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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

及其应用，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为：

马波沙星，谷氨酸钠，水；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匀即

得。本发明首次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制

备蚕用增产、细菌病防治药物，在防治由卒倒杆

菌、黑胸败血菌和灵菌引起的败血病的同时具有

增产效果，可以大幅提高蚕茧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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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物在制备蚕增产药物中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原料组份如下，均为

重量份：

马波沙星1～5份或8～16份，谷氨酸钠2～10份；且马波沙星施用浓度在200～500mg/L；

所述制备步骤如下：

(1)将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的药物与水按质量比1：(350～3500)混合，配制喷施溶液；

(2)将步骤(1)制得的喷施溶液按照质量比1：(8～12)喷施于桑叶上，四龄起蚕连续添

食3天、五龄起蚕连续添食5天进行增产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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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及其应用，属于桑蚕病害防治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茧丝绸生产国和贸易国，目前生丝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以

上，坯绸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5％以上，居世界第一位。养蚕生产中因蚕病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约占总收入的10～15％，家蚕细菌病是蚕茧生产中的主要病害，病害的发生给蚕茧生

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0003] 现有技术广泛使用氟苯尼考、红霉素或盐酸环丙沙星溶液等抗生素防治家蚕细菌

病的发生。但红霉素因在溶液中不稳定，使用受到一定限制；盐酸环丙沙星和氟苯尼考虽对

由卒倒杆菌和黑胸败血菌引起的败血病的防治效果较好，但对由灵菌引起的败血病，氟苯

尼考几乎没有防治效果，盐酸环丙沙星防治效果也不理想，而且现阶段使用的药物只能对

细菌病进行防治，不具备增产效果。

[0004] 马波沙星(Marbofloxacin，MBF)是一种专用于动物的第3代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其

可抑制细菌DNA复制中需要的拓扑异构酶而表现杀菌活性，对革兰氏阴性菌(包括溶血性不

动杆菌、嗜血杆菌)有效，对革兰氏阳性菌和支原体均有很好的抗菌效果。它具有抗菌谱广、

活性强、生物利用度高(接近100)等特点，同时还具有与其他抗菌药无交叉耐药性，毒副作

用小，组织渗透力强，消除半衰期长等优点。

[0005] 谷氨酸钠(Sodium  Glutamate)，是一种由钠离子与谷氨酸根离子形成的盐，其中

谷氨酸是一种氨基酸，而钠是一种金属元素，属于自然形成的最丰富的非必需氨基酸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及其应用。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

[0008] 谷氨酸钠在制备蚕用增产药物中的应用。

[0009]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的药物，原料组分如下，均为重量份：

[0010] 马波沙星1～64份，谷氨酸钠1～80份；

[0011] 将上述原料组分混匀即得。

[0012]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原料组分如下，均为重量份：

[0013] 马波沙星1～5份，谷氨酸钠2～10份。该药物对由卒倒杆菌和黑胸败血菌引起的败

血病的防治和蚕茧增产效果显著。

[0014]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原料组分如下，均为重量份：

[0015] 马波沙星8～16份，谷氨酸钠2～10份。该药物对由灵菌引起的败血病的防治效果

显著。

[0016] 上述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的药物的施用方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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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1)将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的药物与水按质量比1：(350～3500)混合，配制喷施

溶液；

[0018] (2)将步骤(1)制得的喷施溶液按照质量比1：(8～12)喷施于桑叶上，每天添食7～

9小时，连续添食3～5天进行细菌病防治，或者四龄起蚕连续添食3天、五龄起蚕连续添食5

天进行增产饲育。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首次公开了马波沙星和谷氨酸钠均对家蚕具有增产的技术效果；

[0021] 2、本发明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制备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马波沙

星与谷氨酸钠联合使用在防治由卒倒杆菌、黑胸败血菌和灵菌引起的败血病的同时具有增

产效果，可以大幅提高蚕茧产量，且二者混合施用后不影响马波沙星的药效；

[0022] 3、本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活性强、生物利用度高(接近100)等特点，同时还具有与

其他抗菌药无交叉耐药性、组织渗透力强、消除半衰期长等优点；

[0023] 4、本产品施用方法简单，有利于大范围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但本发明所保护范围不限于此。

[0025] 实施例中所述马波沙星购自湖北海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谷氨酸钠购自山东隆兴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28] 马波沙星0.15g，谷氨酸钠0.5g；

[0029]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10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30] 实施例2

[0031]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32] 马波沙星0.3g，谷氨酸钠0.6g；

[0033]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15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36] 马波沙星0.2g，谷氨酸钠0.7g；

[0037]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9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38] 实施例4

[0039]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40] 马波沙星0.4g，谷氨酸钠0.8g；

[0041]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10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42] 实施例5

[0043]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44] 马波沙星0.15g，谷氨酸钠0.7g；

[0045]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10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46] 实施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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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48] 马波沙星0.4g，谷氨酸钠0.3g；

[0049]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10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50] 实施例7

[0051]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52] 马波沙星0.5g，谷氨酸钠0.3g；

[0053]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5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54] 实施例8

[0055] 一种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56] 马波沙星1.3g，谷氨酸钠0.8g；

[0057] 将马波沙星与谷氨酸钠混合后，溶于12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58] 实施例9

[0059] 一种蚕用增产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60] 谷氨酸钠0.5g；

[0061] 将谷氨酸钠溶于10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62] 实施例10

[0063] 一种蚕用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64] 马波沙星0.4g；

[0065] 将马波沙星溶于10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66] 实施例11

[0067] 一种蚕用防治细菌病药物，原料组分如下：

[0068] 马波沙星0.5g；

[0069] 将马波沙星溶于500g水中混匀即得喷施溶液。

[0070] 试验例

[0071] 对制得的蚕用增产、防治细菌病药物的效果做如下试验：

[0072] a、对由卒倒杆菌引起的败血病的防治试验

[0073] 用药组：

[0074] 取卒倒杆菌(2.5×107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用

实施例1至实施例6制备的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蚕，每天添食8小时，连续添食5天，其

余时间饲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0075] 对照组1：

[0076] 取卒倒杆菌(2.5×107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用

普通桑叶饲蚕至上簇；

[0077] 对照组2：

[0078] 取卒倒杆菌(2.5×107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用

实施例10制备的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蚕，每天添食8小时，连续添食5天，其余时间饲

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0079] 对照组3：

[0080] 取健康五龄起蚕，饲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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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自接菌5天后调查蚕成活率，上簇第9天调查茧层量。

[0082] 计算公式

[0083]

[0084] 表1

[0085]

  蚕数量(头) 蚕成活率(％)

实施例1 98 100

实施例2 96 100

实施例3 101 100

实施例4 99 100

实施例5 102 100

实施例6 98 100

对照组1 99 0

对照组2 103 100

对照组3 102 100

[0086] 表2

[0087]

[0088]

[0089] 结果分析

[0090] 由表1可见，实施例1至实施列6对由卒倒杆菌引起的败血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实施例10也具有相同的效果，这说明谷氨酸钠没有影响马波沙星对由卒倒杆菌引起的败血

病的防治效果；由表2可见，实施例1至实施例6，在使用本药物后，在很好的防治家蚕败血病

的同时茧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0091] b、对由黑胸败血菌引起的败血病的防治试验

[0092] 用药组：

[0093] 取黑胸败血菌(6.4×107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

用实施例1至实施例6制备的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蚕，每天添食8小时，连续添食5天，

其余时间饲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0094] 对照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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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取黑胸败血菌(6.4×107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

用普通桑叶饲蚕至上簇；

[0096] 对照组2：

[0097] 取黑胸败血菌(6.4×107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

用实施例10制备的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蚕，每天添食8小时，连续添食5天，其余时间

饲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0098] 对照组3：

[0099] 取健康五龄起蚕，饲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0100] 自接菌5天后调查蚕成活率，上簇第9天调查茧层量。

[0101] 计算公式：

[0102]

[0103] 表3

[0104]

[0105]

[0106] 表4

[0107]

  蚕数量(头) 平均茧层量(克) 较对照组3增长(％)

实施例1 102 0.442 2.31

实施例2 98 0.444 2.78

实施例3 103 0.446 3.24

实施例4 104 0.440 1.85

实施例5 100 0.443 2.55

实施例6 98 0.441 2.08

对照组3 102 0.432 0

[0108] 结果分析

[0109] 由表3可见，实施例1至实施列6对由黑胸败血菌引起的败血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

果，实施例10也具有相同的效果，这说明谷氨酸钠没有影响马波沙星对由黑胸败血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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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败血病的防治效果；由表4可见，实施例1至实施例6，在使用本药物后，在很好的防治家蚕

败血病的同时茧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0110] c、对由灵菌引起的败血病的防治试验

[0111] 用药组：

[0112] 取灵菌(1.9×108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用实施

例7至实施例8制备的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蚕，每天添食8小时，连续添食5天，其余时

间饲喂普通桑叶；

[0113] 对照组1：

[0114] 取灵菌(1.9×108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用普通

桑叶饲蚕；

[0115] 对照组2：

[0116] 取灵菌(1.9×108cfu/mL)，用灭菌接种针蘸取菌液给五龄起蚕穿刺感染，用实施

例11制备的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蚕，每天添食8小时，连续添食5天，其余时间饲喂普

通桑叶；

[0117] 自接菌5天后调查蚕成活率。

[0118] 计算公式

[0119]

[0120] 表5

[0121]

  蚕数量(头) 蚕成活率(％)

实施例7 99 100

实施例8 103 100

对照组1 102 0

对照组2 98 100

[0122] 结果分析

[0123] 由表5可见，实施例7至实施列8对由灵菌引起的败血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实施

例11也具有相同的效果，这说明谷氨酸钠没有影响马波沙星对由灵菌引起的败血病的防治

效果。

[0124] d、增产试验

[0125] 用药组：

[0126] 用实施例1至实施例9药物按1kg喷洒10kg桑叶饲喂健康四龄起蚕，每天添食8小

时，四龄连续添食3天、五龄起蚕连续添食5天，其余时间饲喂普通桑叶至上簇；

[0127] 对照组：

[0128] 用普通桑叶饲喂健康四龄起蚕至上簇；

[0129] 上簇第9天采茧调查蚕茧产量。

[0130] 表6

[0131]

  蚕数量(头) 平均茧层量(克) 较对照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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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 608 0.465 4.26

实施例2 598 0.464 4.04

实施例3 604 0.467 4.71

实施例4 593 0.465 4.26

实施例5 603 0.464 4.04

实施例6 596 0.463 3.81

实施例7 600 0.455 2.02

实施例8 599 0.454 1.79

实施例9 600 0.464 4.04

对照组 601 0.446 0

[0132] 结果分析

[0133] 由表6可见，所有实施例对家蚕茧层量都有较好的增产效果，特别是在马波沙星浓

度在200～500mg/L之间，增产效果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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