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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湖北省白纹伊蚊密度及抗药性
监测结果分析
熊进峰，杨瑞，谭梁飞，姚璇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武汉 430079
摘要：目的

了解湖北省登革热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幼虫密度及其对几种常用化学杀虫剂的抗性水平，为白纹伊蚊

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6 年 5－10 月，采用布雷图指数（BI）法在荆州、武汉、宜昌和十堰市对白纹伊蚊幼

虫密度进行监测，采用 WHO 推荐的幼虫浸渍法进行抗药性监测，以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推荐的敏感试虫为

湖北省白纹伊蚊幼虫密度高峰期在 5－7 月，其中宜昌市 6 月 BI 最高，为 44.00；

参考品系，判断其抗药性。结果

4 个监测点的白纹伊蚊幼虫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氯菊酯和双硫磷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2.50～15.00、3.56～

8.33、3.40～7.45 和 0.31～2.19 倍；对高效氯氰菊酯和氯菊酯均为低抗，对双硫磷敏感；除荆州市白纹伊蚊幼虫对溴
氰菊酯敏感外，其他 3 个监测点均为中抗。结论

5－7 月为湖北省白纹伊蚊防治的关键期，应采取综合治理方法进

行灭蚊，
使用化学防治时应考虑白纹伊蚊幼虫对不同化学杀虫剂的抗性水平，以延缓抗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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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f Aedes albopictus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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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Aedes albopictus larvae and its resistance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data for dengue vector mosquito control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Methods The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larvae were monitored by Breteau index（BI）method from May to October in 2016, and WHO
recommended method⁃bioassays were performed on the collected Ae. albopictus. With reference to the S ⁃ lab（a laboratory
strain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ecticides resistance were tested with dipping method on larvae. Result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throughout the year shows a high peak period from May to July, with the maximum index reaches 44.00 in
June in Yichang city. The resistance indices were 2.50-15.00 against deltamethrin, 3.56-8.33 against beta⁃cypermethrin,
3.40-7.45 against permethrin, and 0.31-2.19 against temephos, respectively. Aedes albopictus at all four monitoring sites
showed low resistance to beta ⁃ cypermethrin and permethrin，and was susceptible to temephos. As to deltamethrin, three
sites showed moderate resistance except for the site in Jingzhou city which showed susceptible.Conclusion May to July is
a key period for Ae. albopictus control. Integrated management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insecticide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delay 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
Key words: Aedes albopictus; Breteau index; Insecticide resistance; Bioassay

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可传播登革热、基孔
肯雅热和黄热病等多种疾病，成为全球危害最大的
蚊种之一［1］。该蚊种起源于亚洲，现扩散至 70 多个

国家，
东到美国，
南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西至非洲，
北抵我国东北地区 。近年来，我国白纹伊蚊主要
［2］

传播登革热，
2013 年我国报道登革热病例数达 4 664

例，2014 年超过 45 000 例［3］。此外，
2015 年在南美洲
国家寨卡病毒病通过白纹伊蚊传播流行［4］。截至

2016 年 2 月底，全世界已有 30 多个国家相继报道寨

卡病毒感染并引发多个国家输入性病例，我国大陆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8 例［5］。随

着媒介伊蚊传播的病例数逐年增多，各部门对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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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蚊的化学防治不断加强。近几年，中国 CDC 传染

率＞20%，实验无效，重做。

病预防控制所对伊蚊的抗性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多

蚊幼虫死亡判定标准［7］：用利器轻触蚊幼虫呼

个地区的白纹伊蚊对常用化学杀虫剂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抗药性［6］。为了解湖北省白纹伊蚊密度及其抗

吸管，不能运动或仅对刺激有微小反应（抽搐），
且不
能主动逃逸避免刺激的持续发生，
即为死亡。

2016 年开展了白纹伊蚊密度及抗药性监测。

1.4.1 密度监测 BI 计算公式：

药性发展状况，从而科学地防治伊蚊，于 2015－
1

BI＝阳性容器数/户数×100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95.95%溴氰菊酯、92.00%高效氯氰

菊 酯 、99.00% 氯 菊 酯 和 87.40% 双 硫 磷 ，均 由 中 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提供；溶剂
为丙酮（分析纯）。
1.2

供试蚊虫

于 2015－2016 年每年的 8－9 月，

分别在荆州、武汉、宜昌和十堰市 4 个监测点的城区

采集白纹伊蚊幼虫。利用吸管法采集小型积水容器
的白纹伊蚊幼虫 2 000 只以上，带回实验室饲养繁
殖，采集信息见表 1。实验室参考品系（S ⁃ lab）敏感

基线为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
室提供。

表1

采集地点

2015-08-12

荆州市沙市区关沮镇关
沮村 5 组

武汉市洪山区华中农业
2015-09-15
大学校内
2016-08-18

宜昌市东山开发区南苑

2016-09-08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杨
家沟村

管理区南苑杂居小区

生境

1.3.1

虫态

城乡结合部

3、4 龄幼虫

居民区

3、4 龄幼虫

居民区

3、4 龄幼虫

居民区

3、4 龄幼虫

1.3 方法

白纹伊蚊幼虫密度监测方法

1.4.2

抗药性监测

利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记录各处理组试虫数。计算半数致死浓度

（LC50）值及其 95%CI 和毒力回归方程斜率 b 值。若

5%＜对照组死亡率≤20%，用 Abbott 公式校正处理
组死亡率［3］。若对照组死亡率＞20%或化蛹率＞
10%，实验无效。

校正死亡率＝（处理组死亡率－对照组死亡率）（
/ 1－对

照组死亡率）×100%

1.5

抗性判定标准

抗性水平用抗性倍数（RR）表

示 ，RR＝ 野 外 种 群 LC50/敏 感 品 系 LC50；蚊 幼 虫 的
RR＜3 为敏感，3≤RR＜10 为低抗，10≤RR＜40 为
中抗，
RR≥40 为高抗［8］。
2

白纹伊蚊样本采集信息

采集时间
（年-月-日）

1.4 统计与计算

2.1

结

果

蚊密度监测结果

2016 年湖北省白纹伊蚊幼

虫密度高峰期在 5－7 月，其中宜昌市 6 月密度最高，
BI 值为 44.00；荆州市 7 月达到峰值，BI 值为 30.30；
武汉和十堰市蚊幼虫密度相对较为平稳，BI 值全年
均基本维持在 20.00 以内，见图 1。

按照《全国病

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蚊密度监测方法，
分别在武
汉、宜昌、荆州和十堰市设置监测点，于 2016 年 5－

10 月采用布雷图指数（BI）法开展白纹伊蚊幼虫密
度及其季节消长监测。每月中旬监测 1 次，两次监

图1

湖北省 4 个监测点白纹伊蚊幼虫布雷图指数

测间隔时间≥15 d，且在不同户次进行。

2.2

的幼虫浸渍法。以丙酮为溶剂将原药配制成10 mg/ml

均为中抗，抗性倍数为 11.25～15.00 倍；4 个监测点

1.3.2

白纹伊蚊幼虫抗药性测定

采用 WHO 推荐

母液，参考预实验结果，将母液稀释成 5～7 个浓度

梯度，在 500 ml 烧杯中，分别加入 0.1 ml 待测药液和
去氯水，
配制成 200 ml 药液，加入 30 条健康的 3 龄末

4 龄初幼虫，在温度（25±1）℃、相对湿度（70±5）%、
光周期（L∶D＝16∶8）的培养箱中饲养 24 h，记录死

亡数，剔除化蛹数，计算死亡率；对照组加入相应量
的丙酮，实验重复 3 次。若化蛹＞10%、对照组死亡

抗药性监测结果

白纹伊蚊幼虫对溴氰菊酯

的抗性相对较高，除荆州市为敏感外，其他 3 个城市

的白纹伊蚊对高效氯氰菊酯和氯菊酯均为低抗，抗
性倍数为 3.40～8.33 倍；对双硫磷均为敏感，抗性倍
数为 0.31～2.19 倍，
见表 2。
3

讨

论

中国 CDC 根据伊蚊分布状况及登革热疫情严

重程度对全国各省进行分类，湖北省为Ⅱ类地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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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杀虫剂
溴氰菊酯

试虫来源
敏感品系
武汉市
荆州市
宜昌市
十堰市

高效氯氰菊酯

敏感品系
武汉市
荆州市
宜昌市
十堰市

氯菊酯

敏感品系
武汉市
荆州市
宜昌市
十堰市

双硫磷

敏感品系
武汉市
荆州市
宜昌市
十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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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4 个监测点白纹伊蚊幼虫对 4 种常用化学杀虫剂的敏感性
试虫数（条）
535
539
630
630
542
541
628
632
639
541
545
543
549
633
545
544

近年来出现过本地病例或根据各省伊蚊分布情况，
为暴发风险相对较高的地区。本次监测结果显示，
湖北省白纹伊蚊幼虫密度高峰期在 5－7 月，与本省

气候变化相吻合。5－7 月以温暖湿热气候为主，雨
水充沛，适宜蚊幼虫孳生的水体较多。8－9 月天气
炎热，雨水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蚊密度。
武汉、荆州、宜昌和十堰市分别位于湖北省东
部、中部、西部和西北部，白纹伊蚊抗药性水平大致
可代表本省的总体水平。其中白纹伊蚊对溴氰菊酯
的抗性相对较高，可能因溴氰菊酯具有触杀和胃
毒作用，作用迅速、击倒力强、持效期长、对人畜低
毒及环境污染小等特点，近年来被广泛用于蚊、蝇

防 治 。 2014 年 武 汉 市 致 倦 库 蚊（Culex pipiens

LC50 及其 95%CI（mg/L）

抗性倍数

抗性级别

0.005 5（0.042 0～0.071 8）

13.75

中抗

0.006 0（0.004 2～0.008 2）

15.00

中抗

0.000 4

0.001 0（0.000 8～0.001 2）
0.004 0（0.003 5～0.005 7）
0.000 9

0.007 5（0.006 7～0.008 4）
0.003 2（0.002 0～0.004 8）
0.005 6（0.004 5～0.007 0）
0.005 5（0.004 9～0.006 1）
0.002 0

0.010 8（0.008 4～0.013 7）
0.006 8（0.006 1～0.007 6）
0.014 9（0.013 6～0.016 3）
0.014 2（0.013 8～0.016 5）
0.001 6

0.001 1（0.001 0～0.001 3）
0.000 5（0.000 5～0.000 6）
0.001 0（0.000 9～0.001 1）
0.003 5（0.002 1～0.005 4）

1.00
2.50

敏感

11.25

中抗

1.00
8.33

低抗

6.22

低抗

3.56

低抗

6.11

低抗

1.00
5.40

低抗

7.45

低抗

3.40

低抗

7.10

低抗

1.00
0.69

敏感

0.63

敏感

0.31

敏感

2.19

敏感

4 种常用化学杀虫剂对伊蚊的控制均可起到较好的
杀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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