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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德国小蠊 2006－2016 年抗药性
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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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南昌市野生种群德国小蠊 2006－2016 年 10 年间对常用杀虫剂的抗性发展趋势。方法

分别于

2006、2010、2014、2016 年的 6－7 月在南昌市的农贸市场、餐饮店、宾馆及超市采集野生种群的德国小蠊带回实验室
饲养，采用 WHO 推荐的药膜法及诊断剂量法（GB/T 26352－2010《蜚蠊抗药性检测方法
行抗药性测试。结果

德国小蠊生物测定法》
）进

2006－2016 年经药膜法检测，南昌市野生种群德国小蠊 2010、2016 年对 DDVP 的抗性系数

分别为 1.44 和 1.45 倍，2014、2016 年对乙酰甲胺磷分别为 0.53 和 0.77 倍，2006、2010、2014、2016 年对残杀威分别为
1.09、1.36、1.25 和 1.74 倍，2006、2010、2016 年对溴氰菊酯分别为 1.36、12.73 和 16.01 倍，2006、2010、2014、2016 年对
高效氯氰菊酯分别为 4.99、3.57、4.72 和 10.04 倍，2014、2016 年对氯氟氰菊酯分别为 2.34 和 5.39 倍，2014、2016 年对
顺式氯氰菊酯分别为 3.19 和 5.99 倍。用诊断剂量法检测南昌市野生种群德国小蠊对 DDVP、残杀威的抗药性，显示
均已产生抗性。结论

2006－2016 年南昌市野生种群德国小蠊对溴氰菊酯等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抗性由低抗发

展到中抗，
部分达高抗水平，
对 DDVP、残杀威保持低抗水平，对乙酰甲胺磷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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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istance dynamics of Blattella germanica in Nanchang
city from 2006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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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sistance dynamics for Nanchang field strain of Blattella germanica against the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from 2006 to 2016. Methods Field B. germanica strain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arm product
markets, restaurants, hotels and supermarkets on June and July in 2006, 2010, 2014, and 2016. Residual film method and
diagnostic dose method were used. Results From 2006 to 2016, by examining with the residual film method, we found
that the resistance ratios of the Nanchang field strain of B. germanica against each insecticide were as follows: DDVP, 1.44,
1.45; acephate, 0.53, 0.77; propoxur, 1.09, 1.36, 1.25, 1.74; deltamethrin, 1.36, 12.73, 16.01; beta ⁃ cypermethrin, 4.99,
3.57, 4.72, 10.04; cyhalothrin, 2.34, 5.39, and alpha ⁃ cypermethrin, 3.19, 5.99. By diagnostic dose method, the resistance of
Nanchang field strain of B. germanica against DDVP and propoxur has also been found. Conclusion From 2006 to 2016,
the resistance to pyrethroid insecticides such as deltamethrin has developed from low to medium level, part of them reached
high level. The resistance to DDVP, chlorpyrifos and propoxur remained low. The Nanchang strain of B. germanica remains
susceptible to acephate.
Key words: Blattella germanica; Insecticide resistance; Dynamics research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随着化学杀虫剂的出

美国德国小蠊种群对 DDT、林丹、氯丹产生了抗药

germanica）的主要手段。常用的化学杀虫剂，从 60

氯苯醚菊酯产生了抗药性，之后我国各地也陆续有

现 ，化 学 治 理 逐 步 成 为 防 制 德 国 小 蠊（Blattella
年代的 DDT、敌百虫、DDVP、天然除虫菊到 80、90 年

代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如溴氰菊酯、氯氰菊酯
等，
在德国小蠊的防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也出
现了抗药性的问题。1953 年 Heal 等［1］首先报道了

性。1986 年何上虹等［2］报道上海地区德国小蠊对二
德国小蠊抗性的报道［3-5］。德国小蠊自 20 世纪 90 年

代初通过交通工具传入南昌市以来，逐步成为当地
蜚蠊种群的优势种［6-7］。在南昌市近 20 年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的进程中，大量使用化学杀虫剂进行蜚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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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控制，
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也促进德国小蠊的
抗性发展。为此，自 2006 年起对其抗性进行了系统
监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虫采集 分别于 2006、2010、2014、2016 年的

6－7 月在南昌市的农贸市场、餐饮店、宾馆及超市
等区域采集德国小蠊，带回南昌市 CDC 饲养室饲养
至第 1～2 代，
取 2～3 周龄雄虫进行测试。
1.2

测试药物

97% 乙 酰 甲 胺 磷 、92.7% DDVP、

91.8%残杀威、92.32%氯氟氰菊酯、92%高效氯氰菊

酯、92%顺式氯氰菊酯、95.95%溴氰菊酯标准品，均

由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提供；1%DDVP、1%
溴氰菊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供；97%残

杀威、97%高效氯氰菊酯由上海保康化工有限公
司提供。
1.3

测试方法

采用 WHO 推荐的药膜法。以丙酮

为溶剂将各杀虫剂原液配制成 0.05%的稀释液，并

取 2.5 ml 稀释液于 500 ml 锥形瓶中，不断转动瓶子，
使药液均匀涂于瓶底和瓶壁，放置 6 h，使丙酮全部

挥发，每种试剂均进行 3 次重复，再统一设置单纯丙

酮的无药对照组，之后于各瓶颈处涂凡士林和石蜡
油的混合物，每瓶放 10 只左右雄性成虫，2 h 后观察
其击倒数，
求出半数击倒时间（KT50）及其 95%CI。

诊断剂量法：按照 GB/T 26352－2010《蜚蠊抗药

性检测方法 德国小蠊生物测定法》，以丙酮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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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杀虫剂、不同年度的抗性系数进行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药膜法测定

2006 年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残

杀威、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系数分别为
1.09、1.36、4.99 倍；2010 年对 DDVP、残杀威、溴氰菊

酯 、高 效 氯 氰 菊 酯 的 抗 性 系 数 分 别 为 1.44、1.36、
12.73 和 3.57 倍；
2014 年对乙酰甲胺磷、
残杀威、高效

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
顺式氯氰菊酯抗性系数分别

为 0.53、1.25、4.72、2.34 和 3.19 倍；2016 年对 DDVP、
乙酰甲胺磷、
残杀威、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氯氟

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抗性系数分别为 1.45、0.77、
1.74、16.01、10.04、5.39 和 5.99 倍，抗性级别见表 1。

经方差分析，溴氰菊酯抗性系数与 DDVP、乙酰

甲 胺 磷 、残 杀 威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12、
0.008、0.004）。

2.2 诊断剂量法测定 2016 年，
根据国家标准 GB/T
26352－2010《蜚蠊抗药性检测方法

德国小蠊生

物测定法》，制作 DDVP、残杀威诊断剂量 2 倍浓度的

药膜进行抗药性测试，结果显示德国小蠊野外种
群 24 h 死亡率均为 0，提示德国小蠊对 DDVP、残杀
威均产生了抗药性。
3

讨

论

2006－2016 年经过 4 次药膜法测试发现，南昌

将 DDVP、残杀威标准品配成指定的浓度，制成同样

市野外种群德国小蠊对有机磷类的 DDVP、氨基甲

亡率。

度的抗性，且有逐年增高趋势，
其中溴氰菊酯的抗性

的药膜，实验重复 10 次，以相同的溶剂处理作为对
照组，24 h 后记录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死亡数，计算死
1.4

质量控制

为使测定获得最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果，对影响敏感度的内在因子试虫重点控制虫龄

酸酯类的残杀威、
拟除虫菊酯类的溴氰菊酯、
高效氯
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均产生了不同程
水平与 DDVP、残杀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06－2010 年间，南昌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

和代数，所有测定皆系现场采集德国小蠊带回本中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由低抗发展到中抗或高抗，而

敏感度的外在因子主要控制温度和药物浓度，温度

定，呈低抗水平，与国内其他地区相近［8-10］。可能因

心饲养室饲养至 1～2 代，羽化后 2 周供试。对影响

按实验要求保持在 25 ℃左右，药物浓度由专人配
制，
药膜一律在 25 ℃，50%～70%条件下干燥 6 h。
1.5

抗性判定标准

对 DDVP、乙酰甲胺磷、残杀威等抗性系数基本稳

近几年，高效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
在南昌市大量使用，导致其抗性增高，而乙酰甲胺

参照《全国蟑螂抗药性监测方

磷、残杀威等主要用于制作毒饵，使用量较少，药物

案（试行）》，以抗性系数为指标判断抗性水平，判断

对德国小蠊的选择压力较小，从而减少和延缓抗药

标 准：1＜抗性系数＜5，为 低 度 抗 性 ；5≤抗 性 系

数 ≤10，为中度抗性；抗性系数＞10，为高度抗性。

性的发生。
药膜法、点滴法适用于触杀类杀虫剂的抗药性

诊断剂量法的抗性判定标准：校正死亡率＜80%为

测试，但是抗性的产生除了与杀虫剂本身的选择压

抗性种群。

力有关外，与德国小蠊敏锐的嗅觉、
触觉等感受器对

1.6

数据处理

采用 DPS 计算 KT50、95%CI 和回归

方程，其中抗性系数（R/S）＝野外种群 KT50/敏感品

系 KT50。利用 SPSS 20.0 软件，采取方差分析法对不

杀虫剂的感知，进而产生躲避行为有关。卢慧明［11］
用胃毒法监测德国小蠊不同种群对残杀威、乙酰甲
胺磷等饵剂抗性及行为选择，表明行为在德国小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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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2016 年南昌市德国小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性结果
Table 1 Resistance results of B. germanica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Nanchang area from 2006 to 2016

杀虫剂
敌敌畏

年度
2010
2016

乙酰甲胺磷

2014
2016

残杀威

2006
2010
2014
2016

溴氰菊酯

2006
2010
2016

高效氯氰菊酯

2006
2010
2014
2016

氯氟氰菊酯

2014
2016

顺式氯氰菊酯

2014
2016

品系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野生
敏感

回归方程（y＝a＋bx）

KT50 及其 95%CI（min）

1.62＋5.8x

3.84（3.24～4.28）

1.33＋4.94x

5.52（4.75～6.19）

抗性系数（R/S）
1.44

抗性级别
低抗

-12.28＋9.15x

21.80（20.36～24.08）

1.45

低抗

-6.04＋5.39x

112.16（87.81～191.10）

0.53

敏感

83.20（74.92～94.12）

0.77

敏感

16.78（15.23～18.48）

1.09

低抗

22.32（9.99～23.85）

1.36

低抗

22.57（21.79～23.79）

1.25

低抗

26.57（24.45～28.48）

1.74

低抗

19.00（17.88～20.20）

1.36

低抗

27.87（21.99～23.75）

12.73

高抗

-5.03＋2.14x

225.70（152.58～720.86）

16.01

高抗

-0.02＋1.30x

47.64（36.79～61.69）

4.99

低抗

-1.65＋5.65x

15.07（14.00～16.21）

3.57

低抗

-2.44＋5.73x

19.90（18.17～22.31）

4.72

低抗

-4.84＋1.15x

66.44（53.97～79.96）

10.04

高抗

-2.44＋5.73x

19.90（17.35～24.59）

2.34

低抗

-3.61＋2.28x

37.95（31.31～44.78）

5.39

中抗

0.84＋2.92x

26.55（21.74～31.56）

3.19

低抗

-2.27＋1.46x

35.80（26.03～44.96）

5.99

中抗

-10.99＋9.33x
1.37＋1.80x

-6.40＋3.34x

15.03（12.94～17.02）

213.28（130.93～613.61）

20.67＋10.16x

108.14（102.87～115.93）

-2.76＋6.54x

15.37（12.36～19.11）

-7.78＋4.53x
-5.03＋7.44x
-6.54＋9.50x

-17.85＋16.88x
-7.29＋9.78x

-10.49＋7.37x

-19.43＋16.42x
-9.91＋5.06x
-3.89＋3.37x
-1.57＋2.37x
-3.93＋3.11x
-7.98＋6.49x
1.73＋1.45x
2.09＋4.63x
2.09＋4.63x

-5.03＋6.13x
0.17＋5.20x

-3.45＋1.77x
0.16＋5.25x

-4.64＋5.98x

16.38（15.29～17.25）
18.07（16.75～19.40）
15.25（14.09～15.86）
13.92（12.87～15.07）
2.19（1.71～2.62）

14.10（13.09～15.02）
9.54（6.80～13.39）
4.22（3.62～4.73）
4.22（3.62～4.73）
6.62（6.09～7.07）
8.50（7.89～9.14）
7.04（6.12～7.78）
8.33（7.67～9.04）
5.98（5.49～6.42）

抗药性产生中起了一定作用。提示对常用于制作饵

推荐的药膜法进行测定，以抗性系数衡量抗性水平，

剂的有机磷类、
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测定，

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该地区德国小蠊的抗药性发展趋

胃毒法可能更灵敏。本研究中药膜法测出的该类杀

势，与当地的用药状况是相吻合的。药膜法仍然是

虫剂抗性较低，
是否是其真实的抗性水平，
有待于其

一种简单、有效的测试方法。

他方法的进一步验证。
目前，对德国小蠊抗药性的研究，
国内还是以生
物测试法为主，无论是药膜法还是点滴法测出的
LC50，均 以 抗 性 系 数 来 大 致 判 断 德 国 小 蠊 的 抗 药

性。生物测试法易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如药剂质量、
试虫的营养状态、
处理部位和麻醉方式等，
实验重复
性较差。如本研究中，实验室种群 KT50 值，有的药剂

在不同年份测定即有些差异。但是长期使用 WHO

根 据 中 国 CDC 的 要 求 ，2016 年 按 照 GB/T

26352－2010《蜚蠊抗药性检测方法

德国小蠊生

物测定法》，首次使用诊断剂量法（药膜法）对南昌市
德国小蠊野外种群进行抗药性测试，该国家标准只
提供了 DDVP、残杀威 2 种药剂的诊断剂量，分别为
3.5 × 10-4 和 1.1 × 10-4 mg/L，实验分别选取 2 倍诊断

剂 量 的 浓 度［12］，远 低 于 WHO 推 荐 的 药 膜 法 浓 度

（0.05%），测试结果试虫无一死亡，表明南昌市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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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蠊野外种群对 DDVP、残杀威产生了抗药性，与药

285-287.

膜法测定结果基本相符，但是国家标准中未对抗性

［6］ 陈海婴，柳小青，郭学俭，等. 南昌市城区蟑螂种群及地区分

水平进行分级。由于缺乏相关诊断剂量，本次未对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性进行测试，诊断剂量法

［7］ 陶卉英，柳小青，陈海婴，等. 南昌市蜚蠊的种群结构及优势

布的调查研究［J］.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2003，
9（3）：36-37.

种的防治研究［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8，19

（6）：
522-525.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8］ 吕文，晁国刚，皇甫晓中，等. 陕西省不同地区德国小蠊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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