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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t only the output of insecticide DpCPV is always affected by climate and circumstan ces
， 

but also aff ected by the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highly．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DpCPVHn indoors 

and outdoors for the Dendrolimus punctatus quanlity of every collection an d the inoculation 

concentration an d the inoculation frequency an d the harvest time．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f 

multiplication have been gained．Th e optimal inoculation concentration is 1× 1 07CPB／mL
．Th e optimal 

Dendrolimus punctatus larvae for multiplication are 4 or 5 instar larvae．Th e optimal CPV ingathering 

time iS 13th or 14th day after inoculation．Th e OUtdoor yield of each larva can  be 7．5× 10 CPB ．It iS 

higher than  other reports in China．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uide high output of DpCPV multiplication． 

Key words：Dendrolimus punctatus 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 Hn(DpCPV Hn)；Virus multiplica— 

tion： Inoculation 

摘要： DpCPV杀虫剂的产量不仅受到气候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严重受到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的制约。针对 

DpCPV 杀虫剂生产过程 中工艺技术 问题，我们对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湖南株在室 内、室外和林间大量增 

殖中的集虫虫质、接种浓度、频率、收获时间等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 ，得 出在 DpCPV 杀虫剂生产 

过程中接种 1×10 CPB／mL病毒浓度为宜，接种虫龄 以4-5龄虫为宜，收获病毒时间 13 14d为宜 。其室外单虫病 

毒产量平均可达到 7．5×10。CPB，比国内报道要高。研究结果对 DpCPV杀虫剂的高产增殖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湖 南株；增殖病毒：接种 

中图分类号：$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4—0340—04 

马尾松毛虫是我国南方松林主要害虫[1’ 。70 

年代我国科技工作者先后分离 出质型多角体病毒 

(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CPV) 、核多角体 

病 毒(Nucleopoly·hedrovirus，NPV)[41、颗粒体病毒 

(Granulosis virus， GV) [51 和 浓 核 症 病 毒 

(Densonucleosis virus，DNV) 等 4种类型的 l2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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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并相继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1门。马尾松毛 

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湖南株 (Dendrolimus punctatus 

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 Hn，DpCPV Hn)的研 

究和利用近年来受到特别重视[8，9】。 

从 1990年开始，研究者们 己尝试用棉铃虫等 

做替代宿主增殖马尾松毛虫病毒[1刚，以及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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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法增殖病毒的报道⋯】，但野外增殖病毒仍然 

是病毒大量增殖 的主要方法l】引。在进行 DpCPV 

湖南株大量增殖 时，对虫质、松枝用量、单虫病 

毒产量、体重、取食量等进行 了研究 ，特 别是对 

自然条件下采集松毛虫的虫质与病毒产量之间的 

关系进行的详细研究和对室 内、室外及林间病毒 

增殖水平进行 的详细比较 ，获得增殖大量病毒 的 

最佳虫龄 、最佳接种量、最佳收获病毒时间等试 

验结果 。使单虫病毒产量可达 到 7．5> 10 CPB， 

比国内报道要高。 

1 材料和方法 

1．1 室外养虫地点的选择及围栏的制作与安装 

室外养虫地点选择排水性能好朝阳的平地，搭 

制围栏和养虫支架，围栏上方设置遮荫防雨布，围 

栏大小一般 6—8平方米。 

1．2 增殖虫龄的选择及松枝用量的确定 

增殖病毒的松毛虫虫龄选择 4—5龄幼虫。病毒 

感染初期松枝用量每天 50kg／万头，一周后松枝用 

量每天 25kg／万头，10cl后松枝用量每天 5—10kg／万 

头。 

1．3 林间集虫和接种方法 

采集林间 自然种群健壮的 4 5龄松毛虫，用虫 

笼或塑料桶盛装，尽量减少机械损伤。用适宜浓度 

病毒感染松毛虫，病毒接种重复三次。如果林地施 

药后遇暴雨或连续数小时小雨 ，天晴后应及 时补 

药，施药量以针叶湿润但不滴水为度 】。 

1．4 多角体的提取 

方法参照文献[131。 

1．5 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湖南株 

由本室保藏。 

2 结果与讨论 

2．1 集虫虫质对病毒增殖效果的影响 

由于马尾松毛虫能产生毒毛，使人过敏，室内 

马尾松毛虫病毒的大量增殖的技术还没有得到完 

美解决。在松毛虫病毒杀虫剂生产的过程中，松毛 

虫幼虫来源于野外收集，松毛虫幼虫质量是影响病 

毒大量增殖效果的关键因素 。由于影响松毛虫幼虫 

质量的人为和 自然因素很多，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每 

次集虫重量 以及每次集虫时间对松毛虫幼虫质量 

的影响，我们以公斤为单位 ，以每次集虫 6h、12h、 

24h三个集虫存放时间段松毛虫幼虫对病毒增殖效 

果的影响作 了详细研究，结果如图 1图 2。一次集 

虫太多，集虫时间太长 ，马尾松毛虫的质量将受到 

严重影响。研究用供试虫为 4 5龄虫，每 1 kg集虫 

虫数为 1000头，接种病毒浓度为 10 CPB／mL重复 

三次，接种病毒量为 50×10 CPB。集虫存放 6h、 

12h，一次集虫 1 kg、2 kg的收获病毒总量相差不 

明显。集虫存放 24h对收获病毒总量影响大，其一 

次集虫 1 kg的收获病毒总量只是集虫存放 6h、12h 
一 次集虫 1 kg的 61．69％和 62．25％。集虫存放 6h、 

12h，一次集虫 4 kg、5kg的收获病毒总量只为其 

一

次集虫 1 kg收获病毒总量的 79．05％和 74．67％、 

64．71％和 60．17％。故集虫数量 以一次集虫重量 以不 

超过 3kg，集虫存放时间不超过 12h为宜。 

马尾松毛虫在不 同的集虫数量和保存时间条 

件下 自然死亡率差别明显。其原因是由于不同采集 

者采集的幼虫受机械损伤 以及虫体相互被挤压，导 

致幼虫取食、生长、病毒感染与增殖不正常。因而 

病毒大量增殖时，要严把收虫质量关，集虫应严密 

组织实施。 

1 2 3 4 5 

集虫重量 Weight(kg) 

图 1 不同集虫存放时间和集虫重量条件下收获病毒总量 

Fig．I DpCPV yield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time and weight 

of every colloction 

1 2 3 4 5 

集虫重量 Weight(kg) 

图 2 不同集虫存放时间和集虫重量条件下感染虫回收率 

Fig．2 Callback rate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time and weight 

of every coll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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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毒增殖的虫龄选择 

DpCPV 湖南株单虫多角体的含量与马尾松毛 

虫生物量密切相关，虫龄太小，回收病毒的产量低， 

但虫龄太大，结茧率太高影响病毒的回收，在接种 

量相同情况下，生物量越大，CPV产量越高，结果 

见表 1。此实验在室温中完成，病毒接种三次，接 

种病毒浓度为 10 CPB／mL，接种病毒量为 50× 

10 CPB，每一虫龄用虫数为 100头。选择病毒增殖 

的虫龄结果报道如下。2—3龄虫感病虫的回收率只 

有 68％，且虫体小，单虫病毒收获量和收获病毒总 

量分别是 4—5龄虫的 29．33％和 24．22％。大龄虫如 

5-6、6-7龄虫其 自然死亡率低，但早期结茧率高。 

5-6龄虫单虫病毒收获量比 4—5龄虫的要高，但其 

病毒收获总量只有 4 5龄虫的 52．05％． 第 l3天 6~7 

龄虫已全部结茧，感病虫的回收率为 0，病毒产量 

极低，在其茧中只提取到 9×10 CPB。所以最佳供 

试虫应为 4—5龄虫。 

表 l 不 同虫龄的增殖病毒统计表 

Table l The statistics of DpCPV multiplication of different 

instar 

全部化蛹 蛹中提取的病毒。 {包括蛹中病毒。*All are pupae 

Virus from pupae． Include the CPV in pupae 

2-3 感染不同浓度病毒的增殖效果 

用五种浓度病毒接种马尾松毛虫感病虫回收 

率都在 80％以上，感病虫回收率相差不明显，但单 

虫多角体平均含量及收获病毒总量差别较大，结果 

见表 2。接种病毒浓度 1×10 CPB／mL的收获病毒 

总量最高，分别是接种病毒浓度为 1×104CPB／mL、 

1× 105CPB／mL、 1× 106CPB／mL 、 1× 108 CPB／mL 

的 9．1倍 、4．2倍、2．2倍、1．4倍 。接种高浓度的病 

毒如 1×10 CPB／mL的单虫多角体平均含量及收获 

病毒总量分别是接种病毒浓度 1×10 CPB／mL 的 

69．86％~I1 70．74％。这是由于接种高浓度的病毒的马 

尾松毛虫停止取食的时期较早，影响了马尾松毛虫 

的正常生长和病毒在虫体内的增殖 。表 2结果表明 

选用 1×107 CPB／mL接种病毒浓度为宜。 

表 2 不同接种浓度在不同时间下的病毒收获量 

Table 2 CPV yield of different inoculating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times 

Inoculated CPV for 3 times，The CPV quantities of each time are 0．05× 

108CPB、 0
．5×10 CPB、5×10 CPB、50×10 CPB、500~ 10 CPB． 

2-4 接种频率对病毒增殖效果的影响 

接种频率对围拦复制效果的影响较大。供试虫 

为 4 5龄虫，每隔 2d接种一次，接种病毒浓度为 

10 CPB／mL，接种病毒量为 50×10 CPB，我们做了 

接种频率对复制效果影响的试验。其中重复三次接 

种的病毒增殖的效果最好，病毒产量最高(见表 3)。 
一

次接种病毒的产量最低，只是三次重复接种病毒 

产量的 62．99％，四次接种和五次接种病毒病毒产量 

也只是三次接种的 93．73％和 79．70％。因而三次接 

种对提高病毒的产量比较适宜。 

表 3 不同接种频率下的病毒产量 

Table 3 CPV yield under different inoculation frequency 

2．5 室内、室外及林间增殖病毒的比较 

对于在室内、室外和林间三种条件下 DpCPV 

湖南株病毒增殖的情况我们进行 了比较，供试虫为 

4 5龄虫，接种病毒三次，病毒接种浓度为 1×107 

CPB／mL，接种病毒量为50×10 CPB。其中室内增 

殖温度为常温 。用于解剖的马尾松毛虫应大小一 

致，且三种条件下所选取虫体总重量相差±0．1g。 

三次试验结果如下表 。林间病毒增殖效果最差，室 

内效 果 比室外 的效果要 好 。林间病 虫的 回收率 

52．45％比室 内、室外 的病 虫 的回收率 83．5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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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0％低，其收获病毒总量分别是室 内、室外的 

54．94％~D 56．42％。 

在病毒增殖 的过程 中松毛虫 中肠颜色变化依 

次为：青色一青黄色一黄 白色一黄 白色一乳 白色。 

当中肠病变颜色呈黄 白色时，单虫病毒产量达最高 

值，因而应选择虫体感染第 13～14天进行病毒收获 

为宜。 

室内增殖病毒效果最佳，但大规模的病毒增殖 

要求室内有更大的伸展面积和空间，固定投资大。 

室外病毒增殖量略低于室内，操作简单方便。林间 

病毒增殖方法最简便，但林间增殖病毒受 自然因素 

的影响较大。 

表 4 室 内、室外及林间条件下单虫病毒产量 

Table 4 The CPV yield in different condition of indoor and 

outdoo randforest 

2．6 体重 、排粪量与感染 日期的关系 

为了提高病毒的产量，增殖病毒时松毛虫的饲 

养管理非常重要。通过对马尾松毛虫在感染病毒后 

不同时间松毛虫体重、排粪量和粪便颜色的变化的 

检测，可 以了解马尾松毛虫在正常情况和接种病毒 

情况下生长过程，从而正确指导马尾松毛虫的饲养 

过程中的饲养量、饲养时间及病毒收获时间。通过 

排粪量来测定马尾松毛虫取食量 ，试验供试虫为 

4～5 龄 虫 ，接 种 病 毒 三 次 ，接 种 病 毒 浓度 为 

10 CPB／mL，接种病毒量为 50×10 CPB，用虫 100 

头。结果见图 3。马尾松毛虫在接种病毒的前 5天， 

取食量大，每天排粪量增加，松枝用量大，虫体长 

大。在接种病毒的第 7天，每天排粪量开始减少。 

接种病毒的第 13～15天，大量松毛虫已停止取食。 

由于马尾松毛虫的身体脱水萎缩，马尾松毛虫的体 

重在接种病毒的第 9天已开始下降。 

由于病毒在马尾松毛虫体 内增殖，排出粪便的 

颜色也发生改变，颜色变化依次为深绿色一黄绿色 
一

浅绿色一黄白色 ，黄 白色的粪便中可检测出少量 

的病毒 ，因而病毒的收获时间应在接砷病毒的第 

13～14天 进行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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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病毒增殖中松毛虫体重、排粪量变化 

ivw一感染后体重；ivd．感染后排粪量；ckw一对照组体重；ckd-对照组排粪量． 

Fig．3 Th e changes of larva weight and excreta quanti~ of 

dejecta 

ivw—weight after infusion；iVd．excrete quantity of dejecU after inocuh— 

tion；ckw—weight of control；ckd·ex~ete quantity of dejec~of con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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