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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和周边区域
蚊类密度及淡色库蚊的抗药性研究
运玲，王福才，张秋芬，高庆华，王秀英，李树双，商秀丽，晁亦舒，刘媛媛，
董荣轩
唐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科，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目的

掌握河北省唐山市蚊类种群密度和淡色库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水平，为 2016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

（世园会）的蚊虫防制提供依据。方法

2013－2016 年在世园会园区及周边区域采用诱蚊灯法监测成蚊密度；分别

采用浸渍法和接触筒法测定淡色库蚊幼虫和成虫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采用 DPS 软件计算半数致死浓度及其
95%CI、毒力回归方程和 χ2 值，不同杀虫剂抗性水平采用 SPSS 17.0 软件的 Wilcoxon H 检验进行比较。结果 唐山市

2013－2016 年蚊虫平均密度为 4.641 只/（灯·h），
淡色库蚊为优势种；
以牲畜棚的平均蚊密度最高，
为 10.556 只/（灯·h），
各监测生境均以淡色库蚊为优势种；蚊密度分布呈单峰曲线，7 月达全年最高峰，蚊密度为 10.854 只/（灯·h）。淡色

库蚊幼虫对 DDT、氯氰菊酯、双硫磷、毒死蜱、胺菊酯、恶虫威和吡丙醚敏感，抗性倍数分别为 0.88、1.94、0.82、0.50、
2.18、0.53 和 0.02 倍；对联苯菊酯和醚菊酯分别产生中度和高度抗性，抗性倍数分别为 14.00 和 57.00 倍。淡色库蚊
成虫接触溴氰菊酯 1 h、氯菊酯 3 h 和残杀威 2 h 的死亡率分别为 25.00%、50.00%和 100%。结论

淡色库蚊为优势

蚊种，各生境蚊密度均在 7 月达到最高峰；在高峰期采取综合防制措施，应选用氨基甲酸酯类、有机磷类和有机氯类
杀虫剂，
避免或减缓抗药性的产生。

关键词：蚊虫；种群密度；淡色库蚊；抗药性
中图分类号：
R384.1；S481＋.4

文献标志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18.04.007

文章编号：1003-8280（2018）04-0351-04

Investigation of mosquito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secticid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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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in population density of mosquitoes and the resistance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against larvae and adults of Culex pipiens pallens in Tangshan city,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mosquito control for 2016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Methods The mosquito lam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mosquito adults for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park and surrounding area
during 2013 to 2016. The larval immersion method and the adult exposure tube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sistance of Cx. pipiens pallens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The DPS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nd its 95% CI, virulence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Chi ⁃ square values. The resistance level of different
insecticides was compared with Wilcoxon H test by SPSS 17.0 software. Results The average density of mosquitoes was
4.641 per lamp hour in Tangshan city from 2013 to 2016, with the predominant species Cx. pipiens pallens. The highest
average density was found in the barn among all habitats （10.556 per lamp hour）. Culex pipiens pallens were the
predominant species in all surveillance area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mosquitoes showed a single ⁃ peak throughout the
year, peaking in July, being 10.854 per lamp hour. Larval Cx. pipiens pallens were susceptible to DDT, cypermethrin,
temephos, chlorpyrifos, tetramethrin, bendiocarb and pyriproxyfen, with the resistance ratio of 0.88, 1.94, 0.82, 0.50, 2.18,
0.53, and 0.02, respectively. All of tested larval mosquitoes were intermediately resistant to bifenthrin with the resistance
ratio of 14.00 and highly resistant to ethofenprox with the resistance ratio of 57.00. Culex pipiens pallens adults showed a
mortality of 25.00% when contacted deltamethrin for 1 h and mortality of 50.00% when contacted permethrin for 3 h, all
tested adults were resistant to deltamethrin and permethrin. Culex pipiens pallens adults experienced 100% mortality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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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ed propoxur for 2 h, which was considered susceptible. Conclusion The predominent species were Cx. pipiens
pallens, density peaked in July, when comprehensive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More considerations are warranted
about how to choose carbamate, organophosphorus and organochlorine insecticides, prevent or slow down the occurrence of
the resistance.
Key words: Mosquito; Population density; Culex pipiens pallens; Insecticide resistance

蚊虫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近年来，不同
蚊媒疾病在世界及我国部分地区广泛暴发流行。
2016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世园会）于 5－10 月在河北

省唐山市举办，
正值蚊虫活动高峰期，
为降低世园会
期间蚊虫危害及蚊媒传染病的暴发风险，笔者于
2013－2016 年对唐山市世园会园区及周边区域的
蚊虫种群密度及淡色库蚊（Culex pipiens pallens）对

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进行了调查，为世园会的蚊虫
防制提供科学依据。
1

2013－2016 年在世园会园区

监测点选择

及周边区域选取居民区、公园、医院、农户和牲畜棚
各 4 处，
除牲畜棚外，
均在外环境中监测。
监测方法

在温度（25±1）℃、光周

期（L∶D）＝14 h∶10 h、相对湿度 60%～80%的条件

下，用丙酮将各种测试药剂稀释至一系列浓度，
通过
预实验使蚊幼虫在该系列浓度下死亡率在 20%～

80%之间。在 250 ml 烧杯中加入 149 ml 脱氯自来

水，用移液器将 1 ml 药液由低到高浓度加入各烧杯
中，对照组加入 1 ml 丙酮，充分混匀，将盛有 20 条试

虫的 50 ml 水分别加入各烧杯中，24 h 后，检查并记

录蚊幼虫死亡数。同一浓度重复 3 次。死亡判定标
1.2.3.2

1.1 蚊密度监测

1.1.2

幼虫采用浸渍法

准：轻轻触动蚊幼虫，以不能逃避刺激视为死亡。

材料与方法

1.1.1

1.2.3.1

采用诱蚊灯法，每处布放诱蚊灯

（波长 2 537 Å、功率 8 W）1 盏，自日落 20 min 后开始

监测，连续诱集 6 h，次日取回集蚊袋，鉴定蚊种、性

别并计数。蚊虫监测在 5－10 月进行，
每月监测 2 次。

成蚊采用接触筒法

在温度（25±1）℃、光

周期（L∶D）＝14 h∶10 h、相对湿度 60%～80%的条

件下，用白油和乙醚混合物按 1∶2 比例稀释药剂至
诊断剂量，
取 2 ml 药液均匀涂抹于大小为 15.7 cm ×
12.5 cm、厚度为 1 mm 的滤纸上，待溶剂挥发大约 5 h

后，将滤纸衬垫于圆筒内壁。用吸蚊管吸取 20～30

只羽化后 3～5 d 未吸血雌蚊，放入恢复筒中，平行放

置 15 min。在隔板另一侧装上已衬贴药纸的接触

筒，使恢复筒在下面，竖直放置，轻轻拍打使蚊虫聚

蚊密度计算公式：蚊密度〔只/（灯·h）〕＝捕获蚊虫

集于恢复筒底部，
然后瞬间抽开隔板，
互换接触筒与

数/（灯数×捕蚊时间）。

恢复筒位置，
将恢复筒内蚊虫轻吹至接触筒，
迅速关

1.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

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统计数据，构成比的比较采

闭隔板。筒平放后即开始计算接触时间。接触一定
时间后抽开隔板，将蚊虫吹入恢复筒内，取下恢复

用 χ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筒，竖直放置，用浸有 8%葡萄糖水的棉花团置于纱

1.2.1

乙醚的混合物作为对照。死亡判断标准：试虫完全

2

1.2 抗药性检测
供试药物

淡色库蚊幼虫用药：91.42%DDT、

94%氯氰菊酯、95.1%双硫磷、97.2%毒死蜱、92%胺
菊酯、95%醚菊酯、98%恶虫威、97%吡丙醚和 97%联

苯菊酯均由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提供；溶剂
为丙酮（分析纯）。淡色库蚊成虫用药：90.20%氯菊
酯、98%溴氰菊酯和 91.80%残杀威均由中国 CDC 传
染病预防控制所提供；溶剂为丙酮（分析纯）。
1.2.2

试虫来源

淡色库蚊幼虫野外种群为 2014

和 2016 年 6－8 月采自世园会园区及周边区域的河

流、
荷塘、
沟渠、下水道及污水沟等孳生场所的卵块、
幼虫或蛹，带回饲养室繁殖 1～2 代，选择 3 龄末 4 龄

初蚊幼虫。敏感品系为河北省 CDC 媒介昆虫饲养
室常年饲养，不接触任何杀虫剂的 3 龄末 4 龄初幼

虫。成虫野外种群于 2016 年 7－8 月采自相同地点，
选择羽化后 3～5 d 未吸血雌蚊。
1.2.3 实验方法

网上，24 h 后记录试虫死亡数，重复 3 次。以白油和

不动，或仅躯体、足、翅或触角等震颤而无存活的可
能性，视为死亡。
1.2.4

统计与计算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

据。利用 DPS 软件对生物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半数致死浓度（LC50）及其 95%CI、毒力回归方

程及 χ2 值等；不同杀虫剂抗性水平的比较采用 SPSS
17.0 软件的 Wilcoxon H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5

抗性判定标准

蚊幼虫：抗性倍数＝野外种

群 LC50 值/敏感品系 LC50 值。抗性倍数＜3 为敏感，
3≤抗性倍数＜10 为低抗，10≤抗性倍数＜40 为中

抗，抗性倍数≥40 为高抗。成蚊：在诊断剂量下，蚊
虫的死亡率在 98%～100% 为敏感种群；死亡率在
80%～98%（不含）为可能抗性种群；死亡率＜80%为
抗性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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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蚊灯 480 盏，捕获成蚊 13 366 只，隶属于 3 亚科 3 属

结 果

2.1

Table 1
生境

布灯数
（盏）

居民区

96

公园
医院
农户
牲畜棚
合计

2.2

2013－2016 年共布放诱

蚊种构成及其密度

96
96
96
96

480

4 种，以淡色库蚊为优势种，占捕获总数的 98.48%；
总蚊密度为 4.641 只/（灯·h），见表 1。

表 1 2013－2016 年唐山市不同生境蚊种组成及其密度〔只/（灯·h）〕
The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mosquito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Tangshan city during 2013-2016
淡色库蚊

三带喙库蚊

白纹伊蚊

中华按蚊

总计

数量（只）

蚊密度

数量（只）

蚊密度

数量（只）

蚊密度

数量（只）

蚊密度

数量（只）

蚊密度

1 611

2.797

11

0.019

3

0.005

4

0.007

1 629

2.828

4.304

1

1 590
1 534
2 479
5 949

13 163

不同生境蚊密度

2.760
2.663

10.328
4.570

3
0
5

20

0.005

18

0.000

2

0.002

24

0.007

75

0.009

不同生境蚊密度依次为牲

畜棚＞农户＞公园＞居民区＞医院，密度分别为
10.556、4.358、2.828、2.797 和 2.667 只/（灯·h）。城镇
2

和农村成蚊种群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

59.640，P＜0.01）。各生境均以淡色库蚊为优势种，
见表 1。

2.3 蚊虫季节消长 5 月平均蚊密度逐渐上升，
7月

0.031
0.003
0.042

28

0.049
0.026

0
0
6

98

108

0.000
0.000
0.010
0.170
0.038

1 611
1 536
2 510
6 080

13 366

2.797
2.667
4.358

10.556
4.641

库 蚊 成 蚊 接 触 0.025% 溴 氰 菊 酯 1 h 的 死 亡 率 为
25.00%，为抗性种群；接触 0.1%残杀威 2 h 的死亡率

为 100%，为敏感种群；接触 0.25%氯菊酯 3 h 的死亡
率为 50.00%，为抗性种群。
3

讨

论

唐山市 2013－2016 年以淡色库蚊为优势蚊种，

达全年最高峰，密度为 10.854 只/（灯·h），随后逐渐

占捕获总数的 98.48%，与赵志刚等［1］报道一致，与天

居民区、
公园、
医院、
农户和牲畜棚蚊密度分别为5.844、

淡色库蚊也是唐山市蚊类叮咬骚扰的主要蚊种；其

下降，
呈单峰分布。各生境均在7月达到全年最高峰，
4.958、5.792、10.479 和 27.198 只/（灯·h），见图 1。

津市［2］、北京市［3］等相邻的北方城市报道结果一致，
次是传播登革热的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传播
疟疾的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及引起流行性
乙型脑炎的三带喙库蚊（Cx. tritaeniorhynchus）。因

此，就传播媒介而言，2016 年唐山市世园会蚊媒传

播疾病的风险较小，而叮咬骚扰的可能性极大。淡
色库蚊为主要防控对象。
不同生境中以牲畜棚的蚊密度最高，与孙燕群
等 报道的南京市蚊虫分布情况一致，其次是农户
［4］

和公园，居民区和医院最低，与杨迎宇和李明珠［5］、
侯海光和秦娜［2］调查结果一致，且城镇和农村的成
图 1 2013－2016 年唐山市不同生境蚊密度季节消长情况
Figure 1 Trend of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the overall density
of mosquito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Tangshan city
during 2013-2016

2.4

淡色库蚊幼虫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

2014

年唐山市淡色库蚊幼虫对 DDT、氯氰菊酯、双硫磷、
毒死蜱和胺菊酯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0.88、1.94、0.82、
0.50 和 2.18 倍，均敏感。2016 年唐山市淡色库蚊幼

虫对醚菊酯、
恶虫威、吡丙醚和联苯菊酯的抗性倍数

蚊种群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与农户和牲畜
棚大多位于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郊区，环境卫生较
差，周围的水稻田适合蚊虫孳生，
牲畜棚为蚊虫提供
了吸血场所有关［2-3，6］。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不同生境
均以淡色库蚊为优势种，
淡色库蚊、
白纹伊蚊和中华
按蚊数量均以牲畜棚最多，三带喙库蚊在公园最多。
近年来，
随着城市发展，
蚊虫孳生地发生了较大变化，
三带喙库蚊有逐渐向城市中心区扩散的趋势［7］。

唐山市蚊密度高峰出现在 6－8 月，与唐山市气

分别为 57.00、0.53、0.02 和 14.00 倍，对恶虫威和吡丙

候特点密切相关，6－8 月气温高且降雨量最多，适

度抗性，见表 2。唐山市淡色库蚊对不同杀虫剂的

地区气温、降雨量及蚊虫孳生环境有关［9］。根据蚊

醚敏感，
对联苯菊酯产生中度抗性，
对醚菊酯产生高
抗药性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25.710，
P＜0.01）。
2.5

淡色库蚊成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

淡色

宜蚊虫孳生，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2，7-8］。蚊密度与

虫活动特点，在活动高峰期前及时对蚊虫孳生地进
行彻底治理，综合应用物理、化学和生物防治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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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 和 2016 年唐山市淡色库蚊幼虫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
Table 2 The resistance of Culex pipiens pallens larvae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Tangshan city during 2014 and 2016

杀虫剂
滴滴涕

氯氰菊酯
双硫磷
毒死蜱
胺菊酯
醚菊酯
恶虫威
吡丙醚
联苯菊酯

试虫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野外种群
敏感品系

LC50 及其 95%CI（μg/ml）

回归方程（y＝a＋bx）

0.186 7（0.151 0～0.224 8）
0.213 1（0.181 7～0.247 4）
0.003 3（0.002 8～0.003 8）
0.001 7（0.001 4～0.002 1）
0.000 9（0.000 8～0.001 0）
0.001 1（0.001 0～0.001 2）
0.001 3（0.001 1～0.001 5）
0.002 6（0.002 5～0.002 7）
0.263 8（0.234 0～0.298 5）
0.121 0（0.104 2～0.142 1）
0.017 1（0.013 8～0.020 8）
0.000 3（0.000 3～0.000 4）
0.182 4（0.163 4～0.201 4）
0.342 5（0.289 7～0.393 6）
0.009 0（0.006 1～0.014 2）
0.487 1（0.299 5～0.674 1）
0.005 6（0.004 7～0.006 8）
0.000 4（0.000 3～0.000 6）

6.284 3＋1.762 2x
6.543 4＋2.298 5x
11.002 4＋2.416 6x
10.828 8＋2.111 3x
13.229 9＋2.707 5x
22.210 5＋5.790 2x
0.001 1＋2.929 2x
23.491 2＋7.145 3x
7.092 3＋3.615 2x
7.456 3＋2.678 4x
8.290 0＋1.860 9x
12.025 5＋2.020 2x
7.873 0＋3.888 0x
6.575 1＋3.384 7x
6.915 6＋0.937 4x
5.362 8＋1.161 4x
9.747 3＋2.109 5x
10.691 3＋1.671 1x

3.225 4
2.325 6
2.525 8
4.420 4
0.588 7
2.154 4
7.205 7
7.480 9
1.371 6

抗性倍数
0.88
1.00
1.94
1.00
0.82
1.00
0.50
1.00
2.18
1.00
57.00
1.00
0.53
1.00
0.02
1.00
14.00
1.00

抗性级别
敏感
敏感
敏感
敏感
敏感
高抗
敏感
敏感
中抗

［3］ 张勇，刘婷，曾晓芃. 北京市 2010－2012 年蚊虫密度监测结果

法，
有效地减少高峰期的蚊密度。
唐山市淡色库蚊幼虫除对联苯菊酯和醚菊酯的

抗药性为中抗和高抗外，对其他 7 种杀虫剂均敏

感。9 种杀虫剂包括拟除虫菊酯类、氨基甲酸酯类、
有机磷类、有机氯类和苯醚类杀虫剂，比较有代表
性，基本反映了唐山市淡色库蚊幼虫对常用杀虫剂
的抗药性现状。淡色库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
抗药性问题已初步显露，与国内其他报道一致

。

［10］

我国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问题普遍增强，
可能与该类杀虫剂存在交互抗性有关，应注意规范
合理使用［11-14］。采用接触筒法测定唐山市淡色库蚊
成虫对溴氰菊酯、
氯菊酯和残杀威的抗药性，
结果显
示，淡色库蚊成虫对溴氰菊酯和氯菊酯均产生抗药
性，
对残杀威敏感，
与杨维芳等［15］测定江苏省淡色库
蚊成蚊的抗性结果一致。
唐山市淡色库蚊幼虫和成蚊均对拟除虫菊酯类
杀虫剂产生了一定抗药性，
可能与近些年各地广泛使
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防制蚊虫有关。在蚊虫化学
防治过程中，
应定期对优势蚊种进行抗药性监测，及
时掌握抗性动态，可有效改善当前杀虫剂的使用状
况。各地防制蚊虫时，
首先应以环境治理和物理防治
为主，
化学防治时应限制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合
理轮用无交互抗性的氨基甲酸酯类、
有机磷类、
有机氯
类尤其是苯醚类杀虫剂，
避免或减缓抗药性的产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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