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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 2016 年贵州省安顺市家蝇对 4 种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为当地家蝇的防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 WHO 推荐的微量点滴法检测安顺市西秀区、开发区和平坝县家蝇对 4 种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利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并计算半数致死量（LD50）及其 95%CI。结果

安顺市家蝇对 4 种常用杀虫剂均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抗药性，其中残杀威已基本失效，无法得出检测结果；对 DDVP、高效氯氰菊酯和溴氰菊酯的 LD50 分别为 0.526～

0.739、0.135～0.254 和 0.108～0.176 μ g/♀ ；抗 性 倍 数 分 别 为 175.33～246.33、7.94～14.94 和 15.43～25.14 倍 ，对
DDVP 的抗性最高，对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最低。结论

安顺市家蝇对 4 种常用杀虫剂均产生了抗药性，尤其是对

残杀威和 DDVP 已达极高抗性水平；
应加强安顺市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科学合理地使用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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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sistance of Musca domestica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Anshun city,
Guizhou province，provide guidance in the control of M. domestica. Methods WHO recommended topical applic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sistance levels of M. domestica to four insecticides in Xixiu district, development zone
and Pingba county.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PSS 17.0 software. Results Musca domestica in
Anshun city showed different levels of resistance to four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the resistance
to propoxur could not obtain results by using topical application method,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hree insecticides. The median lethal dose（LD50）of the adult flies against DDVP, beta ⁃ cypemethrin, and deltamethrin
were 0.526-0.739, 0.135-0.254, and 0.108-0.176 μg, and the resistance ratios were 175.33-246.33, 7.94-14.94, and
15.43-25.14, respectively; that the resistance to DDVP was the highest. Conclusion Musca domestica in Anshun city
have developed resistance to the tested insecticides, especially to propoxur and DDVP. Therefore, in practice, insecticides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should be highlighted for wise use of insecticides.
Key words: Musca domestica; Insecticide resistance; Bioassay; Anshun city

近年来，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不断推进及全省

和数量逐渐增加，导致家蝇对常用杀虫剂产生了不

创建卫生城市工作的持续深入，杀虫剂的使用种类

同程度的抗药性。目前，贵州省对家蝇抗药性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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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基础薄弱，数据较少，近 20 年来仅有零星报道。

本失效，无法得出检测结果；对 DDVP、高效氯氰菊

蝇的抗性情况。梁文琴等 于 2015 年对兴义市家蝇
的抗性进行了调查。近年来，贵州省部分地区相继

0.254 和 0.108～0.176 μ g/♀ ；抗 性 倍 数 分 别 为
175.33～246.33、7.94～14.94 和 15.43～25.14 倍 。 3

林孟华和朱晓星 于 1995 年报道了贵州省贵阳市家
［1］

［2］

开展了家蝇的抗性调查。为了解安顺市家蝇对常用
杀虫剂的抗药性水平，制定蝇类抗药性防治对策，从
而科学合理用药，于 2016 年 8 月对安顺市家蝇的抗
药性进行了测定，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1.1

个区家蝇种群对 DDVP 均产生极高抗性，抗性倍数

均＞160 倍，对高效氯氰菊酯为低抗和中抗，其中开
发区家蝇对高效氯氰菊酯为低抗，西秀区和平坝县
均为中抗；平坝县家蝇对溴氰菊酯为高抗，
见表 1。
表 1 2016 年安顺市家蝇抗性水平测试结果
Table 1 The bioassay results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f M. domestica in Anshun city, 2016

材料与方法
92.7%DDVP、92%高效氯氰菊酯、

药品来源

94.62%溴氰菊酯和 95.56%残杀威，均由中国 CDC 传

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提供；
丙酮为市售。
1.2

酯和溴氰菊酯的 LD50 分别为 0.526～0.739、0.135～

由贵州省安顺市 CDC 工作人员采

试虫来源

杀虫剂

高效氯氰菊酯 敏感
开发区
西秀区

用网捕法在西秀区、
开发区及平坝县城区的垃圾池、
垃圾中转站和农贸市场等蝇类孳生场所进行现场采
集，送贵州省 CDC 病媒生物实验室鉴定并饲养，繁

平坝县
溴氰菊酯

试结果

。

［3-4］

1.3

饲养及测定条件

1.4

实验方法

5）%。

敌敌畏

敏感

采用 WHO 推荐的微量点滴法。每

平坝县

CO2 轻度麻醉后，选择合格的雌性成虫，置 CO2 接触

板上，以 25 只/组从低浓度到高浓度用微量点滴器

以药液浓度 0.35 μl/只滴于雌蝇的中胸背板上。点
滴后，
按不同浓度组分别放入标记的洁净容器中，容
器口用纱布扎紧，将蘸有糖水的脱脂棉球置于瓶口
纱布上，观察 24 h 死亡虫数，实验重复 3 次；另以丙
酮作为空白对照。

试虫死亡判断标准：以腹部上翻，
六足抽搐不能
爬行作为死亡标准。若对照组死亡率＜5%无需校
正；对照组死亡率在 5%～20%之间，用 Abbott 公式
进行校正；对照组死亡率＞20%为无效测定

。

［5-6］

统计与计算

利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采用毒力回归方法计算半数致死量（LD50）及

其 95%CI，并计算抗药性倍数（R/S），R/S＝野外种群
LD50/敏感品系 LD50。
抗性判定标准

抗性倍数＞160 为极高抗 ，
［7］

抗性倍数≤2 为敏感；2＜抗性倍数≤10 为低抗；
10＜抗性倍数≤20 为中抗；抗性倍数＞20 为高抗 。
［3］

2

平坝县

温度（26±1）℃，湿度（70±

等比稀释成 5～7 个系列浓度，现配现用；将试虫用

1.6

西秀区

开发区

种杀虫剂均以丙酮作为溶剂，先配成母液，
按等差或

1.5

敏感
开发区

殖 1 代，
取羽化后 3～5 日龄健康雌虫供试，
体质量为
18～22 mg/只。敏感品系数据引用四川省 CDC 的测

家蝇
品系

结 果
2016 年安顺市家蝇对残杀威经反复测试已基

西秀区

3

LD50 及其 95%CI
（μg/♀）

抗性倍数
（R/S）

0.017（0.014～0.022）

1.00

0.254（0.208～0.310）

14.94

0.007（0.005～0.008）

1.00

0.135（0.111～0.162）
0.232（0.185～0.290）

抗性
级别
-

7.94

低抗

13.65

中抗

中抗
-

0.108（0.091～0.126）

15.43

中抗

0.176（0.135～0.226）

25.14

高抗

0.129（0.099～0.164）
0.003（0.002～0.005）

18.43
1.00

中抗
-

0.662（0.456～0.856） 220.67

极高抗

0.739（0.498～1.005） 246.33

极高抗

0.526（0.438～0.613） 175.33

极高抗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安顺市家蝇对 3 种常用杀虫剂均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其中残杀威使用点滴法已
基本失效，无法进行测试；对 DDVP 的抗性均＞160

倍，达到极高抗性水平，故不提倡使用该两种药物；
对高效氯氰菊酯及溴氰菊酯的抗性相对较低，但大
多数地区家蝇已达到中抗以上水平，故应控制其用
量。目前安顺市正处于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启动
阶段，为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
使用卫生杀虫剂的
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蚊、蝇、蜚蠊等产生抗性。
目前，贵州省病媒生物抗药性研究相对滞后，仅
部分地区开展了病媒生物的抗药性监测工作，数据
比较缺乏。为更好地防治蝇类，
提出以下建议：①加
强抗药性监测。病媒生物的抗药性发展是一个连续
动态的过程，连续定期开展各类杀虫剂的抗药性监
测，以便及时掌握抗性发展进程，
为合理选择杀虫剂
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②加强病媒生物密度监测。
有效地开展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有针对性地进行防
治，从而缩小杀虫剂的使用范围，
适时控制用量及施
用时间，
以减缓抗性发展；
③合理用药。今后该市在
杀虫剂的选择及使用时应采取交替轮换、合理复配
（下转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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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事亲属发现叮咬后送鉴定并报道，
存在偶然性，
还无系统的调查数据，实际发病数可能远高于报道
的发病数。近年来，
随着我国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
城市家庭较少养鸡，但居住区的麻雀、喜鹊、鸽子等
鸟类增多，宠物鸟也很常见。这些居住区和宠物鸟
类与人类关系密切，其体表携带的革螨可能伤害人
类。农村地区仍有散养鸡的习惯，现代化养鸡场的
鸡皮刺螨感染率也较高，且鸡皮刺螨易侵袭人类，其
叮咬引起的皮炎应引起医务工作者的重视。
鸡皮刺螨若单一刺吸人或哺乳动物血不能繁
殖，
因此，
控制的关键在于清除螨的巢穴或避免接触
携带螨的动物，
室内可用有机磷、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剂喷洒进行灭螨，螨被消除后皮疹会很快消退。皮
炎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如剧痒可外用皮质醇类药
膏止痒，
若严重过敏或伴发感染则应及时就医。
志谢

大理大学郭宪国教授在螨鉴定中给予指导，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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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镶嵌用药的原则，
以延缓抗性产生；
④坚持以环境
治理为基础，
实施综合防治，
通过对孳生地的治理有
效地控制病媒生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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