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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方法

了解上海地区白纹伊蚊幼虫季节消长及其抗性水平分布，为杀虫剂的合理选择与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白纹伊蚊幼虫调查采用布雷图指数法和诱蚊诱卵器法，分别于 2015－2016 年在居民区、绿化地带、公共场所

室内以及机关单位等进行监测，每月 1 次；幼虫抗性测定采用 WHO 推荐的幼虫浸渍法。结果

上海地区白纹伊蚊

幼虫布雷图指数和诱蚊诱卵器指数季节消长呈单峰趋势，6－7 月为密度高峰期。2015、2016 年布雷图指数最高分
别为 8.43 和 6.18；诱蚊诱卵器指数最高分别为 10.72 和 6.60。上海市各区（县）白纹伊蚊幼虫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

菊酯产生中高抗性，其中普陀区对这 2 种药剂的抗性倍数最高，分别达 77.00 和 81.00 倍；对残杀威产生中等抗性，对
双硫磷产生中低抗性。结论

应加强对白纹伊蚊幼虫密度及抗药性监测，合理选用、使用杀虫剂，减缓抗性产生，提

高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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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easonal dynamics and insecticides resistance
of Aedes albopictus larvae, in Shanghai,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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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easonal dynamics of Aedes albopictus larvae and their insecticides resistance
distribution in Shanghai and provide science evidence for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insecticides. Methods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larvae was surveyed by Breteau index（BI）method and Mosquito and oviposition positive index（MOI）
method in residential areas, green areas, indoors of public area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once a month. Larvae resistance was
tested by dipping method recommended by WHO. Results Aedes albopictus had one peak in Shanghai in 2015-2016, and
the peak was from June to July. The highest BIs were 8.43 and 6.18 in 2015 and 2016,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MOIs were
10.72 and 6.60 in 2015 and 2016, respectively. The Ae. albopictus larvae showed medium to high resistance to Deltamethrin
and beta Cypermethrin, and the highest resistance ratios were 77.00 and 81.00 in Putuo district respectively. Larvae
developed low to medium resistance to propoxur, and low resistance to temephos.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density and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of Ae. albopictus, and choose insecticides reasonably to delay the development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and improve control efficacy.
Key words: Aedes albopictus; Larvae; Breteau index; Mosquito oviposition index; Insecticides resistance

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是我国登革热、基孔

肯雅热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自 2014 年广东省大
［1］

优势蚊种之一。尽管自 1942 年以来上海市未发生

本地感染的登革热疫情，但随着全球登革热防控形

规模暴发登革热后，白纹伊蚊的防控成为蚊虫防控

势的日趋严峻以及周边省市不断暴发的登革热疫

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发虫媒传染病如寨卡病毒

情，近几年上海市输入性登革热病例快速增加，
登革

病、
黄热病的输入，
进一步提升了白纹伊蚊的防控级

热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为全面了解上海市白纹伊蚊

暖湿润、
蚊虫物种比较丰富，
其中白纹伊蚊为上海市

控制中心发布的《登革热防治技术指南》，笔者于

别。上海市地处北纬 30°40′～31°53′之间，气候温

季节消长及抗药性现状，依照 2014 年中国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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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系统调查了上海地区白纹伊蚊幼虫

1%母液，按一定比例从高到低稀释 5～7 个浓度梯

供理论依据。

149 ml 脱氯水的搪瓷碗中，每个搪瓷碗中放入 1 ml
不同浓度的药液。试虫在温度（25±1）℃、相对湿度

密度及抗药性状况，旨在为白纹伊蚊的有效防控提
1
1.1

材料与方法
白纹伊蚊野外种群分别于 2015－

测试虫种

2016 年的 5－7 月采自上海市各区（县）人员活动频

度；用吸管吸取 50 条 3 龄末 4 龄初蚊幼虫放入盛有

（60 ± 10）%的条件下放置 24 h 后，观察并记录各处
理的死亡数。

死亡判断标准：以镊子尖头轻轻触动蚊幼虫头

繁的区域（如学校、居民区、绿化带等），将采集到的

部和尾部呼吸管，如果蚊幼虫反应迟钝不能浮至水

虫供生物测定。

次，对照组用 1 ml 丙酮处理。

蚊幼虫带回实验室饲养繁殖，子一代 3 龄末 4 龄初幼
1.2

测试杀虫剂

92%双硫磷、98%高效氯氰菊酯、

97%溴氰菊酯及 97%残杀威原药均购自扬州先锋化
工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白纹伊蚊幼虫监测方法
1.3.1.1

布雷图指数（BI）法

2015－2016 年每年的

5－10 月，全市范围内对居民户、单位、农贸市场、苗

圃或外环境以及室内公共场所的小型容器以及孳生

面或呈麻痹痉挛濒死状态，视为死亡。实验重复 3
1.4

用 Excel 2007 软件录入数据并进

行趋势分析；用 DPSv6.55 软件进行生物测定数据统
计，获得致死中浓度（LC50），根据抗性水平判定标准
用 Excel 2007 软件做抗性分布图。

抗性判定标准：抗性倍数＜3 为敏感；3≤ 抗性

倍数＜10 为低抗；10≤ 抗性倍数＜40 为中抗；抗性
倍数≥40 为高抗［3］。

BI＝ !"#$% ×100
&'(%

地进行抽样调查，收集阳性容器或阳性孳生地中的

MOI＝ !"#$#%&' ×100
()#$#%&'

蚊幼虫进行种类鉴定，或带回实验室饲养至成蚊进
行种类鉴定，
计算 BI。每月 1 次。

统计与计算

1.3.1.2 诱蚊诱卵器法 2015－2016年每年的4－11

2

地、空中花园或外环境的树木、花草、灌木丛等公共

采用 BI 法和 MOI 法对上海地区白纹伊蚊幼虫进行

月，
全市范围内在居民区、
单位、学校等楼顶天台、工
绿化带布放诱蚊诱卵器，
每个诱蚊诱卵器内放置20 ml

脱氯水和1张滤纸，
诱蚊诱卵器布放间隔为25～30 m，
连续布放 4 d，第 4 天检查诱蚊诱卵器中伊蚊幼虫阳
性情况，
计算诱蚊诱卵器指数（MOI）。每月 1 次。
1.3.2 抗药性测定方法 采用 WHO 推荐的幼虫浸

液法并略加修改 。用丙酮将待测杀虫剂配制成
［2］

2.1

结

果

白纹伊蚊幼虫季节消长趋势

2015－2016 年

了系统监测。2015 年 BI 值 6 月最高，9 月出现一个
小高峰，2016 年呈现单峰趋势，最高峰为 7 月。尽管

2015 年蚊幼虫高峰期比 2016 年提前 1 个月，但季节
消长趋势基本一致，高峰期 BI 均＞5；MOI 法监测显

示，7 月为蚊幼虫高峰期，且连续 2 年的蚊幼虫季节
消长趋势基本一致，
见图 1。

图 1 2015－2016 年白纹伊蚊幼虫 BI 及 MOI 变化趋势
Figure 1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BI and MOI for Ae. albopictus in 2015-2016

2.2 白纹伊蚊对 4 种常见杀虫剂的抗性分布 上海

溴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均产生高抗性，其中普陀

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 4 种常用杀虫剂均呈现出不

77.00 和 81.00 倍。除松江、宝山区白纹伊蚊对溴氰

市 17 个区（县）白纹伊蚊幼虫对双硫磷、残杀威、溴
同程度的抗性。从图 2 看出，白纹伊蚊幼虫对菊酯

类药剂抗性较高，尤其是中心城区白纹伊蚊幼虫对

区对溴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倍数分别达
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显示敏感外，其他区（县）白纹
伊蚊对 2 种菊酯类药剂均产生中等抗性。对双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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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图 2 2015－2016 年上海市白纹伊蚊幼虫对 4 种常用杀虫剂的抗性分布
Resistance distribution of Ae. albopictus larvae to four kinds of insecticides in Shanghai in 2015-2016

和残杀威抗性较低，
除部分区（县）未开展检测外，其

控，尤其在高峰期，政府应根据监测结果采取有效

他区（县）白纹伊蚊对双硫磷均产生中低抗性，对残

的蚊幼虫孳生地处理工作，对于登革热等媒介生

杀威产生中等抗性。

物性传播疾病的有效预防和控制具有重要作用。

3

讨

由于杀虫剂具有见效快的特点，化学防治仍是

论

蚊虫防制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疫情流行期以及创

白纹伊蚊是登革热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由于

建国家卫生城市过程中。随着杀虫剂大量、不规范

目前尚无疫苗可预防登革热，因此控制白纹伊蚊成

使用，近年来全国多地均出现了白纹伊蚊对不同杀

为有效防控登革热的主要手段，
而控制白纹伊蚊，必

虫剂产生抗药性的报道［6-10］，白纹伊蚊抗性调查逐

须密切关注其种群密度及抗药性变化，因此掌握白

渐成为媒介生物防制学者关注的重点。从抗性分布

纹伊蚊种群密度以及抗药性状况对于白纹伊蚊的有

图看出，
除个别区（县）未开展监测外，
上海地区白纹

效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伊蚊普遍对菊酯类药剂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产

BI 和 MOI 是反映白纹伊蚊幼虫孳生状况的主

要指标，
其中 BI 更是登革热防控的重要参考指标

［4-5］

。

非疫情流行期，一般要求 BI 值控制在 20 以下；疫情
流行期，则要求 BI 值＜5。从 2015－2016 年上海地
区 BI 和 MOI 季节变化趋势来看，BI 和 MOI 呈单峰

变化趋势，即温度升高，BI 和 MOI 升高，温度降低，
BI 和 MOI 也降低，说明气温对于白纹伊蚊幼虫密度
消长具有重要作用。6－8 月是上海市白纹伊蚊活
动高峰期，尽管全市 BI 和 MOI 平均值仅超过 5，但部

分地区这 2 个指数值却大于 20，显示蚊幼虫孳生严

生了中高抗性，对氨基甲酸酯类药剂残杀威产生中
等抗性，
对有机磷类双硫磷产生中低抗性，
此与多地
报道的结果基本类似。抗药性监测结果能指导杀虫
剂的合理使用，减少杀虫剂使用量，提高杀虫效果，
延缓抗性产生，进而有效控制疫情的发展。2014 年
广州市登革热大暴发，杀虫剂的大量、不合理使用，
导致广州城区白纹伊蚊抗性的快速发展［11］；2002 年

我国台湾地区登革热大流行，原因在于快速降低埃
及伊蚊（Ae. aegypti）时选用了抗性药物氯菊酯，导致
埃及伊蚊控制失败［11］。因此要有效延缓抗性的产生

重。随着新发虫媒传染病如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的

和发展，
应根据监测结果采用合理的用药策略，
科学

输入以及全球登革热疫情的日益严峻，上海市作为

规范操作，当蚊虫产生高抗性时，
应停止使用此类杀

国际性的大都市，
快速增长的人流、
物流加剧了虫媒

虫剂；
当抗性水平不高时，
可以轮用或混用杀虫剂等。

传染病传播的风险。白纹伊蚊是上海市的优势蚊种

白纹伊蚊为小容器孳生蚊种，根据其生态学习

之一，而白纹伊蚊密度高峰期一般早于登革热流行
高峰约 2 周，因此加强白纹伊蚊种群密度监测和防

性，对于白纹伊蚊的控制应本着“治本清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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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采取以孳生地治理为主的环境治理措施，加强
健康宣传，
促使全民参与；
在蚊幼虫密度高峰期或疫
情流行期，应根据当地抗性监测结果，科学、合理选
择和使用杀虫剂，
提高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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