
30
90
10
270
0
270
0

试验结果表明：研磨后的黄粉虫用乙醇使用索氏提取器回流提取后，分别利用甲醇、乙醇分离
的提取物在 15 倍、30 倍、60 倍、90 倍、270 倍稀释的条件下，对玉米锈病的防治效果存在些差异。
其中利用甲醇分离的提取物对玉米锈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甲醇分离的提取物在 15 倍稀释的条件
下，防治效果可达到 65%。在 90 倍稀释的情况下防治效果在 30%左右。利用乙醇分离的提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