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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四川省 2015 年白纹伊蚊分布及季节动态
初步调查
李观翠，钱薇萍，胡雅劼，余技钢，陈东平，周忆昭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制所，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掌握四川省登革热传播媒介白纹伊蚊种群密度、分布及其季节消长情况，为科学、规范、合理地防控白

纹伊蚊，对登革热暴发风险预测预警、防制评估和制定防控规划等提供依据。 方法

2015 年 6－10 月选择居民区

和公园（绿化带）进行监测，蚊幼虫监测采用布雷图指数（BI）法，成蚊监测采用双层叠帐法。结果

白纹伊蚊平均

BI 为 11.96，其中居民区 BI 为 17.37，公园（绿化带）BI 为 7.76；平均帐诱指数为 4.14 只/（顶·h），其中居民区为 6.27 只/

（顶·h），公园（绿化带）为 3.70 只/（顶·h）。调查积水（容器）白纹伊蚊幼虫总阳性率为 12.37%，各类型容器以废旧轮
胎阳性率最高，达 21.07%。结论

四川省白纹伊蚊密度较高，一旦有登革热输入性病例发生，将存在登革热传播和

暴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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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dynamics of Aedes albopictus
in Sichuan provinc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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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master the species density,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Aedes albopictus which
spread dengue fever in Sichuan province, provide a scientific, normative and reasonable guide to Ae. albopictus control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provide a basic data for dengue outbreak risk predict and early warning, asses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draw up 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 and so on. Methods Larval breeding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Breteau
index（BI）, and adult mosquitoes were evaluated by double ⁃ mosquito net trapping method. Results The Ae. albopictus BI
for an average level was 11.96, the BI in residential area was 17.37, and the park/green belt was 7.76; the mosquito ⁃ curtain
trap index for an average of 4.14/net·hour, the mosquito ⁃net trapping index in residential area was 6.27/net·hour, and the
park/greenbelt was 3.70/net·hour. Conclusion The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was high in Sichuan province. Once there is
an imported case of dengue fever, there will be a risk of dengue transmission even outbreak.
Key words: Aedes albopictus; Dengue fever; Breteau index; Double layered mosquito net method

登 革 热 和 登 革 出 血 热 是 由 白 纹 伊 蚊（Aedes

热防治的主要手段［3-4］。为科学制定四川省白纹伊

albopictus）和埃及伊蚊（Ae. aegypti）传播的一种急性

蚊防治方案，对登革热暴发风险进行预测预警和防

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已成为我国蚊媒传染病控制的
新问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传播较迅速的蚊传病毒
性疾病 。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登革热
［1］

流行，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该病在我国

于 2014 年暴发流行，病例达 4.6 万余例，死亡 6 例［2］，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目前，控制媒介伊蚊仍为登革

制评估，于 2015 年对白纹伊蚊种群密度、分布及其
季节消长进行了初步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白色尼龙双层叠帐，由四川省 CDC 联系

针织厂家定制，外层长 × 宽 × 高为 1.8 m × 1.8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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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内层为 1.2 m×1.2 m×2.0 m。

1.4

位选点原则，
结合当地专业人员及其监测能力情况，
在成都、
攀枝花、
泸州、南充、宜宾、雅安、巴中和达州

2

1.2

监测地点

根据四川省实际情况，按照不同方

按东、南、西、北方位选择居民区和公园（绿化带）作
为监测点。于 2015 年 6－10 月每月中旬监测 1 次。
1.3.1

布雷图指数（BI）法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对监测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市、
凉山彝族自治州、
米易、
隆昌、
长宁、
邻水和苍溪县，

1.3 监测方法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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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2.1 BI法监测结果 共调查18 778户，阳性 2 246 户，
白纹伊蚊 BI 平均为 11.96。其中调查居民区 8 006

户，阳性 1 391 户，BI 为 17.37；调查公园（绿化带）
10 772 个，阳性 836 个，BI 为 7.76；白纹伊蚊季节消

长呈单峰型分布，7－9 月为白纹伊蚊孳生高峰期，

对白纹伊蚊幼虫进行监

测，各市（州）调查 100 户，监测点按东、南、西、北方

9 月达最高峰，
见图 1。

位各选 1 个街道（村）的居民区和公园（绿化带）共 8
个；
各县调查 60 户，
监测点按不同方位各选择 1 个街

道（村）的居民区和公园（绿化带）共 4 个，调查地点

均选在 1 楼。检查记录室内外所有小型积水容器及

其蚊幼虫孳生情况，收集阳性容器中的蚊幼虫进行
种类鉴定，
或带回实验室饲养至成蚊进行鉴定，
计算
BI。 BI＝ 伊 蚊 幼 虫 或 蛹 阳 性 容 器 数/调 查 户 数 ×

100。每个家庭、农贸市场、花房、外环境等每 30 m2
定义为 1 户。

1.3.2 双层叠帐法

对白纹伊蚊成蚊进行监测。在

图 1 四川省 2015 年 6－10 月白纹伊蚊季节消长情况

白纹伊蚊幼虫监测点，市（州）按不同方位各选 1 个

公园（绿化带）、1 个居民区附近的外环境作为监测

2.2

选 1 个公园（绿化带）、1 个居民区附近的外环境作

阳性率为 12.37%，其中废旧轮胎和其他水体伊蚊孳

为监测地点，各放置 1 顶蚊帐，共 4 顶，2 顶蚊帐间距

离≥50 m。在伊蚊活动高峰时段（15：00－18：00），
诱集者位于内部封闭蚊帐中暴露两条小腿，收集者

贮水池、
缸、盆
闲置容器（碗、
瓶、
缸、
罐）
明渠、
假山、水池
竹头、
树洞、石穴
废旧轮胎
绿化带小积水
其他水体
合 计

2.3

双层叠帐法监测结果

盆景、水生植物占总积水数的比例最高，为 32.80%；
其次为闲置容器（碗、瓶、缸、罐）和贮水池、
缸、盆，分

阳性积水数以闲置容器（碗、瓶、缸、罐）所占比例最
高，为 36.24%，见表 1。

帐诱指数〔只/（顶·h）
〕＝〔捕获蚊虫数（只）/30 min〕×60 min

盆景、
水生植物

生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21.07%和 22.08%。积水数以

别为26.08%和22.64%，
其他类型积水数占比均＜9%。

利用电动吸蚊器收集停落在蚊帐上的伊蚊持续
30 min，
分类鉴定、
记录，计算帐诱指数。

生境（容器）类型

2015 年四川省不同生境白纹伊蚊幼虫孳生情况

积水数
（处或个）

构成比
（%）

阳性积水数
（处或个）

构成比
（%）

4 110

22.64

231

10.28

5 956
4 735

466

32.80

带）为 3.70 只/（顶·h）。白纹伊蚊季节消长呈单峰型
分布，高峰期在 7－9 月，8 月达最高峰，帐诱指数为

8

2.77

106

8.36

338

3.91

66

100.00

获白纹伊蚊1 253只，
平均帐诱指数为4.14只/（顶·h）。
其中居民区帐诱指数为 6.27 只/（顶·h），公园（绿化

39

0.88

709

共布放蚊帐 606 顶，捕

814

2.56

503
18 156

644

26.08

160
1 517

共调

查积水（容器）18 156 处（个），阳性 2 246 处（个），总

地点，各放置 1 顶蚊帐，共 8 顶；各县在不同方位各

表1

各生境（容器）白纹伊蚊幼虫孳生情况

2 246

28.67
36.24
1.74
0.36

阳性率
（%）
10.81
5.62

17.19
8.37
5.00

4.72

21.07

15.05

22.28

2.94

100.00

9.31

12.37

8.16 只/（顶·h），见图 1。
3

讨

论

根据 2014 年广东和福建省登革热疫情多发生

在居民区等地，以及四川省白纹伊蚊主要孳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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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密度高的生境，故选择居民区和公园（绿化带）进
行 监 测 。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白 纹 伊 蚊 BI 平 均 为

11.96。根据国家登革热蚊媒监测与控制指南要求，
BI＜5 为控制登革热传播的阈值，当 BI＞5 时存在登
革热传播风险，BI＞10 有登革热暴发风险，BI＞20

存在登革热区域流行风险［5］。登革热作为一种虫媒
传染病，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东南亚地
区一直呈地方性流行［6-8］。四川省每年有大量人员
前往该地区工作和旅游，每年均有输入性病例发生，
故存在可能导致本地登革热传播和暴发的风险。
废旧轮胎和其他水体白纹伊蚊阳性率最高，居
民区和公园（绿化带）以闲置容器（碗、瓶、缸、罐）和
盆景、水生植物类型所占比例最高，
阳性积水数所占
比例也最高。提示在今后的蚊虫防制中，
应长期做好
室内外的环境卫生工作，随时清除各种垃圾，定期对
城区的下水道进行清淤杀虫，清除和管理好各类闲
置容器和积水，
尤其是盆景、
水生植物和废旧轮胎。
BI 和帐诱指数结果提示，应以居民区和公园

（绿化带）作为白纹伊蚊的重点防控区域，在 7－9 月

加大防治力度，降低蚊密度，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登
革热的传播风险。同时，政府各部门应加强合作和
广泛动员，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对居民加强蚊虫防制
知识的科普宣传和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其防蚊灭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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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做好个人和环境卫生工作，
管理好房前屋后的
各种积水，有效清除蚊媒孳生地，
从而达到降低登革
热传播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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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卫办和 PCO 企业不熟悉或误解

3.4 设立 PCO 企业服务项目第三方评估机构 PCO

中涉及病媒生物的重点场所必须由 PCO 专业服务

的各行各业，
区域和范围广而复杂，
设立项目的第三

（上接第 176 页）

控制标准的突出问题；如：要统一解决创建卫生城市
才能确保达标的问题，可避免创建中出现大量防治
空缺区域的现象。
3.2

建立 PCO 企业参与创建卫生城市的基础条件

准入制度

确保爱卫办选择优秀的 PCO 企业参与

创建服务；如要求 PCO 企业具备国家有害生物防治
服务机构能力资质、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危险品

和化学药品经营许可资质等，有规模、具备行业规范
和管理技术体系等。防止不良企业低价无序进入和
无序竞争，避免服务质量出现问题而影响卫生城市
创建工作的推进完成。
3.3
范

制定完善、可执行、符合标准的服务和技术规

PCO 企业强大的专业防治服务能力使其具有核

心竞争力，而企业中标后的准入和参与关键是必须
通过服务前的相关培训和技术考核，是确保服务技
术能力可承担该项目的关键环节。如 PCO 企业的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在创建卫生城市服务前的
更新、培训和实施操作演练，
可有效地提高企业服务
能力和水平，
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在城市卫生创建灭害达标项目过程中涉及城市
方评估机构，有利于 PCO 企业在服务中规范地执行
国家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对 PCO 企业进行监管以确

保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是有资质的独立
机构，如 CDC、有资质的企业或协会等。评估内容
应包括资质能力、
防治服务过程和防治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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