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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杀虫双是由我国研制并开发的沙蚕毒系农药新品种.为了全面评价它的环捷安全性，本文

应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了硫-35 标记的杀虫双对农业生态环挠的影响.结果表明 z

3IS-杀虫双在土攘中的吸附性甚小，转动性较大，能随水迁移.在土攘和水中比较稳定，待

解缓慢，降解物为抄蚕毒素:而它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较其母体小D "5-杀虫双被草鱼通过

饵料经口和呼吸吸收进入鱼体后，一旦切断.污染源·，可以迅速排至体外=经口进入禽

(鸡) .鸟{鹊鹅〉体内后，能迅速地随粪便排至体外z 在辛醉-水体系中分配系数极小，

无生物浓缩现象s 以提土或精土为模料的颗控剂遇水其有效成分的释放是迅速而彻底的.

美锺匍杀虫双沙蚕毒素吸附性移动性降解生态系颗控措



EFFECTS OF 35S-DIMEHYPO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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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mehypo is a nereistoxin derivative , which was developed and manufac

tured in China. In order to appraise its environmental safety comprehensively ,

the radioisotopic tracer technique and others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on

the effects of uS-labelled dimehypo (US-dimehypo) on agri r: ultural envi

ronment and ecosystem. The results revealed its low adsorptivity and high mo

bility , especially water-car ,ying mobility in soil , fair sta1>i1ity in soil and

water , and slowness in degradation. Its main rroduct of degradation , nereis

toxi圃. was lower mobility than its material compound in soi l. IIS-dimehypo

could enter the bodies of grass carps Ctenophoryng例如n ideUru along with bails

or via the respiratory tracts, and be excreted fast after the fish were re

moved from the e:>ntaminated source. Liquid and granulated "S-dimehypo were

fed to quail and fowls respectively , and could be also excreted rapidly in ex

cretion and urine. Its much less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in caprylalcoholwater

system suggested no accumulation in the adipos.: tissue of organism. The re

lease of its effective composition in the granules prepared with porcelain clay

or clay soil is prompt and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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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的环撞学性质是全面评价农药的要素之一t22. 杀虫双是由我国研甜并开发的沙蚕霉

素农药新品种IM. 有关该农药的环撞学性质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本文系应用放射性同

位紊示旨:技术.配合其它方法研究了硫-35标记的杀虫双(下简称IIS_杀虫双)在主攘中的

吸附、移动.降解z 在水申的稳定性=在草鱼中的吸收、排泄 z 在禽(鸡)鸟{鹤'事〉体内

的吸收和排泄 z 在辛碍-水系中的分配系数=以及"5_杀虫双颗控剂及其释放性能等.

供试标记农药"5-杀虫双(化学名称: 2-N ， N-工甲舷基-I ， 3-双硫代硫酸锅盖丙镜)，

标记位置及结构式如下 z

CHs\ /CH.3 'SSO.Na
N-CH

CH./\CH.3 'S50sNa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合成z 非放射性的沙蚕毒素样本由贵州农学院制备提

供; s·S标记的沙蚕毒素是由s·s_杀虫双与Na1S氧化作用转化得到的.经TLC及放射自显

影表明"s-杀虫双和s'5-沙蚕毒素均系放射化学纯.

一、 355_杀虫双在土壤中的眼附

〔试幢方法〕

应用巳知放射性比强度的IIS_杀虫双洛派与供试士攘置换平衡后，测定液相放射性，按

其放射性比强度的变化，计算其士壤吸附率，具体方法如下z

方法 (I )ro.: 称取供试土壤{砂壤土，有机质含量2镑， pH=7.5，风干，过60 目筛) 40g

直于平底褐斗，加入浓度为 50ppm的已知放射性比强度的 "S-杀虫双溶液30mL. 经24b平衡

后，取去下口的橡皮塞，减压抽攘，取法 i在 ImL，制样测量(重复三次) ，按液相放射性比

强度计算供试土壤对 "5-杀虫双的吸附率。

方法。)r.l ，称取供试土壤(同上)三份各 o.饨，分别置于离心管中，加入 nS_杀虫双

溶液(同上) 2皿L，间歇振锚30min，离心 (3000r/min) tOmin，吸取上层清液。 .5mL ， *,J
样测量(重复二次).计算土壤对"S-杀虫双的眼附事.

(幢幢蝠.)

用上述方法(I) 和 (2)，所得的供试士攘对0'5-杀虫双的吸附率分别为2.3惕和1. 5惕，

表明土壤对"S-杀虫双的吸附性能甚小.

二、 355-杀虫双在土壤中的移动

〔幢幢方法〕

本试验采用土旗柱层析和土壤薄板层析及放射性自显影的方法进行.

(I)土壤柱层析法II. 8J: 取内径为2em‘长25em的玻璃管，按图2所示装妥后， (重复二

次)置于室温.水分即藉土攘毛细管引力的作用，由下向上移动至土柱顶端，经蒸发不断散

失，在主柱中的农药(lIS-杀虫双) ，因阪附，解吸过程随水向上移动至一寇位置，经七天

后，推出土柱，分段分别置于称量瓶中，用801J1乙酶浸提，取浸提浓郁l样测量 z 另一根士拉

置于槽板上，风干盾，稠向纵剖，制成剖面进行放射自显影.

。)土罐蹲层层析 I，..，，IZ 它是研究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较为迅速和简便的方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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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以供试土嚷作为吸附剂涂布于玻璃板上呈薄层，以水为展开剂，与一般的薄层层析法相

同.经制板(凤干，不需活化) .点样、展开.干燥后，借助医用X 光肢片进行土攘薄饭放

射性析谱的自显彰显出斑点.以农病 (Us-杀虫双)在主攘薄板上的迁移率{斑点前沿 Rf

值〉衡量该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能.

事...

f …h

..±.
:lSs- 矗皇.

ti~J:.罐

事

图2 土壤桂层析{水分上行}装置筒图

〔忧'量结果〕

(I) :I二壤柱层析的各段土校放射性强度见表1. 其剖面放射性自显影片(素描〉见图2.

.1 皿S-j民虫瓢在土撞申....给布

三桂层次 | 备叫tUtti (，p皿】 l 占全栓'

0- 2cm 836410 63.24
ay··水

分
移
动
的
方
向

2- 4起回 147360

21530

4390

1470

3860

19070

2940

lI.a
1.63

0.33

0011

0.29

14.42

0.22

4- Gem

6- Scm

6-12cm

12-15c:m

15--18cm

18-2~m

由上表看出 g 原来位于土柱底部 (17-18cm处的"5-杀虫双标记的土壤层〉的8'5_杀

虫双随水上行而推移到顶端。-2cm土层，其放射性占全柱的63.24*. 若以0-4cm土层计，

则为74.38惕。

由土柱剖面自显影片(图 ta) 表明 115-杀虫观的消斑在柱的上端接近前沿，与上边表

Z结果是一致的.

(2) 土壤薄板层析放!h位自显影的结果表明， 8'5-杀虫双在土耀薄板上随水移动至土

壤薄板上瑞前沿 (Rt咀为 1)(图 1 b). 与上述土攘往后忻结果也是一载的，充分表明 815_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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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双在土凛申易于随水移动.

'

•
a. 主撞撞屠橱' II. 主..植'衙.

图 I "S-杀虫双土壤层析面'放射自显影片〈蠢搞〉

可是， "5_杀虫双的降解物(3&5-沙蚕毒素)在土攘薄板上所表现出的移动性能远比其

母体化合物(杀虫双〉为小，且在不同性质的士攘薄板上的移动性能亦是不同的.如在南京

黄棕攘(粘攘土〉薄板上， Rf 值仅为0.1左右g 在东台滨海盐土(粉砂壤土〉薄板上，如l几

乎朱移动.

鉴于"5_杀虫双被土壤吸附的性能弱，而随水迁移的性能较强，因而，进入土嚷中的农

药就有可能随地下水渗漏或地表径流进入搪.河水系:然而其降解物沙蚕毒案在土嚷中的移

动性能极差.

=: _ "S-杀虫双在土壤中的降解

【健幢方法〕

本试验是在室内模拟早地和水回条件进行的，旱地条件z 即称取供试土壤(凤干，过60

目筛) 50g若干份，分别置于300mL的锥形瓶内，用蒸馆水调整并保持其湿度为田间持水量的

609&;水回条件 g 所称取的土嚷(同上〉分别装入大试管(内侄2.5em，长20cm) ，加水，

分别保持水层3crn，淹没土层1-缸rn，二者均在室内预先培养30d，分别加入"5- 杀虫双j夜

(放射性比强度为3.1X 10'BqjmL) 2rnL，摇匀.置于室温避光培养，间隔6， 15 , 30 , 45.

eod分别取其二瓶，制样检测. (水回条件的土攘系直接过边，旱地土嚷用。.lmol月，盐酸，

室温浸提24h，过攘，路浓浓缩后用TLC方法'检测) 0 同时按照上远方法布置了"5- 巴丹

(同属沙蚕霉素农药〉的试验作为比较。

TLC梭测方法，用硅胧G板，展开溶剂为甲醇z 氯仿 (9:J VjV)，显色剂为， 1" 淀粉

攘，啧后(或在制板时与0.25"搜甲基纤维素纳溶液以体积比为1:1混合后加在硅胶内〉在

穰籍气中显蓝色在点，再喷0.259&氯化铠溶液使斑点可校长时间不退，经显鱼ir:i的薄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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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胶片进行放射自显影，疆以验证诺位

Ct虞...)

由不同时间取群检测结果. 315-杀虫双在水田或旱地土攘中，第30天可以撞出检祥巾的

降解物{系非沙蚕毒素).惟量甚少，直至60天，检样巾的降解物仍然较少，而以母体化合

物为主; 315-巴丹在旱地土攘1ft第15天，即能检测到降解物(非沙蚕毒素).在水田土攘申，

第30天能检测到降解物{沙蚕毒素) .尚有少量母体化合物和舆它降解物.

由此表明， '·s-杀虫双在土攘申比较稳定.降解缓慢，而"s-巴丹在七攘巾易于降解.

四、 355-杀虫双在水中的稳定性

由于杀虫双在土攘中嗷附性小，随水移动而可能进入水系.本试验是观测兵在水中的稳

定性.

〔试a;曾慧〕

本试验分为两组进行，并同时以"s-巴丹作为比较.

第一组试验z 将"5-杀虫双配制成放射性比强度为4.4X 10fBq/mL和浓度为2.4mg/mL

的水溶液， "S-巳丹的放射性比强度为3.9X 10fBq/mL，浓度为4mg/mL. 各分装三施，分

别置于冰箱 (S....IO·C) 、室温(秋季，不避光}和保温箱(35-40·C) ，定期取样，用

TLC法检测.

第二组试验 z 以重蒸饱水和土壤浸提液{含有.气微生物}分别配制'·5- 杀虫双液(放

射性比强度为3X 10‘Bq/mL，浓度为0.155皿g/mL)，置于空温(避光).寇则取样，用TLC 法

检测.

〔越幢篱.)

"5-杀虫双在水溶液中比较稳定，降解缓慢，直到第60天仍未检测到降解物s 温度对.奠

降解有一定影响.如在40·C条件下，第90天可以测到检测样中的阵解物，而在冰箱条件下，

第 125天尚未检测到降解物 z 而"s-巴丹在40·C条件下第15天，冰箱中第30天都可检测到降

解物.不同水质{即水中有无微生物)对"5-杀虫双和"5-巳丹的降解均无明显的影响.

"s-杀虫双在水中的降解物组成，由TLC 检测.前期曾出现4个降解物斑点，但后期

(如第 125天)样中只检测到2个，其巾以沙蚕毒素为主.至第220天，样中仅能检测到沙蚕毒

素 I "5-巴丹，在遭光条件下，主要为沙戒毒素，但在光照条件下，光解产物比较复杂，出

现多个降解物斑点.

五、草鱼对355-杀虫双的吸收和排泄

由于"5-杀虫双具有上述的环搅学性质，有可能经地下水或地表径流进入水系而影响水

生生态环境，多数农药在鱼体内易于蓄积.浓缩.一般认为侵入鱼体的途径是通过食物链和

呼吸吸收，而以饵料经口的吸收为主.为了探明杀虫双在鱼体中的吸收.蓄积和浓缩的情

况，藉以全面评价该农药的环境学特性，进而研究在"污挠'的环绕中草鱼对于"s- 杀虫

双的吸收，蓄积1l典离开'污猿"源后的排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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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宽it)

革ftJ_ (C1ertD阶aryncodOll ideU皿〉菌.体民a......llelll. 重 5......旬，供试前在室内骗养 15d.

本试验是在室内政藕鱼缸中进行，每缸盛水10L. 放鱼14条.为保证鱼缸水中氧的供

给，采用小气泵连续通气.

试验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将鱼苗直于Sls_杀虫双.污染.的环境中生活，观测

鱼体l{于不同的气亏来'源的吸收.蓄积情况z 第二阶段是将经过第一阶段饲养"后坠.的

鱼苗转移到无 -i'j~. 的环烧后继续观测鱼体 IJi Il5-杀虫双的排泄情况.

.1 .-.... it:.

"污峰'‘ 饵 " 鱼缸水

II

115-杀虫理标恒的主~.

..曲辜萍{不合&15-杀虫双】

'温水

禽有"5-系-虫双曲水..

雄理·

218 3785 0.17 7467 。.34 5731

II 2102 1368 0.65 3389 1.81 8&8

.'15-芫萍【又名i串沙，无帽If..沙《日本】 (WollI扭曲，J1izo wi皿皿)]标远方法'且椅'体置于&15-系

虫现东搞黯{放幢幢比温度为 I X lo'Bq IIDI. 穰度为77.6PPID) 培养3-9d. _dill!事冲院后作饵...

• .肯宿liS-杀虫裂的鱼缸水.a射性比'厦为74Bql皿L. 撞匮为5.04pPID.

第一阶段试验经过时后，从每只鱼缸取鱼苗4条，用水冲洗多次，分别称取其中二条的

内脏(全部).将肉相骨(各0.5K左右〉直于研钵研磨成匀浆后用家馆水洗入25mL容量瓶定容，

并吸取2mL(重复三次).制备测样.用FH49A2:1气流计数器测量其放射性强度。pm); 将另

外2条经冰箱内初冻后，纵向剖开，进行放射性自显影=另取鱼缸水2mL(重复两次)$I}样测量。

第二阶段试验 z 将用不同标记源喂养5d后剩余的10条鱼苗取出.用水冲洗后，分别移

至没有115-杀虫双"污染"的消i占水中继续喂养(均以普通芫萍作饵料).间隔2. 5. 7d. 每

缸取出鱼苗2条和鱼缸水。技前述方法制备测样进行放射性测量(测量结果均经自吸收和衰

变校正) •

〔健撞撞'民〕

(1) 草鱼对Sl5-杀虫双的吸收.蓄积情况

草鱼在经不同气亏操'源处理5d后，鱼体各部位的放射性测定结果如表2所示.

.2 .".'·S-j属虫嚣的囔融，蕾饵 M.

比tuMp| 肉 | 内脏 [ 骨
I ~.a""--i-;-比强 1 比强 l 强!

试撞撞 | 试也束 I I主_~'!& I 橡罐凰瞰.. I 、 罐罐.. I I~_~' i 罐罐属戴I ...".,,, I (epm/l) I .....,.... I (epm/l) I "'....... I (epm!ρ|

ι二
·烛.1 ， ~污躯" .为liS-杀虫瓢据记的笼'事作饵..;处理II ， ~t吉撮".为禽'15-杀虫震副息"攘(即鱼缸Jk).

鱼体申'体化骨.的模鹰
·攘攘.赢戴=

事申母体化舍'的幌匮

现悼。'5-J民虫瓢) ...射性比强 (epm/l)
事_a即g 筑中

水( ..s-杀虫震)/jUt射性比强 (epml皿1)

鱼律...射佳比画 (epm/l)
烛1.1'为，

保坦饵...，窟'但比强(epml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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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 比强 | 洒失$
i (cp血II) I (,,)

「二 I IUr丰 7
! 11'"皿It嗣!

黯处理 1 44} 「Z7丁
! (cpm/m叮 1

鱼体的放射性比温和鱼体放射自显影片部表明=草鱼在'15-杀虫双 OJ寻黛.的环撞申

饲养虽只有5天，但鱼体通过饵料(115-杀虫双标记的芫萍〉或由"5_杀虫双水溶液中呼吸

已明显地吸收了一定量的"5- 杀虫双.表2还表明.经饵料吸收的比在水溶液Jfl由'于吸吸收

的敷量要大得多.但是从浓缩系鼓来霄，通过呼吸吸收的{即表2 处JIlt II) 较由饵料经口吸

收(表2处理I):'!号为高.从处理I的结果来看鱼体各部分的比强部较饵料{芜萍〉本身的比

强低得多，它表明鱼体仅蔷积饵料中的-部分杀虫双，而大部分是随粪便捞出，从鱼缸水的

放射性比强达218cpmj田L亦说明了这点.因此，可认为，草鱼对于"5_杀虫双标记的饵料

无浓缩现象.

草鱼吸收的'15-杀虫双在体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表2鱼体各部位的浓缩系数来苔，

两个处理中都是内脏最高，由鱼体自显影片观察到的结果亦是一致的.

。}草鱼体内"5-杀虫双的排泄

经在'15_杀虫双"污染'的环境中饲养5d. 吸收.蓄积了"5- 杀虫双的鱼苗离开"污

染'源后，移至清洁水中继续饲养，定期取样测定鱼体放射性消失动态，结果见表3..1 革鱼.肉斟5-lt虫禀藕失'事

肉 l 内'配

比~ I 冒失事 | 比强 | 翻失事

(cpm/I) I (,,) I (crm/I) I (,,)

。 3785 。 7467 。 5781 。

2 25 I锦6 47.5 5925 20.6 5150 10.9

5
{6426.5>

[664 56.0 3细l 41;'5 2887 50.1

7 1555 58.9 36拥 50.5 2串串I 臼.6

。 o 1368 。 3389 。 。

z 13 604 55.!' 1125 49.1
II

5 25 419 69.4 1302 61.6 (817) (5.9)

7 (25) 265 80.6 1295 61.8 87.2III

·处理I. II .污!Il!".同囊1.

上述结果表明， 1在鱼吸收，苗识的"5-杀虫双，在离开·污染'源转到清洁水后，鱼缸水

中出现了放射性.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放射性比强逐渐增加z而鱼体各部位的放射性比强.11

逐渐减少，离开·污蜂"源5天后，鱼体内"5-杀虫双消失率达50~岛以上z 不同鱼体部位消

失速率也有所不同，肌肉〉骨〉内脏.由此说明，鱼体离开·污巢'源后，体内蓄积的"5

杀虫双是可以逐渐被排出体外的.

六、 35$-杀虫双颗垃剂及其释放性能

由于杀虫双对家蚕的毒性较大"'1. 为防止稻桑混貌地区稻田用药对桑树的污.~影响.将

稻田啧施水剂改为粒剂施用.研究了制备颗位剂所用的填料对"5-杀虫双的吸附性能和祖

剂中有效成分的军事放性能的影响.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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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位调载体有陶二七、宣土.白泥.撒泥.，.润土.黯土、高岭土、煤研石粉.红砖

电晴等.并以市售化学-试剂硅藻主.硅胶.氧化铝和活性炭等作为试验参比材抖.

(斌'量'fit)

(I) 载体对ns_杀虫蜒的吸附性试验 根据吸附原l.'I!.应用已知眈放射性的IIS_ 杀虫

双液( 14210Cpm/皿L. 284cpm/I&r;) ~mL. 与供试班料。 .5r;(重复三次) .振荡2h置换相对

平衡后，测定;使相中 "S-~巳虫双比放射性变化.按下式计算该填斜对杀虫双的相对吸附量=

c= (Si-S ,)V/M
s.

式中C--iI起抖的吸附锺{梅克填料吸附的微克数) ;

$，--切试液梧的放射性浓度 (cpm/mL) ;

$，-一相对平衡后i良相的放射性浓度 (cpm/mL) ;

$.一_IIS-杀虫双标液的比放射性(叩皿舟g) ;

v-一-液相体积{归L);

M一一填斜量 (g).

测得的数据分别转换为吸附率(铃).

。}甜控方法 模拟挤压法成植工艺.应用徒手和l植工具，选用瓷土和，自土为填料，并

以不同配比添加，在结剖〈聚乙烯醇.幢皮粉) .分别制成含量为 3惕，位径 I....\. 2mm. 长

5....8mm((.J"S-杀虫双颗位剖.

(3) 粒调有效成分释放性能试验 应用土壤薄层层析法(连续展开式) .将不同配比的

"5-杀虫双颗位剂分别理于事先制好的土壤薄板下面，然后置于自甜的层析架上，以水为展

开剂，连续七天，其间每天减去一条盖极{宽 3c皿) .并相应切断水分上行，使土攘薄板上

形成一天一力块，展开结束后进行干燥，以医用 X 片作:土壤薄板的放射自显影.由自显影片

费j读植树叫la·s-杀虫双回Hf.放情况。

(斌'量箱.J

(1) 不同载体 ~·t3'-杀虫双的吸附性能

由上述供试材料对 "5-杀虫汉的吸附性试验结果. t些主t吸附来的大小，大致归纳为如

下四类{见表 4):

结果表明，目前常用的粒剂填料如瓷土.陶二 t:.. 膨润 :L 柑土.煤矿石粉等对杀虫双的

吸附性都比较小.因此，用它们作为杀虫双颗位剂填料是可以的.高岭土类材料对杀虫玩具

有~寇的吸附性，不同产地的高岭士因其内合物不同而吸附佳能也不同，其中以贵州产的高

传土脱附:李为民高， ~:J为 401~左右，江苏产的为 15 9&左右.

(2) 杀虫双颗魁剂有效成分的军事放佳能

由不同配比的 "s-杀虫双颗黯剂借助土壤薄层层析〈连续晨开式〉反其自显影检测的结

果表明，不同配比的 uS-杀虫双颗位荆在土攘薄板上经 7天的遥续展开，其有效成分一般都在

簸韧的 3....4夭内辑披完.填料中加有粘结剂的， ··S-杀虫双，放速度较朱加精结剂的可延长

1-2天.在土镶薄板位剂原点均未见显迹，这说明越剂中 "5-杀虫双的'放是彻底的.加入

精结剂后坠释放期可延怅 1......2天，但这期间释放量甚少.但加精结剂成本糟加，所以，不加

精结剂，选用在主或精土作为现料直接制成的杀虫双颗粒剂是合适的，它不仅取材容易且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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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355-杀虫双在鹊费和鸡体内的吸收、排泄

由于杀虫双对鸭"的急性毒性较大(LD..为27. 84"'-33. 22ID&lkK).!HJ而割成颗位剂后

有可能被禽.鸟啄食而误入体内，使中毒以致死亡.试验应用SIS-杀虫双水剂和颗撞剂分

别以耀胃对鹤篝和鸡给药，观测莫在进入体内后的排泄逾度.

〔幢幢橱'I)

供试Sl5-杀虫双{单}配成水溶液 (3.77mK/mL， 7.9x IO SBq/mL); 并以窑土为填

料制成杀虫双含冠为4.8嚼的颗披荆(1. I X IO'Bq/K) •

【III幢11_)

供试'每揭和鸡{分别罐罐各1只}分笼适应性饲养 l周，排便正常供试，称重，按杀虫双

对饵"的LD..的 1/2剂量{即 15IDK!kK) ，经口擅胃给药，钝揭系水调由注4J~吸取0.6mL

"s-杀虫双水溶液，离系用"S-杀虫双癫'草剂，分别授2. 4. 8, 12 , 24. 48 ，'飞 J44h.收

集粪便并烘干.称重.研碎后称取lK (重复2次).置于500mL的具，磨镜形獗，用徽性水

(pHS"'-6) 20mL浸提24h. 吸取上精液l lDL (重复21*>.注入计数瘾，加乳化问烁浓

(PPC地， 59昏， POPOPO.05惕，二甲苯: Tor.HolI x-100体狈比2: I) ，并以非放射性粪便

漫提液稀郭"s-杀虫双作技样，而后分别用LS-9800液体闪烁i带仪测量，测得叩m，并以其

引入总量的百分数表示瓣滑速率.

【键...)

供试鹤"和离休引入"5-杀虫双后，由逐次收集的粪便测得的结果列表并按·体内剩

余量'与时间关系绘成曲线如下I (!见袤5. 图3) •

由表3结果表明，进入."和鸡体内的"5-杀虫双可以通过龚便而彼快地捞出，如惕"

", .



囊5 ...".肉"5唱虫慧"播造(占引λ量的百份鲸〉

E取韩司同
罐 瞌 • 撞

(h)

m叫累计州lila. 叫累计恻|逐日量州|累计州|叫咱)I 皿计唰

2 20.61 20.64 1!l.94 19.9电4 I 5.34 5.34 13.92 13.92

4 27.21 41.88 34.12 49.06 6.13 11.47 9.19 23.11

自 - - - - 4.28 15.75 '3.11 36.28

8 9.14 51.02 14.65 63. 7i 9.62 25.31 10.09 46.31

12 2.51 59.59 4.33 68.04 6.17 31.54 9.23 55.60

24 7.44 I 67.03 2.96 11.00 21.72 53.26 10.24 65.84

4s 0.16 61.1日 1.91 12. !l1 1.88 61.14 3.83 6日.61

72 1.58 69.~1 0.90 13.81 2.11 63.85 1.51 7; .18

96 。.86 10.23 。.3丁 14.18 2.51 66.36 2.31 η.55

120 。.09 , 10.32 0.01 14.25 0.69 61.05 0.12 74.21

144 3.54 13.86 2.34 16.59 。.57 61.62 0.51 74.84

14唱:) I 0.19 61.81 0.20 15.04

(靡.) 4015 2.35 78.94 0.51 88.32 ..11 75.21

‘

〈瓢.剂灌胃〉鸡{踱娟遭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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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s-杀虫双在."和鸡体内的排泄动态

在引入后2小时随第便排出的量占引入量的209&左右，第一天内的累计排泄量分别为61.03*

(II) 和11 ，*"雄) .六天的排泄总量为18*左右 g 鸡的排泄较鸦"略慢，第-天的排泄量

分别为61.26* <罐}和66.84* <.) .六天的原计排泄单量分别为 6B.32*(雄〉和 16.21*"

• ttl •



〈雄) .由试验6天后的鹊属和鸡的脏器自显影表明. ILS_杀虫双主要分布于胳道，肌肉甚

少，脂肪部位未见显影.说明杀虫双不致于在禽鸟体内积聚.

八、 355-杀虫双在辛醇-J1C体系中的分配系数

〔试幢幡"和方法〕

供试农药除"s-杀虫双外.并以l·C-666和uc-速灭菊醋作比较，分别加入其非放农药

作载体，各自配成同一放射性比度而三种不同浓度的试液供试.按简单平衡法进行试验，即

吸取等量( lmL) 的试药液，放入2月皿L的具塞试管内，然后加入辛醇和重蒸饱水.使辛酶与

水(包括试药水液〉体积相等。 (5: 5皿L V/V). 室温( 15"'C左右)，徒手剧烈振摇5皿血，

静止约r.ll1in后再重复振摇5min. 静止2h后用吸管分别由两相吸取等量 (0.5mL) 样(喧复2

次) ，注于计数瓶内，加入间烁液(轧化丙烁液，配方同前) 5mL，用15-9800液休，闪烁前

仪测量，测得结果按下式算得分配系数。

辛醉相 (cpm)
分配系数=京有T画面了

〔试瞌罐.J

由供试的三种标记农药在本试验条件辛醇-水体系中的分配系数测定结果列于下表z

•• "S-i民虫瓢..前在事副/*健蜀中屿*E属.

试药橡皮 I(药酣佳比配
供试农药

(cp辛皿/鄙0.5相ml) I (cp水m/O.恤相L) I 写否f在4{e皿pa》L|| 平 均{皿C!mL) (Bq!m\)

。.15 40 16创4 O.ωu

liS-暴虫xl 1.65 2.3'‘ 101 21 16749 。.ω13 。.0016

15.15 17 16自由2 。， ω10

0.26 3227 10 323

14(:-666 0.51 1.9 l< 101 3295 11 300 342

1.02 3217 s 402

0.22 12958 22 589

14c- 遭灭蜻自由 。.65 5.2 l< 101 12锦5 25 ωs 困跚

1.07 12712 29 43r

囱上表结果表现 z 本实验条件下， "5-杀虫双在辛静 I;水体系中的分配系数与 ··C-666 ，

且 ·c-遮灭菊酣相比是极小时，官说明杀虫双不~于在生物体脂肪组织中积聚.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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