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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德国小蠊野外种群抗药性水平
与酶活性关系的通径分析
韩晓莉，黄钢，王喜明，王岩，马丽华，高文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害生物防制所，石家庄 050021
摘要：目的

对河北省不同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和室内敏感种群的乙酰胆碱酯酶（AChE）、多功能氧化酶

（MFO）、羧酸酯酶（CarE）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s）的活性进行测定，并用相关系数和通径系数分析酶活性与抗
性水平的关系，探讨德国小蠊抗药性发生的生化机制。方法

利用生理生化检测法对德国小蠊（2014－2015 年在

河北省 8 个市，
采集德国小蠊成虫和若虫，
饲养室内繁殖后的 2～3 周龄成虫）体内各种酶活性进行检测，采用相关性
及通径分析法对酶活性与抗性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承德市德国小蠊种群对毒死蜱的抗性水平最高，抗性

倍数为 25.32 倍；唐山种群对氯氰菊酯及高效氟氯氰菊酯的抗性水平最高，抗性倍数分别为 37.45 和 23.92 倍；各地

德国小蠊野外种群中 CarE、MFO-氧-脱甲基活性均明显高于敏感种群，AChE 及 GSTs 活性差异较大。抗药性水平
与酶活性关系的通径分析结果表明，CarE 活性对毒死蜱抗性水平起主要增进作用，决策系数为 0.122 8；MFO 活性对
高效氟氯氰菊酯和氯氰菊酯的抗药性水平起主要增进作用，决策系数分别为 0.283 8 和 0.512 1。结论

CarE 与德国

小蠊野外种群对毒死蜱的抗性有关，AChE 与德国小蠊对毒死蜱和氯氰菊酯的抗性有关，MFO 与德国小蠊对氯氰菊
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的抗性有关，GSTs 在河北省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 3 种杀虫剂抗性水平中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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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ctivities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multifunctional oxidase, carboxylesterase and glutathione ⁃ S ⁃
transferase in the field populations and susceptible populations of Blattella germanica were determin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path coefficient were use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zyme activity and resistance levels of
different insecticides. To explore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field populations of B. germanica 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During 2014-2015, adults and nymphs of B. germanica. were collected in 8 cities of Hebei province, 2-3
weeks old adults were reared indoors. The activities of enzyme activities were measured by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metho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zyme activity and resistance level was analyzed by 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istance level of Chengde B. germanica populations to chlorpyrifos was the highest, the resistance index
was 25.32 times. The resistance of level to cypermethrin and the beta ⁃ cyfluthrin in the B. germanica populations of
Thangshan was the highest, with the resistance index of 37.45 and 23.92 times respectively. The activity of CarE and MFO⁃
oxygen ⁃ demethylation in the wild popul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usceptible populations, and activity of
AChE and GSTs were differ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stance level and enzyme activity of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CarE activity had a major enhancement effect on the resistance level of chlorpyrifos, and the decision coefficient was 0.122 8.
The MFO activity has a major contribution in the resistance level to beta ⁃ cyfluthrin and cypermethrin. The decision
coefficient was 0.283 8 and 0.512 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arboxylesterase was related to chlorpyrifos resistance in
field populations of B. germanica. Acetylcholinesterase was associated with resistance to chlorpyrifos and cypermethrin.
Multifunctional oxidase was associated with resistance to cypermethrin and beta ⁃ cyfluthrin. Glutathione ⁃ S ⁃ transferase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resistance level of the three insecticides in field populations of B. germanica in our province.
Key words: Blattella germanica; Insecticide resistance; Enzyme activity; Path analysis
基金项目：河北省医学研究重点课题（20150103）
作者简介：韩晓莉，
女，
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病媒生物防制与抗药性监测工作，Email: han-xiaoli1004@163.com
通信作者：黄钢，Email: bingmeicdc@126.com
网络出版时间：2017-08-09 16：08

网络出版地址：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n_CNKIPub.aspx?naviid=59&BaseID=ZMSK&NaviLink=

· 568 ·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7 年 12 月第 28 卷第 6 期

由于杀虫剂的广泛和频繁使用而导致的害虫抗
药性发生、发展，使德国小蠊（Blattella germanica）已
成为全球最普遍、最难治理的城市卫生害虫 ，国内
很多省份均逐步开展了抗性监测工作。据报道，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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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法

1.3.1 酶源制备

1.3.1.1 CarE 挑取 20 只德国小蠊成虫，放入玻璃
匀浆器中，加入 2 ml 0.04 mol/L pH 7.0 磷酸盐缓冲液

50%左右的地区其抗性已达到中抗及其以上水平，

（PBS），在冰浴条件下匀浆，加入 1 ml PBS 稀释，在

药性监测结果也表明，河北省各地区德国小蠊野外

上清液，加入 3 ml 0.04 mol/L pH 7.0 PBS 混匀，冰浴

且其抗性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 。河北省近年的抗
［2］

种群对常用杀虫剂均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 ，抗
［3］

性增强导致杀虫剂使用效率下降，加大了防治难
度。对德国小蠊抗药性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抗药性治
理和制定有效的防制策略，延缓抗性水平的上升。
目前普遍认为代谢抗性和靶标抗性是害虫抗药性产
生 的 最 主 要 和 最 普 遍 机 制 ［4］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AChE）、谷 胱 甘 肽 -S- 转 移 酶（GSTs）、羧 酸 酯 酶
（CarE）和多功能氧化酶（MFO）是德国小蠊体内重要

的靶标酶和代谢酶，德国小蠊抗药性的形成与体内

各种酶系的活性变化存在密切联系，国内对 AChE、
CarE 和 GSTs 的研究报道较多

，王学军 研究发

［5-10］

［8］

现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在 AChE 和 GSTs 活性上存在差
异，吴崧霖等

研究结果显示，GSTs 在野外种群的

［10］

抗性形成过程中起一定作用，而 MFO 活力增强是导
致德国小蠊抗药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作为

［11］

与昆虫抗性水平相关的这几种酶，其活性大小也会
影响不同杀虫剂的抗性水平。本研究在测定河北省

不 同 地 区 德 国 小 蠊 野 外 种 群 AChE、GSTs、CarE、
MFO 活性和抗性水平的基础上，用通径分析法探讨

这几种酶的活性与抗性水平的关系以及其在德国小
蠊对不同杀虫剂的抗药性中的作用，旨在为德国小
蠊防制中合理使用杀虫剂及抗性治理提供依据。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虫来源

待用。

1.3.1.2 AChE

取 20 只德国小蠊成虫，加入 3 ml

0.1 mol/L pH 7.5 PBS，放于匀浆器内，在冰浴条件下
匀浆，并在 4 ℃下，离心半径 6.6 cm，10 000 r/min 离

心 5 min，取上清液，加入 2 ml 0.1 mol/L pH 7.5 PBS，
混匀，冰浴待用。
1.3.1.3 MFO

挑取 20 只德国小蠊成虫，放入玻璃

匀浆器中，加入 1.5 ml PBS（0.2 mol/L，pH 7.8）中充

分匀浆，
加入1.5 ml PBS稀释，
在4 ℃，
离心半径6.6 cm，
10 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做酶液。
1.3.1.4 GSTs

挑取 20 只德国小蠊成虫，放入玻璃

匀浆器中，加入 2 ml 0.2 mol/L pH 6.5 PBS，在冰浴

条件下匀浆，加入 1 ml PBS 稀释，并在 4 ℃，离心半

径 6.6 cm，10 000 r/min 离心 15min，取上清液，加入
1 ml 0.1 mol/L pH 6.5 PBS，混匀，冰浴待用。
1.3.2 活性测定
1.3.2.1

CarE 活性测定

参照 van Asperen［12］的方

法并加以修改。在每个试管中依次加入 1 ml 含有

3 × 10-4 mol/L 底物和毒扁豆碱的 PBS（0.04 mol/L，
pH 7.0），1 ml 酶液。30 ℃反应 10 min 后，加入坚固

蓝 B 缓冲液（1％坚固蓝 B 盐∶5％SDS，2∶5 显色剂）
终止反应并显色，静置 15 min 后在 600 nm 下测 A
值。对照管中在加入坚固蓝 B 缓冲液之后补加酶

液，用α-萘酚制作标准曲线，酶原经蛋白质含量测
德国小蠊成虫和若虫采自承德、张

家口、唐山、保定、沧州、邢台、邯郸和秦皇岛 8 个市，
经饲养室饲养 1～2 代后，取 2～3 周龄成虫供试。对

照组试虫为河北省 CDC 媒介昆虫饲养室常年饲养，
不接触任何杀虫剂。
1.2

4 ℃，离心半径 6.6 cm，10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

主要化学试剂及仪器

主要试剂有碘化硫代

乙酰胆碱、
α-萘酚、
牛血清白蛋白、
对硝基苯酚、
α-乙

酸萘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还原型谷胱甘
肽（GSH）、还原型辅酶Ⅱ（NADPH）、二硫双对硝基

苯甲酸（DTNB）、
考马斯亮蓝G-250，
Solarbio；
1-氯-2，
4-二硝基苯（CDNB）、毒扁碱、坚固蓝 B 盐，进口分

装；对硝基苯甲醚，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乙二胺
四乙酸，天津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主要仪器：
耶
拿 specord 200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sigma 1-14K 超高
速冷冻离心机，
博讯 SHZ-A 水浴振荡器。

定，计算 CarE 比活力〔α-NA/（mg pro·min）〕。
1.3.2.2 AChE 活性测定

采用 Gorun 等［13］改进的

Ellman 方法［14］。取待测酶液 0.1 ml 与 0.1 ml 硫代乙
酰胆碱（ATCh）混匀，在 30 ℃下水浴反应 15 min，加

入 3.6 ml 显色剂（DTNB）终止反应，在 412 nm 处测 A
值，并计算比活力〔mmol/（mg pro·min）〕。
1.3.2.3 MFO-O-脱甲基活性测定
Sun

参照 Hung 和

方 法 并 加 以 改 进 。 反 应 体 系 中 含 0.9 ml

［15］

0.2 mol/L pH 7.8 PBS，0.1 ml 0.1 mol/L 对硝基苯甲
醚，1 ml 1 mol/L NADPH，1 ml 酶液。摇匀置于 37 ℃

下水浴振荡 30 min，
加入 1 ml 1 mol/L HCl 终止反应，
用5 ml氯仿萃取，
弃去水相，
再用3 ml 0.5 mol/L NaOH
萃取，取水相于 400 nm 处测 A 值。对照以缓冲液取

代酶液，根据对硝基苯酚标准曲线和酶源蛋白质含
量，将 A 值换算成比活力〔μmol/（mg pro·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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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GSTs 活性测定

参照 Habig 和 Willian［16］方

法，
取2.7 ml 0.1 mol/L pH 6.5 PBS，
0.1 ml 20 mmol/L
GSH，0.1 ml 酶 液 加 入 到 比 色 杯 中 ，用 分 光 光 度
计 在 340 nm 下调零，然后加入 0.1 ml CDNB 快速摇

匀，340 nm 下测 A 值，酶原经蛋白质含量测定，计算
出比活力〔A/（mg pro·min）〕。
1.4

抗性判定标准

敏感群体（S）、抗性群体（R），

R/S≤1 无抗性；1＜R/S≤5 为低度抗性；5＜R/S≤10
为中度抗性；10＜R/S≤50 为高度抗性；R/S＞50 为
极高抗性。
1.5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试验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采用 LSD 法对德国小蠊野外种群

CarE、AChE、MFO 及 GSTs 的 活 力 进 行 比 较 ；利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酶活性比值与抗药性倍数的相关

性；用 SPSS 线性回归实现酶活性比值与抗药性指数

的通径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 3 种杀虫剂的抗
性水平

不同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毒死蜱、氯

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抗
性，其中承德种群对毒死蜱的抗性水平最高，
抗性倍
数为 25.32 倍，为高抗水平；唐山种群对氯氰菊酯及

高效氟氯氰菊酯的抗性水平最高，抗性倍数分别为
37.45 和 23.92 倍，均为高抗水平；沧州种群对毒死蜱

的抗性水平最低，抗性倍数为 6.13 倍，为中抗水平；
保定种群对氯氰菊酯的抗性水平最低，抗性倍数为
2.63 倍，为低抗水平；秦皇岛种群对高效氟氯氰菊酯

的抗性水平最低，抗性倍数为 1.39 倍，为低抗水平，
见表 1。

表 1 河北省不同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 3 种杀虫剂的抗性水平
Table 1 Resistance level of field populations of B. germanica

毒死蜱

KT50 及其 95%CI
（min）
承德
84.05（79.65～87.97）
张家口
50.92（47.63～54.27）
唐山
56.96（55.47～58.41）
秦皇岛
67.76（64.04～71.55）
保定
34.07（31.49～36.41）
沧州
20.35（19.31～21.42）
邯郸
邢台
敏感
3.32（2.76～3.79）
注：-. 无监测数据
种群

2.2

酶活性测定结果

氯氰菊酯

抗性
倍数
25.32
15.34
17.16
20.41
10.26
6.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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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50 及其 95%CI
（min）
31.96（27.45～37.20）
17.58（13.25～21.35）
114.98（108.23～122.08）
84.65（61.64～113.73）
8.07（7.24～9.17）
45.51（44.30～46.79）
26.59（23.35～29.83）
3.07（2.77～3.35）

各地德国小蠊野外种群中

CarE、MFO-氧-脱甲基活性均明显高于敏感种群，
其中 CarE 的活性以保定种群最高，张家口种群最
低；MFO-氧-脱甲基活性以保定种群最高，邢台种

群 最 低 ；各 种 群 中 AChE 及 GSTs 活 性 差 异 较 大 ，
AChE 活性测定结果表明，秦皇岛种群与敏感种群

无明显差异，邯郸、承德、邢台种群明显高于敏感种
群，张家口、保定、沧州、唐山种群明显低于敏感种
群，而 GSTs 活性测定结果表明，保定、唐山种群与敏

抗性
倍数
10.41
5.73
37.45
27.57
2.63
14.82
8.66
1.00

高效氟氯氰菊酯

KT50 及其 95%CI
（min）
32.05（29.18～35.19）
7.64（6.12～8.87）
120.08（105.96～137.39）
6.96（6.39～7.45）
11.28（10.86～11.83）
62.77（52.36～71.95）
5.02（4.29～5.54）

抗性
倍数
6.38
1.52
23.92
1.39
2.25
12.50
1.00

直接作用来看，直接通径系数越高表明某一酶活性
对抗性水平的直接作用越大，不同酶活性对毒死蜱
的 抗 性 水 平 的 直 接 作 用 表 现 为 AChE＞MFO＞

CarE＞GSTs，不同酶活性对高效氟氯氰菊酯的抗性

水平的直接作用表现为 CarE＞GSTs＞AChE＞MFO，
不同酶活性对氯氰菊酯的抗性水平的直接作用表现

为 AChE＞CarE＞MFO＞GSTs。从间接作用来看，
间接通径系数越高表明某一酶活性对抗性水平的间

接作用越大，不同酶活性对毒死蜱抗性水平的间接

感种群无差异，
邢台、张家口、沧州、秦皇岛、
邯郸、承

作用为 GSTs＞MFO＞CarE＞AChE，不同酶活性对

2.3

MFO＞AChE＞GSTs，不同酶活性对氯氰菊酯抗性

德种群明显高于敏感种群，见表 2。
酶活性与抗药性水平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示，德国小蠊体内 MFO 与对氯氰菊酯的抗性水
平 呈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相 关 系 数 为 -0.767；CarE 及

AChE 活性与对毒死蜱的抗性水平呈一定的相关
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626 和 0.687；GSTs 与 3 种杀

虫剂抗性水平相关性较小；4 种酶活性与不同杀虫
剂的抗性水平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见表 3。

2.4 几种酶活性与杀虫剂抗性水平的通径分析 从

高 效 氟 氯 氰 菊 酯 抗 性 水 平 的 间 接 作 用 为 CarE＞

水平的间接作用为 CarE＞MFO＞GSTs＞AChE。决

策系数表明某一酶活性对抗性水平的综合作用，决
策系数＞0 表明酶活性对抗性水平起增进作用，决
策系数＜0 表明酶活性对抗性水平起抑制作用，从

酶活性对杀虫剂抗药性水平的综合作用来看，CarE
活性对毒死蜱抗药性水平起主要增进作用，决策系
数为 0.122 8；MFO 活性对高效氟氯氰菊酯和氯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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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北省不同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的酶活性（x±s）
Table 2 The enzyme activities of field populations of B. germanica（x±s）
种群
敏感
唐山
邯郸
邢台
保定
张家口
沧州
秦皇岛
承德

酶活力

羧酸酯酶（×10-3）
〔α-NA/（mg pro·min）〕

多功能氧化酶
〔μmol/（mg pro·30 min）〕

乙酰胆碱酯酶
〔mmol/（mg pro·min）〕

4.587 5±0.026 5

a

0.158 1±0.004 4

e

0.115 8±0.000 1

e

4.402 2±0.027 0

bc

0.047 3±0.002 8

h

0.209 5±0.007 7

a

4.099 4±0.015 5 e
4.396 5±0.015 4

bc

4.612 3±0.006 0

a

4.590 5±0.008 8

a

4.358 5±0.030 8

c

0.046 8±0.003 0 i

4.299 1±0.040 6 d
4.420 3±0.042 9

0.206 4±0.003 8

d

0.639 8±0.002 0

a

0.079 5±0.009 1

g

0.576 8±0.007 5

b

0.522 2±0.004 3 c
0.146 2±0.001 1

b

0.152 3±0.000 2 c
0.190 9±0.002 5

b

0.133 5±0.000 7

d

0.132 5±0.000 1

d

0.201 6±0.002 4

a

0.134 4±0.011 2 d
0.149 6±0.000 2

f

c

注: 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英文字母（a、b、c…）表示在 P＜0.05 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几种酶活性比值与抗药性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3 The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detoxification enzyme
activity ratios and resistance levels
杀虫剂
高效氟氯氰菊酯
毒死蜱
氯氰菊酯

3

谷胱甘肽-S-转移酶
〔A/（mg pro·min）〕
0.246 7±0.073 9 b
0.279 5±0.003 5 b

0.288 2±0.003 1 ab
0.311 0±0.002 4 ab
0.286 4±0.005 1 b

0.305 2±0.004 2 ab
0.305 0±0.004 6 ab
0.296 4±0.004 4 ab
0.337 3±0.005 7 a

讨 论
通径分析以其能区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

多功能
氧化酶

谷胱甘肽-S转移酶

羧酸
酯酶

乙酰胆碱
酯酶

用和间接作用及可根据通径系数大小判断各自变量

-0.547

-0.329

0.417

-0.382

对因变量贡献的相对重要性等特点，
在农业、生物学

-0.767

-0.419

0.397

-0.303

径分析的这些特点，可以在研究酶活性与抗药性水

0.223

0.481

-0.626

及流行病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7-19］。基于通

0.687

平的关系时，用以说明酶活性在抗性水平上所发挥
的作用，较之以往单独以相关系数来说明二者之间

酯的抗药性水平起主要增进作用，决策系数分别为
0.283 8 和 0.512 1，见表 4。

的关系更为全面和直接。本研究结合通径分析从酶

表 4 几种酶活性比值与抗药性水平的通径分析
Table 4 The path analysis of several enzyme activity ratio and resistance level
杀虫剂
毒死蜱

高效氟氯氰菊酯

氯氰菊酯

酶
MFO
CarE
AChE
GSTs
MFO
CarE
AChE
GSTs
MFO
CarE
AChE
GSTs

直接通径
系数
-0.514 0
-1.144 7
1.875 1
-1.938 8
-0.423 0
0.132 0
-0.228 7
0.124 5
-1.043 0
-0.637 6
1.146 3
-1.603 0

MFO
0.275 5
-0.213 3
-0.173 7
0.226 7
-0.175 5
-0.143 0
0.559 1
-0.432 9
-0.352 5

间接通径系数
CarE
AChE
0.613 6
0.778 2
-1.277 0
0.779 5
0.897 4
1.697 0
-0.070 8
-0.094 9
0.155 7
-0.089 9
-0.103 5
-0.206 9
0.341 7
0.475 7
-0.780 6
0.434 2
0.499 9
-0.898 7

注：MFO. 多功能氧化酶；CarE. 羧酸酯酶；AChE. 乙酰胆碱酯酶；GSTs. 谷胱甘肽-S-转移酶

活性对抗性水平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及综合作用

3 个方面来说明酶活性在德国小蠊对不同杀虫剂抗

GSTs
-0.655 3
1.520 0
-1.470 1
0.042 1
-0.097 6
-0.097 6
-0.541 8
1.256 7
-0.898 7

合计
0.736 4
0.518 6
-0.903 8
2.420 7
-0.123 6
0.284 9
-0.363 0
-0.453 4
0.275 6
1.035 2
-0.897 3
-0.751 4

决策
系数

-0.493 4
0.122 8
-0.939 6
-5.624 2
0.283 8
0.092 7
0.122 4
-0.097 4
0.512 1
-0.912 7
-2.008 6
-1.226 2

用相关性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说明酶活性与抗药性水
平的关系，而通径分析法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可利用

性中的作用，进一步探讨河北省不同地区德国小蠊

直接通径系数、间接通径系数和决策系数来说明酶

野外种群的可能抗性机制，为抗性治理和实施有效

活性在抗性水平中的不同作用。在通径分析结果

的化学防治提供依据。

中，直接通径系数表明某一酶活性对抗性水平起直

酶活性与抗药性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德国小蠊体内 MFO 与对氯氰菊酯的抗性水平及

CarE 活性与对毒死蜱的抗性水平相关系数均出现

了负值，
且各相关系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仅

接作用，间接通径系数表明某一酶活性对抗性水平
的影响是通过其他酶的活性影响而起间接作用，决
策系数则表明某一酶活性对抗性水平的综合作用，
决策系数＞0 表明酶活性对抗性水平起增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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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系数＜0 表明酶活性对抗性水平起抑制作用。

用情况比较复杂，
害虫通常存在多抗性，
由此导致了德

各种酶在不同类型的抗药性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国小蠊野外种群抗性机制的复杂性，
本研究从实际需

不尽相同，本研究结合相关性分析及酶活性与抗药
性水平的通径分析结果显示，CarE 在河北省不同地

求出发，
以相关系数和通径系数相结合，
从生化检测的
角度分析不同杀虫剂抗性与酶活力的关系，
分析了各

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毒死蜱的抗性中起主要增进

种酶在德国小蠊对不同杀虫剂抗性水平中的作用，
探

作用，在对高效氟氯氰菊酯的抗性中起到了直接和

讨了河北省德国小蠊野外种群的可能抗性机制，为通

间接作用；AChE 在德国小蠊对毒死蜱和氯氰菊酯
的抗性中起到了直接作用；MFO 在德国小蠊对氯氰

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的抗性中起到了主要增进作
用；GSTs 在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毒死蜱、氯氰菊酯
和高效氟氯氰菊酯 3 种杀虫剂的抗性水平中有较强

径分析法在酶活性与抗药性水平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探
索，
可为今后抗性机制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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