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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家蝇对常用卫生杀虫剂的
抗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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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杭州市家蝇对 5 种常见卫生杀虫剂的抗药性，并与近 20 年的监测结果进行比对，探索杭州市家蝇

抗药性变迁规律，为科学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2014 年 6－7 月，采集杭州市建德市、江干区、下城区等不同方位的

家蝇，采用微量点滴法测定现场种群成蝇对 5 种常用卫生杀虫剂的抗药性。结果

现场种群家蝇对残杀威抗性水

平最高，抗性倍数＞1 345 倍，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DDVP 和三氯杀虫酯的抗性倍数依次为 77.33（LD50 为

0.069 6 μg/只）、55.58（LD50 为 0.200 1 μg/只）、7.26（LD50 为 0.329 0 μg/只）和 6.79（LD50 为 1.460 8 μg/只）倍。历年监测

资料显示，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一直处于高抗水平；DDVP 抗性也呈现逐年升高趋势，2008 年达到最高，之后又
有所下降；
残杀威抗性急剧上升；
三氯杀虫酯抗性有一定上升趋势。结论

杭州市家蝇现场种群已对多种杀虫药剂

产生抗性，
部分药剂如残杀威已基本无效。杭州市蝇类控制工作应进一步强化可持续控制策略，以环境治理与物理
防治为主要控制手段，
必要时选择抗性低的化学杀虫剂，科学施药，以减缓或防止家蝇的抗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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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sistance of Musca domestica to 5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Hangzhou, and
to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last 20 years,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Musca domestica were collected from Jiande city, Jianggan district and Xiacheng district of Hangzhou city from June to July,
2014. Topical applicat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sistance of M. domestica to 5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Results
The resistance to propoxur was the highest, the resistances ratios （R/R）＞1 345. The resistances ratios to
deltamethrin, beta ⁃ cypermethrin, dichlorvos, and three chlorine insecticidal ester was 77.33（LD50＝0.069 6 μg/♀）, 55.58
（LD50＝0.200 1 μg/♀）, 7.26（LD50＝0.329 0 μg/♀）, and 6.79（LD50＝1.460 8 μg/♀）, respectively. The monitoring data
showed that the resistance to deltamethrin and beta ⁃ cypermethrin were at a high level; the resistance to dichlorvo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the highest in 2008, and then declined; the resistance to propoxur increased sharply, the
resistance to three chlorine insecticidal ester showed a rising trend. Conclusion The M. domestica strains of Hangzhou
have been resistant to many kinds of insecticides. Some insecticides, such as propoxur, have been ineffective. Sustainable
integrated response strateg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M. domestica control in Hangzhou. In order to slow down or prevent
resistance,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physical control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control means; if necessary,
chemical insecticides with low resistance can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 resistance monito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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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类是环境卫生的重要指示性生物，其侵害状
况是国家卫生城市等考核体系的重要指标。蝇类可
以携带和传播多种病原微生物，陈佳木等 在调查
中监测到蝇类体内外携带 11 种属细菌，2 种肠道病
［1］

毒。因此，开展蝇类控制是我国病媒生物控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化学防治是蝇类控制的重要手段，
但大量卫生杀虫剂的使用可导致蝇类抗药性的升
高，增加控制蝇类的难度，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Zhu 等 报道家蝇对 62 种杀虫剂活性成分产生抗药
［2］

性，
在全球城市昆虫中抗性排名第一。

开展抗药性监测并进行科学施药是防止或减缓
蝇类抗药性产生的有效措施。本研究对杭州市蝇类
优 势 种 家 蝇（Musca domestica）的 抗 药 性 进 行 了 调

查，并与近 20 年的监测结果进行比对，探索杭州市
家蝇抗药性的变迁规律，为科学防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98%溴氰菊酯、96%高效氯氰

杀虫剂及溶剂

菊酯、80%DDVP、95％三氯杀虫酯、97％残杀威 5 种

常用化学杀虫剂，由浙江省 CDC 提供。分析纯丙
酮、
乙醚由杭州化学试剂厂提供。
1.2

试虫来源

现场种群于 2014 年 6－7 月采集于

杭州市建德市、江干区、下城区等不同方位，测试结
果可代表杭州市家蝇抗性的整体水平。现场采集蝇
类经鉴定为家蝇后带回本中心昆虫饲养室，繁殖至
第 1～2 代、羽化后 4～5 d 的 雌 性 成 蝇（体 质 量 为
18～20 mg/只）。敏感品系由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

控制所推荐的敏感试虫 ICDC⁃SUS，抗药性测试数据
由浙江省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媒科提供。
Table 1
药品名称
溴氰菊酯
高效氯氰菊酯
DDVP
残杀威
三氯杀虫酯

2.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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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移液器

微量移液器（Pipetman P10 型，法

国 Gilson 公司生产），量程为 0.5～10.0 μl。

1.4 实验方法 采用微量点滴法［3］。用丙酮作为溶
剂，将待测杀虫剂的 1%标准液倍比稀释成若干个浓

度组，
应用液要求现配现用。将试虫用乙醚轻度麻醉
后，选择合格的雌性成虫，
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与对
照组，
每组 20 只，
置低温操作台上。用微量移液器吸
取 1 μl 应用液滴加于试蝇的中胸背板上。实验重复

3 次。对照组在试蝇的中胸背板上滴加同剂量的丙

酮。实验操作完毕后将试虫置饲养笼中，
喂饲奶粉及
水，
连续观察24 h，
记录各组的死亡数与存活数。
1.5

结果判断

试虫死亡判断标准：试虫腹部上

翻，
足抽搐不能爬行；
当对照组死亡率＞20%时，
则实
验结果无效。抗药性水平判定标准［3］：
敏感品系和测
定种群95%CI不重叠，
且抗性倍数≥5 为抗性种群。
1.6

环境条件

1.7

统计学分析

（70±10）%。

环 境 温 度（25 ± 1）℃ ，环 境 湿 度
采用 SPSS 16.0（概率回归分析）

软件求出半数致死浓度（LD50）及其95%CI。计算抗性
倍数（RR），
RR＝测定种群LD50 值/敏感品系LD50 值。
2

结

2.1

果

家蝇对常见杀虫剂的抗药性

根据杭州市家

蝇现场种群对 5 种杀虫剂的 LD50，杀虫剂化学毒性
强度依次为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DDVP、三氯

杀虫酯、
残杀威。与敏感品系比较，
其中以残杀威抗
性水平最高，抗性倍数＞1 345 倍，对 DDVP 和三氯

杀虫酯的抗性相对较低，但与敏感品系比较，抗性倍
数仍在 6 倍以上，
见表 1。

表 1 杭州市家蝇对 5 种常用杀虫剂的抗性测定结果
The resistance of M. domestica to five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Hangzhou city, China

品系

代数

试虫数（只）

杭州

F2

360

杭州

F2

杭州

F2

杭州

F2

杭州

F2

ICDC⁃SUS
ICDC⁃SUS
ICDC⁃SUS
ICDC⁃SUS
ICDC⁃SUS

-

家蝇对常用杀虫剂的抗性变化趋势

斜率（sx）

抗性倍数

3.067（0.265）

77.33

3.080（0.290）

55.58

2.723（0.256）

7.26

0.000 9（0.000 8～0.001 1）

2.145（0.221）

300

0.003 6（0.003 0～0.004 3）

2.024（0.215）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60

历年的

抗性监测资料显示，
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一直处
于高抗水平；DDVP 抗性呈现逐年升高趋势，2008 年

达到最高，之后又有所下降；残杀威抗性急剧上升，
三氯杀虫酯抗性有一定上升趋势，
见表 2。

LD50 及其 95%CI（μg/只）

300

0.069 6（0.060 5～0.079 9）
0.200 1（0.174 1～0.230 8）
0.045 3（0.037 1～0.057 7）
0.329 0（0.283 2～0.383 0）
0.297 3（0.249 3～0.354 3）
＞400

0.215 0（0.186 6～0.247 6）
1.460 8（0.986 5～2.261 0）

3

讨

1.906（0.212）
2.194（0.223）
2.796（0.262）
2.490（0.212）

1.00
1.00
1.00
1.00

＞1 345
1.00
6.79

论

2014 年杭州市现场种群家蝇整体抗性水平较

高，对残杀威、溴氰菊酯等 5 种杀虫剂均产生抗性。
分析原因可能是蝇类侵害情况在政府卫生考核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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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药物名称
溴氰菊酯
高效氯氰菊酯
DDVP

残杀威
三氯杀虫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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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杭州市历年家蝇对 5 种常用杀虫剂的抗性变化趋势
Trend of the resistance of M. domestica to five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Hangzhou city, China
不同年度 LD50（μg/只）

1982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8 年

2011 年

2014 年

0.002 5

0.202 0

0.394 7

0.798 3

0.939 9

0.200 1

0.000 7

0.036 9

0.106 0

0.033 1

0.430 6

-

0.962 3

-

-

0.101 4
1.516 0

-

-

-

-

-

0.104 5

0.069 6

1.474 9

0.329 0

0.266 1

＞400

0.237 1

1.460 8

有较大比重，一直是杭州市外环境病媒生物控制的

上选择抗性低的化学杀虫剂，采用复配使用以及

重点。有害生物防治公司为达到较好控制效果，热

轮换用药等措施科学施药，以减缓或防止家蝇抗

衷于化学防治，特别是滞留喷洒化学杀虫剂。灭蝇

性的产生。

过程中杀虫剂用量较大，兼之外环境受雨淋、日晒等

志谢

影响，造成灭蝇不彻底，形成抗性群体正向筛选 ，

敏感品系抗性数据

最终导致抗性产生。北京市房山区 、咸阳市 、鄂

参考文献

［4］

［5］

感谢浙江省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媒科提供家蝇

［6］

尔多斯市［7］、呼和浩特市［8］、银川市［9］家蝇抗性监测
分析中均提到不规范的化学防治是导致家蝇抗性产
生的重要原因。

［1］ 陈佳木，李亚伦，高思维，等. 马尾口岸蝇类生物多样性和携
带病原微生物情况的研究［J］. 检验检疫学刊，2009，19（6）：
21-27.

杭州市近 20 年来家蝇抗性水平变迁显示，家蝇

［2］ Zhu F，Parthasarathy R，Bai H，et al. A brain ⁃ specific cytochrome

后又有所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 DDVP 等有机磷类

the QTC279 strain of Tribolium castaneum［J］. Proc Natl Acad

对有机磷类杀虫剂的抗性呈持续上升趋势，2008 年

杀虫剂作为卫生杀虫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使用较为

广泛，导致抗性不断升高。但由于其毒性特征、
环境
危害大等原因，2008 年后杭州市已禁止用做卫生杀

虫剂，仅在农业和园林等部门少量使用，
因此抗性水
平有所下降。拟除虫菊酯类药物持续处于高抗水
平，与拟除虫菊酯长期大量使用有关。三氯杀虫酯
在杭州市作为卫生杀虫剂已很少使用，但 2014 年抗

P450 responsible for the majority of deltamethrin resistance in
Sci USA，
2010，
107（19）：8557-856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GB/T 26350－2010

蝇类抗药性检测方法

家蝇生物测定法［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

［4］ 陈德国，霍新北. 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家蝇过氧化物酶性质变
化 研 究［J］. 中 国 媒 介 生 物 学 及 控 制 杂 志 ，2011，22（2）：
128-130.

［5］ 刘朝辉，王立强，张宇，等. 房山区家蝇抗药性检测结果［J］.
医学动物防制，2008，
24（9）：674-675.

性水平较 2011 年有明显升高，分析原因可能为三氯

［6］ 吕文，孙养信，张秀玲，等. 陕西省咸阳市家蝇抗药性调查［J］.

离子通道，
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了交互抗性［10］，
但需进

［7］ 王玲芳，海玉和，白长义，等. 鄂尔多斯市家蝇抗药性调查分

杀虫酯与拟除虫菊酯类药物主要作用靶位点均为钠
一步验证。

杭州市家蝇现场种群残杀威抗性 2014 年急剧

升高，实验中采用残杀威饱和溶液点滴或饲喂均不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1，
22（6）：529-530，
540.

析［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1，
22（4）：382-384.

［8］ 慕志华，范利霞，高烨芳. 呼和浩特市 2011－2012 年家蝇抗药
性调查［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5，
26（1）：
92-93.

能使其全部死亡，提示杭州市家蝇现场种群残杀威

［9］ 韩坤，张术斌，付大仁，等. 银川市家蝇抗药性调查［J］. 中国

作用靶位点可能发生了较大突变，导致该类药物对

［10］ 陈斌，鲜鹏杰，乔梁，等. 昆虫钠离子通道基因突变及其与杀

其基本失效，
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杭州市家蝇现场种群已对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2，23（6）：
585.

虫 剂 抗 性 关 系 的 研 究 进 展［J］. 昆 虫 学 报 ，2015，58（10）：
1116-1125.

多类主要杀虫药剂产生了抗性，部分药剂如残杀威

［11］ 刘起勇，孟凤霞，鲁亮，等. 探索中国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之

已经基本无效。杭州市在蝇类控制工作中应进一步

［12］ 刘起勇. 我国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现状分析及展望［J］. 中国

强化可持续控制策略［11-12］，以环境治理与物理防治
为主要控制手段，必要时在抗药性监测数据基础

路［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6，
17（4）：261-264.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5，26（2）：
109-113，126.

收稿日期：2017-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