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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容量喷雾防制白纹伊蚊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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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韶关市社区和中山公园进行超低容量夜间和白天喷雾试验，为选用科学有效的杀灭白纹伊蚊

技术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20 日在韶关市社区和公园利用大型车载超低容量喷雾机分

别在夜间和白天进行喷药灭蚊，采用人诱指数和诱蚊诱卵器指数（MOI）法对施药前后的伊蚊密度进行监测，评估喷
药效果。结果

韶关市碧桂园别墅区夜间和白天喷药后人诱指数下降率分别为 98.19%和 76.85%，MOI 下降率分别

为 81.15%和 43.86%；人诱法相对密度指数分别为 3.90 和 14.25，MOI 分别为 38.48 和 24.47。韶关市中山公园夜间和

白天施药后人诱指数下降率分别为 76.47%和 77.78%，MOI 下降率分别为-58.54%和 76.33%；人诱法相对密度指数
分别为 33.82 和 44.44，MOI 分别为 99.09 和 45.68。结论

韶关市社区环境中使用超低容量喷雾夜间喷药效果优于

白天，
可更有效地杀灭蚊虫和保持蚊媒低密度水平，
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而中山公园超低容量喷雾夜间、白天药效
相差不明显；
人诱指数评价超低容量空间喷药灭蚊效果优于 MOI。
关键词：超低容量喷雾；人诱指数；诱蚊诱卵器指数；白纹伊蚊
中图分类号：R184.31；R384.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17.06.011

文章编号：1003-8280（2017）06-0561-03

Effectiveness of ultra⁃low⁃volume spra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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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mosquito ⁃ killing effect of ultra ⁃ low ⁃ volume spraying machine during night and day in
community and Zhongshan Park at Shaoguan, 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to choos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osquito ⁃
killing technology. Methods Used the large vehicle ⁃ mounted ultra ⁃ low ⁃ volume machine spraying pesticide to kill
mosquitoes in Shaoguan communities and park environment, respectively during night and day, then evaluated mosquito ⁃
killing effect of applying pesticide spray during night and day by Mosq ⁃ ovitrap positive index (MOI) and human ⁃ bait of
monitoring Aedes density before and after applying pesticide. Results After ultra ⁃ low ⁃ volume spraying during night and
day respectively at villa of Shaoguan Country Garden, human ⁃ bait index was reduced by 98.19% and 76.85% , MOI by
81.15% and 43.86%; at park, human ⁃ bait fell by 76.47% and 77.78% respectively, and MOI fell by -58.54% and 76.33%
respectively. Human ⁃ bait relative density index of nighttime, daytime spraying at villa was 3.90 and 14.25 respectively,
MOI was 38.48 and 24.47; human ⁃ bait relative density index at park was 33.82 and 44.44, MOI was 99.09 and 45.68.
Conclusion The ultra⁃low⁃volume spraying in Shaoguan community environment at nighttim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daytime spraying, but in Zhongshan Park the results were similar. In community environment, nighttime ultra ⁃ low ⁃ volume
spraying, compared with spraying during the day, can effectively kill mosquitoes and keep mosquito ⁃ borne diseases at low
density level, and has a certain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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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作为重要的病媒生
物可传播登革热、
寨卡病毒病、
基孔肯雅热等多种急

性传染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伊蚊凶猛的吸血习
性干扰人类生活，是人居环境的重点防制对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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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伊蚊进行化学防治有空间喷洒和滞留喷洒
两种方法 。超低容量喷雾因其高效、省药等特点
［2］

广泛应用于社区白纹伊蚊防制，是杀灭伊蚊成蚊的
重要技术手段［3-5］。因其化学防治特点在应用时存
在一定局限性，
白天喷雾操作多受活动人群、
店铺营
业等因素影响而降低防制效果

，而夜间喷雾则避

［6-7］

开这些影响因素，
使施药过程更加安全顺利，
但其效
果如何则需进一步论证。通过对韶关市社区和中山
公园进行超低容量喷雾试验，为科学防制白纹伊蚊
提供依据。
1
1.1

仪器和试剂

诱蚊人员着深色长裤于植被阴凉处安静 15 min，记

录试验人员身边出现的伊蚊数量。人诱指数＝蚊数
量（只）（
/ 人·15 min）。
1.3.2 诱蚊诱卵器指数（MOI）法

HDW-Ⅰ型多用途大型车载超

低容量喷雾机（北京海宝机电设备公司），喷射雾滴

ϕ 29.17 μm，喷雾量 1.5～3.5 L/min，连续可调，喷雾
距离≥15 m，喷射角度上及左右均为 60°，植被环境
有效消杀面积为 500～1 000 m2/min；诱蚊诱卵器（深
圳市贝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拜耳列喜镇（Aqua
Resigen）水乳剂（总有效成分含量 104 g/L，其中 S-生
物烯丙菊酯 1.4 g/L、氯菊酯 102.6 g/L）。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地点 社区环境选择韶关市碧桂园一块
具有 117 幢相对独立别墅、总面积约 23 400 m2 的区
域作为超低容量喷药试验区。区域内每栋别墅占地
面积为 150～200 m2，围绕其周边的绿化带面积为
50～58 m2/栋。试验区外围划定 50 m 宽的区域作为
缓冲隔离带。公园环境选择韶关市中山公园，施药
区域为两片相邻的树林，林间有数条纵横贯通的小
道，总面积约 22 400 m2；试验区外围划定 50 m 宽的
区域作为缓冲隔离带。对照区与试验区条件相似，
在相隔 500 m 外区域不进行喷药，同时观察蚊密度
变化。选择试验场地栖息的白纹伊蚊为试验对象。
1.2.2 试验方案 施药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20 日，分为白天喷药试验和夜间喷药试验。每
次先完成缓冲隔离带喷药后再进行试验区喷药，
以避免相邻区域的成蚊过早迁入。白天喷药时间为
16：00－18：00，喷药操作时避开人群及正在营业的
商铺；夜间喷药试验在上次白天喷药试验区内相隔
1 个月后进行，施药时间为 24：00－03：00。拜耳列
喜镇水乳剂按使用说明 1/10 倍兑水稀释，车辆行驶
以 8～10 km/h 的速度进行喷药试验，试验区实际喷
药量约为 0.15 ml/m2。
1.3 评价方法
1.3.1 人诱法 每次喷药前后，在别墅区、中山公园
试验区各设 6 个监测点，对照区设 3 个监测点，安排
4～6 人进行监测，均要求定人、定点、定时。监测时

每隔 25～50 m 放

置 1 个诱蚊诱卵器，并完全覆盖监测区域。诱蚊诱
卵器连续放置 4 d 后检查并记录，
计算 MOI。试验前

2 周同时先在试验区和对照区连续开展 2 次蚊密度

的 MOI 监测，完成喷药后再立即于试验区和对照区
同时开展 MOI 监测，
4 d 后观察结果并计算 MOI。
1.4

材料与方法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December 2017, Vol.28, No.6

MOI＝（阳性诱蚊诱卵器数/回收诱蚊诱卵器数）×100［8-9］

计算公式

两种方法的指数下降率用于评价

施药后蚊虫杀灭效果。相对密度指数是用对照区蚊
密度指数自然变化系数对处理后的实际蚊密度指数
进行校正，排除自然因素对蚊密度指数变化的影响，
以正确显示因处理措施所致的蚊密度指数。相对密
度指数＜50 为效果明显，≥100 为无效，其数值越
小，表示喷药处理效果越好。
MOI 下降率（%）＝（喷药前蚊密度－喷药后蚊密度）/喷

药前蚊密度×100

相对密度指数＝（对照区喷药前指数×试验区喷药后
指数）（
/ 对照区喷药后指数×试验区喷药前指数）×100

2
2.1

结

果

别墅区夜间和白天超低容量喷药效果

韶关

市碧桂园别墅区夜间和白天超低容量施药后人诱指
数下降率分别为 98.19%和 76.85%，MOI 下降率分别

为 81.15%和 43.86%；人诱法相对密度指数分别为
3.90 和 14.25，MOI 分别为 38.48 和 24.47，见表 1。
2.2

公园超低容量夜间和白天喷药效果

韶关市

中山公园夜间和白天施药后人诱指数下降率分别为
76.47% 和 77.78% ，MOI 下 降 率 分 别 为 -58.54% 和

76.33%；人诱法相对密度指数分别为 33.82 和 44.44，
MOI 分别为 99.09 和 45.68，见表 2。
3

讨

论

20 世纪 70 年代超低容量喷药即应用于蚊虫防

制，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于 1974－1975 年先后在广

州市和原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现海南省）等地进行相
关试验，证明该项技术具有速效、省药、效率高等特
点［3-4］，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卫生害虫防制手段［4-5］。
超低容量喷药防制伊蚊研究多在白天进行，但因化
学防治特点，
施药时需避让居民和开放式建筑，
在人
口密集的社区环境中的接受程度低，防制效果易受
影响，而夜间喷药避开人群，使喷药操作更加流畅，
避免喷洒不均和产生死角，提高了防制效果。同时，
伊蚊尤其是白纹伊蚊有夜间栖息于绿化带植被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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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韶关市碧桂园别墅区夜间和白天超低容量喷药前后白纹伊蚊密度
Table 1 The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in Shaoguan city Garden villa before and after ultra⁃low⁃volume spraying
during night and day respectively
施药时间

组别

夜间

试验区
对照区
试验区
对照区

白天

施药前
8.83
7.00
9.33
4.00

人诱指数〔只/（人·15 min）〕
施药后
下降率（%） 相对密度指数
0.17
98.19
3.90
3.25
53.57
2.17
76.85
14.25
6.50
-62.50

施药前
21.43
33.33
9.28
10.20

诱蚊诱卵器指数
施药后
下降率（%） 相对密度指数
4.04
81.15
38.48
16.33
51.00
5.21
43.86
24.47
23.40
-129.41

表 2 公园夜间和白天超低容量喷药前后白纹伊蚊密度
Table 2 The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in Shaoguan park before and after ultra⁃low⁃volume spraying
during night and day respectively
施药时间

组别

夜间

试验区
对照区
试验区

白天

施药前
8.50
11.50
9.00
16.00

对照区

人诱指数〔只/（人·15 min）〕
施药后
下降率（%） 相对密度指数
2.00
76.47
33.82
8.00
30.43
2.00
77.78
44.44
8.00
50.00

施药前
16.28
25.00
26.14
57.89

诱蚊诱卵器指数
施药后
下降率（%） 相对密度指数
25.81
-58.54
99.09
40.00
-60.00
6.25
76.33
45.68
30.00
48.18

的习性［10］，夜间喷药可达到精准防制的目的，
效果更

测结果，同时说明超低容量喷雾作为应急快速杀灭

好。Farajollahi 等

成蚊措施，对其效果评价最客观的方法是人诱法。

研究也证实超低容量喷药用于

［11］

白纹伊蚊成蚊防制时，夜间喷药效果明显优于白天。
本研究别墅区夜间和白天喷药处理后，人诱法

和 MOI 法相对密度指数均＜50，说明灭蚊效果均明
显。白天人诱指数下降率和 MOI 下降率均低于夜

在社区人居环境中，超低容量夜间喷药杀灭白
纹伊蚊效果优于白天，用于白纹伊蚊防制的实际工
作中具有推广意义。通过大型车载超低容量喷雾机
实施社区环境喷药操作，缩短了操作时间，
极大地提

间，
且夜间喷药后无论何种监测方法，
其指数下降率

高了喷药操作的效率和质量，为今后进行大范围的

均＞80%，说明别墅区夜间喷药对白纹伊蚊的杀灭

蚊虫控制提供了经验。同时，开发新的灭蚊技术及

效果显著，且优于白天喷药。公园环境中，夜间、白

新型环保化学药物也是未来蚊虫防制的重要内容。

天喷药伊蚊密度人诱法相对密度指数均＜50，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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