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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重要传播媒介伊蚊控制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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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蚊是多种蚊媒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如登革热、寨卡病毒病、基孔肯雅热和黄热病等。近年来，多种因素引起
伊蚊在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改变，
从而影响这些蚊媒病毒的传播。作为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媒介伊蚊的防治方
法对蚊媒传染病的可持续控制意义重大，
该文对媒介伊蚊控制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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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des mosquitoes are vectors of many mosquito ⁃ borne diseases such as dengue fever, Zika fever, Chikungunya
fever, Yellow fever, etc. In recent years, many factors have favored global adaptability of Aedes, thus affecting the spread of
these mosquito ⁃ borne viruses. As an important vector, the 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 of Aed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osquito⁃borne disea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osquito control technology i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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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不断增长，旅
游和贸易活动的增加，特别是气候的改变，全球伊蚊传播的
传染病形势日趋严峻，基孔肯雅热［1］、登革热［2-3］、寨卡病毒
病 、黄热病 等疫情此起彼伏，流行区域不断扩展，流行强
［4］

［5］

度不断增强。目前虽然伊蚊传播疾病的疫苗研究已有长足
进展［6-9］，但是在蚊媒传染病防制中，控制蚊虫仍具有至关重

等［12］在斯里兰卡进行了一项为期 12 个月的干预试验，将 46
个桶盖上盖，另有 46 个无桶盖的桶作为对照。12 个月后，干

预组的平均阳性桶数量从 10.5 个/月下降到 1.17 个/月，而对
照组无变化。

2

物理防治
生活中一般采用蚊帐、纱窗等方法驱蚊防蚊，还可选用

要的作用。该文就伊蚊控制技术进行了综述，为相关传染病
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

诱蚊器、超声波驱蚊器、电热驱蚊器、电蚊拍等多种设备进行

1

诱蚊、驱蚊、灭蚊。随着科技的发展，驱蚊灭蚊方法也逐渐多

环境防治
环境防治是伊蚊控制的根本措施，需要广泛发动群众，

经常做好孳生地清理工作。Bowman 等

运用 Meta 分析发

［10］

现，入户清理蚊虫孳生地可以降低登革热风险。然而，孳生

地清除并不易，如仅清除部分孳生地，则控制效果有限。晁

样化。单分子膜（monomolecular film，MMF）是一种可降解的
表面活性剂，在积水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单分子膜，以覆盖

水面影响孑孓及蛹的呼吸和发育。Ngrenngarmlert 等［13］对其
进行了实验室评估，发现 MMF 不仅可以杀灭蚊幼虫和蛹，还

可抑制幼蚊发育。该方法不会产生抗药性，且对鱼类及植物

斌等［11］在环境治理实验区内清除外环境蚊虫孳生地，发放宣

无毒害作用，
是一种比较环保的杀幼虫方法。

传资料，并不能达到显著效果。在清理孳生地过程中，还应

3

注意一些容易忽视的地方，如电冰箱接水盒、下水道等处的
处理。对于无法清除的容器应进行防蚊处理。Kusumawathie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具有速效、持久以及使用简便等优点，曾在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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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传染病防制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因为抗药性的产生［14-16］、
容易污染环境，该方法的使用受到了很大挑战。在目前的伊
蚊控制中，尚不能完全舍弃化学防治，建议在传染病暴发或
流行时使用，
使用时要注意做到科学、
合理，
不能滥用。
3.1

超低容量喷雾

室外成蚊杀灭以超低容量喷雾为主。

超低容量喷雾可通过施药器械将杀虫剂施放到空间中，形成

数以百万计 ϕ ＜30 μm［17］的微小杀虫剂雾滴分散进入空间，
以此杀灭成蚊，迅速降低蚊虫数量。超低容量喷雾剂是供超
低容量喷雾施用的一种专用剂型［18］，是一种特制的油剂，有
用量少、药效好、功效高、费用低等特点，但由于其雾滴小，易
漂移，受施药环境影响较大，易发生漏喷或反复喷雾现象，因
此对施药器械和操作人员有较高的要求。
3.2

滞留喷洒

室内成蚊杀灭以滞留喷洒为主。滞留喷洒

是将残效期长的杀虫药剂喷洒到伊蚊栖息、停留或藏匿场
所，使伊蚊与杀虫剂接触中毒而死。可进行滞留喷洒的喷雾
器包括压缩喷雾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机动泵式喷雾器等，
杀虫剂的剂型可采用乳剂、悬浮剂、可湿性粉剂以及微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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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Wu 等［28］将鲶鱼放入房屋内外的蚊虫孳生容器中，1
个月后，发现布雷图指数（BI）从干预前的 47.3 降至 10.9。将
放有鱼的容器与无鱼的容器进行对比，
7 个月后，
无鱼容器的

BI 为 3.05，有鱼的容器则为 0。常用的食蚊鱼有柳条鱼、网斑

花鳉、斗鱼、青鱼等。由于外来物种可能逃到自然栖息地，危
及本土物种，
因此鱼类饲养建议使用本地的食蚊鱼种。
4.2

苏门金芽孢杆菌

苏门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种

（Bacillus thuringiensis israelensis，Bti）可 产 生 有 效 的 杀 虫 毒
素，这些毒素被蚊幼虫摄入，在幼虫肠道内激活，破坏其细胞

膜，从而导致机体的死亡。Setha 等［29］在柬埔寨进行了试验，
在使用 Bti 处理的 6 个试验区内，登革热病例总数减少了

48%，而同省的 5 个未处理区内的登革热病例相对试验区增

加了 352%。Bti 剂型多样，如颗粒剂、漂浮颗粒剂、块剂、发

泡剂、扩散颗粒剂、微胶囊等，其应用剂型应根据孳生地特点
选择。
4.3

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 Wolbachia 是一种共生细

菌 ，可 感 染 大 部 分 的 节 肢 动 物 和 一 些 丝 虫 线 虫 ，携 带

悬浮剂等。滞留喷洒多用于室内和重点场所的成蚊杀灭，喷

Wolbachia 的雄蚊与不携带 Wolbachia 的雌蚊交配后所产的卵

洒时应防止其污染食物和餐具。

不 能 发 育 ，从 而 降 低 蚊 虫 数 量 。 wMelPop 是 一 种 在 果 蝇

近年来，绿篱技术在蚊虫防制方面应用日趋增多。绿篱

（Drosophila）中提取的 Wolbachia 菌株，它可有效缩短蚊虫寿

技术是指采用某种长效杀虫药剂处理建筑物周围和拟保护

命，但其对蚊虫有一定毒性，影响试验蚊虫在野生环境中的

区域的植被上下表面，包括灌木、草坪、树干、观赏花木等植

适应性，降低其与野生种群生存竞争的能力。Walker 等［30］发

被 5 m 以下蚊虫栖息的部位，以降低建筑周围和拟保护区域
成蚊密度并维持较长时间。王飞等

利用绿篱技术进行了

［19］

现了另一种天然无毒性的 Wolbachia 菌株 wMel，该菌株感染
性与 wMelPop 相当，却没有 wMelPop 的毒性作用，不影响感

现场试验，发现该技术可有效控制外环境中白纹伊蚊（Aedes

染蚊虫在野生环境中的生存。

3.3

常用的化学杀幼剂有倍硫磷、双硫磷、甲基嘧

传播风险。Bian 等［31］发现，在感染 wMelpop 的埃及伊蚊试验

啶磷等，皆可有效杀灭幼虫。Thavara 等［20］为了验证双硫磷

中，试验蚊体内的登革热病毒数量明显低于未感染蚊虫体内

albopictus）密度，
效果可持续 3 周左右。
杀幼剂

Wolbachia 还会影响病毒在蚊虫体内的复制，降低疾病

颗粒的杀虫活性，进行了双硫磷颗粒的现场试验，发现在 3
个月内，双硫磷颗粒可有效控制埃及伊蚊（Ae. aegypti）幼虫
数量。冷培恩等

发现，1 mg/L 剂量的 1%双硫磷砂粒剂投

的病毒水平。目前，关于 Wolbachia 影响病毒复制的机制尚
未明确。
澳大利亚是最早开展 Wolbachia 蚊虫种群替换现场试验

［21］

放 20 d 后，
孳生地幼蚊密度下降率接近 100%。

且获得成功的国家［32］。越南在 2013 年也开展了类似试验［33］，

内酯类杀虫剂，对非靶标生物相对低毒，降解快，环境安全性

群替代失败。目前，我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哥伦比亚、

多杀菌素是由刺糖多孢菌有氧发酵后产生的一种大环

高，可有效控制对鳞翅目、双鳞翅目和缨翅目昆虫，是当前新
型杀虫剂的研究热点

。多杀菌素与双硫磷不存在交叉抗

［22］

性，可用于已产生双硫磷抗性的伊蚊种群的控制。Dos 等

［23］

将多杀菌素作用于埃及伊蚊种群中，在 7～8 周内，其死亡

率≥80%。多杀菌素对多种蚊虫［23-25］有高效且持久的控制效
果，
是 WHO 新推荐的杀幼虫剂

。

［26］

3.4

昆虫生长调节剂

昆虫调节剂具有破坏昆虫正常生长

但是因 wMelPop 的过度增殖严重影响了宿主生活力，导致种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合作开展
“消灭登革热”
计划（Eliminate
［34］
Dengue Program）
，
我国广东等地正在进行相关试验。

4.4

其他生物

球形芽孢杆菌（Bacillus sphaericus，Bs）在土

壤或水土系统中普遍存在，毒力作用谱较窄，但其杀虫效果

持续时间较长。Bs 对伊蚊杀灭效果并不好，灭蚊速度慢，且
容易引起蚊虫抗药性，应用范围有限。另外，如大链壶菌
（Lagenidium giganteum）等真菌，中剑水蚤（Mesocyclops）、华

发育或生殖的作用，从而抑制蚊虫数量。一般可分为几丁质

丽巨蚊（Toxorhynchites splendens）等昆虫，以及食蚊罗索虫

合成抑制剂、蜕皮激素类似物、保幼激素类似物等，可作为控

（Romanomermis culicivovax）等寄生虫，也可作为蚊媒防控的

制幼蚊数量的一种有效方法。徐仁权等［27］用吡丙醚颗粒剂

生物学方法，
抑制蚊虫种群数量。

施用于现场蚊虫孳生地后，从现场采回蚊幼虫，其中仅有

5

0.24%～0.71%发育为成蚊，因此，吡丙醚具有抑制白纹伊蚊
幼虫生长发育的作用，1 mg/L 的吡丙醚可直接应用于孳生地

遗传防治
遗传防治可通过遗传物质发生改变或转换的蚊种群与

控制蚊虫。

自然种群的交配，以逐步降低靶标蚊种自然种群繁殖势能、

4

生存能力或媒介能量，从而控制或消除目标蚊种群或其所致

4.1

生物防治
食蚊鱼

早在 1987 年，中国人就发现鲶鱼对蚊虫控制

的蚊媒传染病。遗传防治主要是通过种群抑制和种群替代
两种途径达到防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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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 de Valdez 等［35］借鉴昆虫不育技术（SIT）将 OX3604

类转基因雄性埃及伊蚊释放到野生埃及伊蚊当中，发现可有
效减少埃及伊蚊种群数量。Thomas 等

将显性致死基因整

［36］

合到目标昆虫的染色体中，当四环素不足时，致死基因表
达。在人工喂养过程中添加四环素，抑制其死亡基因的表
达，而后将处理过的昆虫释放到目标种群中，使其与野生昆
虫交配，由于四环素的缺乏，致死因子在后代中表达，从而使
目标种群数量减少。此类方法无污染，不会产生抗性，但需
要释放大量的蚊虫方能达到减少种群数量的目的，防制成本
较高，
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近年来，英国 Oxitec 公司研究出 OX513A 类转基因埃及

伊蚊，可抑制蚊幼虫发育至成虫，相关研究表明［37］，持续释放

足量的 OX513A 类埃及伊蚊，可有效抑制当地野生蚊虫数

量。OX513A类转基因埃及伊蚊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已经过2次

评估，目前，巴西已经允许在试点区域释放 OX513A 转基因
埃及伊蚊，用于埃及伊蚊种群数量的控制［38］，但是仍缺乏其
流行病学影响的相关数据，对此，WHO 建议

，施用该方法

［39］

时，应仔细规划试点，同时建立严格的监测和评估方案，以保
证转基因蚊虫控制方法可以科学、
安全、
有效地进行。

6

展 望
目前蚊虫控制技术以医学昆虫学为基础，与流行病学、

微生物学、寄生虫学、遗传学、动物生态学等学科密切结合，
正在逐渐发展为综合学科。随着化学杀虫剂抗药性的产生
及人们对环保的重视，伊蚊控制技术的研究将日益朝向绿
色、环保、高效的方向发展，生物防治、遗传防治等新的蚊虫
控制手段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在伊蚊控制中，每种控制技
术由于其固有的劣势使其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如
化学防治虽然起效快，但使用不当会导致伊蚊抗药性的产
生，且对环境会产生污染。因此，在伊蚊控制中，应该以环境
防治为基础，因时因地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才能达到可持
续控制伊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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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推出《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
日前，中国知网（CNKI）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推出了一套《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该报告基于中国大陆建国以

来出版的 422 万余本图书被近 3 年国内期刊、博硕、会议论文的引用频次，分学科、分时段遴选高被引优秀学术图书予以发布。
据研制方介绍，他们统计并分析了 2013－2015 年中国学术期刊 813 万余篇、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 101 万余篇、中国重要会议论

文 39 万余篇，累计引文达 1 451 万条。根据统计数据，422 万本图书至少被引 1 次的图书达 72 万本。研制方根据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将 72 万本图书划分为 105 个学科，分 1949－2009 年和 2010－2014 年两个时间段，分别遴选被引最高的 TOP 10%图书，共

计选出 70 911 本优秀图书收入《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统计数据显示，这 7 万本高被引优秀图书虽然只占全部图书的 1.68%，
却获得 67.4%的总被引频次，可见这些图书质量上乘，在同类图书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该报告还首次发布各学科“学科

h 指数”排名前 20 位的出版单位的评价指标，对客观评价出版社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学术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该报告从图书被引用的角度出发，评价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弥补了以销量和借阅等指标无法准确评价学术图书的缺憾，科
学、
客观地评价了图书、
图书作者以及出版单位对各学科发展的贡献。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把建国以来出版图书全部纳入评价范围属国内首创，是全面、客观评价图书学术影响力的工具，填
补了目前图书学术水平定量评价的空白，在帮助图书馆建设特色馆藏和提高服务水平、帮助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我国学术出版
物现状、帮助科研机构科研管理、帮助读者购买和阅读图书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为出版社评估出版业绩、决策再
版图书、
策划学科选题提供有用的信息。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该产品的形式为光盘电子出版物，分为理

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6 个分卷，随盘赠送图书，欢迎您咨询、订购。
咨询电话：010-82710850 82895056 转 8599，
Email：
aspt@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