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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篱技术对白纹伊蚊的现场防治效果研究
钱薇萍，胡雅劼，李观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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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绿篱技术对白纹伊蚊进行现场防治试验，探索对其进行快速和持续有效的控制方法，为登革热、

寨卡病毒病等暴发流行防控提供科学指导。方法

于 2015 年 8－10 月，在成都市所辖彭州市城区 3 个相对独立的

居民院内，分别使用超低容量喷雾器在白纹伊蚊栖息的植被上喷洒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绿篱滞留喷洒）和

氟氯氰菊酯水乳剂，采用人诱停落法监测白纹伊蚊密度，观察施药前后试验区和对照区白纹伊蚊的密度变化；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录入数据，并计算密度下降率。结果

使用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灭后 1 d、第 1～5 周，白纹伊

蚊密度下降率分别为 83.0%、77.0%和-25.0%。结论

绿篱技术施药效果可达 3 周以上，具有持效长，耐雨水冲刷，

蚊密度下降率分别为 96.0%、99.0%、85.0%、84.0%、47.3%和 3.0%；氟氯氰菊酯水乳剂灭后 1 d、第 1 周、第 2 周白纹伊
省时省工、
减少对环境污染等优点，
对于控制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传染病暴发流行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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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control effect of vegetation barrier treatment on Aedes albopi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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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fever and Zika disease

outbreak by field control of Aedes albopictus which was carried out by vegetation barrier treatment and the methods of rapid
and sustainable effective control of Ae. albopictus were explored. Methods During August ⁃ October, high efficient

cypermethrin microcapsule suspension (barrier treatment residual spraying) and cypermethrin emulsion were sprayed on the
vegetation of Ae. albopictus. The density of Ae. albopictus was monitored by human landing counts and was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application and analyzed by Excel 2007 software. Results The density reduction rate was 96.0%, 99.0%,

85.0%, 84.0%, 47.3%, and 3.0% respectively on the first day, and in the first through the fifth weeks, respectively, in the
trial of cypermethrin microcapsule suspension. The densities of the Ae. albopictus were reduced by 83.0% , 77.0% ,

and -25.0% respectively on the first day, and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eek, respectively, in the trail of cypermethrin
emulsion.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vegetation barrier treatment can persist more than 3 weeks.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ng lasting effect, resistance to rain water wash, time and labor savings,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and so on. This technique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ive to mitigate outbreak of Zika virus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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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登革热流行频率和发病数不断上升，目

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性传染病 ，2014 年我国广东、云
［1］

南、福建等省发生登革热暴发流行，发病人数高达
46 000 多例 ，同时，基孔肯雅热暴发流行和寨卡病
［2］

要传播媒介在我国广泛分布，其成蚊主要栖息在灌
木丛等植被中。绿篱技术是将缓释性的杀虫剂喷洒
于植被表面，
通过杀虫剂持续不断地释放有效成分，
对蚊虫进行有效和持续的控制［3-6］。为了解采用超

毒病等传染病的输入，给居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

低容量喷雾器喷洒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和氟

威胁，控制上述传染病唯一有效的途径是控制媒介

氯氰菊酯水乳剂两种剂型对白纹伊蚊的防治效果，

伊蚊。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作为登革热的重

笔者于 2015 年 8－10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所辖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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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0.2 m/s。

城区开展了现场防治试验研究。
1

1.4 防治效果评价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场地 选择成都市所辖彭州市城区 3 个绿

化带植被构成相似（均为灌木丛、草坪和乔木等植
物）、相对独立的居民院作为试验场地，其绿化面积
分别为 1 640（电力局宿舍）、2 180（草甸苑小区）和

2 952 m（地税局宿舍），各居民院彼此相距 1 000 m
2

以上。地税局宿舍和电力局宿舍作为试验区，草甸
苑小区作为对照区。

1.2 杀虫剂和施药器械
1.2.1

杀虫剂

10%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500 g/瓶），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10%

1.4.1 评估方法 喷洒前 1 d、
喷洒后 1 d、
第 1～5 周，
采用人诱停落法在试验区和对照区对白纹伊蚊密度
进行监测。试验区和对照区分别设置 3 人，监测时

间为 16：30－17：00，监测时，监测人员裸露左右小

腿，使用电动吸蚊器，捕获停落在小腿上的白纹伊
蚊，每次监测时间为 30 min，对捕获的白纹伊蚊冷冻
致死后计数［7］。
1.4.2

统计学处理

数据录入采用 Excel 2007 软

件，计算试验区施药后白纹伊蚊相对密度指数和密
度下降率。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相对密度指数（RPI）＝（对照区处理前密度×试验区处

氟氯氰菊酯水乳剂（500 g/瓶），山东洁保生物科技有

理后密度）（
/ 对照区处理后密度×试验区处理前密度）

1.2.2

2

限公司生产。

施药器械

超低容量喷雾器（SFXD-CD05C，

雾滴大小为 10～150 μm；静风射程为 3～8 m），青岛
尚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3

密度下降率（%）＝（1－RPI）×100

结

果

现场防治结果显示，使用超低容量喷雾器在植

将 10%高效氟氯氰菊酯微胶囊悬

被上喷洒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白纹伊蚊

稀释后，有效成分含量按低植被区（植被的平均高

第 2～3 周下降率为 85.0%～84.0%，第 4 周下降率

施药方法

浮剂和 10%氟氯氰菊酯水乳剂分别按 1∶8 的比例

度 ＜1.5 m）40 mg/m 、高 植 被 区（植 被 的 平 均 高
2

度 ＞1.5 m）60 mg/m 。采用超低容量喷雾器按照粒
2

径 50～60 μm 将药物从下到上、从里到外均匀喷洒

在 植 被 的 表 面（灌 木 丛 、杂 草 中 等）。 喷 洒 时 风

第 1 天密度下降率为 96.0%，第 1 周下降率为 99.0%，
47.3%，有效控制可达 3 周，防治效果较好；在植被上
喷 洒 氟 氯 氰 菊 酯 水 乳 剂 ，第 1 天 密 度 下 降 率 为
83.0%，第 1 周下降率为 77.0%，第 2 周对白纹伊蚊无
防治效果，见表 1。

表 1 超低容量喷雾器喷洒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和氟氯氰菊酯水乳剂对白纹伊蚊现场防治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field control of Aedes albopictus by using ultra low volume spraying with high efficiency
cypermethrin microcapsule suspension and cypermethrin emulsion
对照区

喷洒时间

灭前
灭后 1 d

灭后第 1 周
灭后第 2 周
灭后第 3 周
灭后第 4 周
灭后第 5 周

3

白纹伊蚊密度
（只/人工小时）
39.6
43.2
46.8
26.4

试

区

氟氯氰菊酯水乳剂

白纹伊蚊密度
（只/人工小时）

密度下降率
（%）

白纹伊蚊密度
（只/人工小时）

密度下降率
（%）

4.2

96.0

18.0

83.0

7.8

85.0

81.0

-25.0

-

-

78.0
0.6

32.0

10.2

41.0

78.0

40.0

验

高效氟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38.2

讨 论
对两种剂型杀虫剂现场防治效果比较发现，使

用超低容量喷雾器在植被上喷洒高效氟氯氰菊酯微
囊悬浮剂，
对白纹伊蚊的防治效果较好，
有效控制可
达 3 周。对该院业主进行调查，业主反映当年蚊虫
密度远低于 2014 年，对防治效果满意；在植被上喷

洒氟氯氰菊酯水乳剂，对白纹伊蚊的防治持效较差，

-

99.0
84.0
47.3

3.0

96.6
26.4
-

-

77.0
-

防治效果仅为 1 周，故采用超低容量喷雾器将微囊

悬浮剂喷洒在植被上，对白纹伊蚊的防治效果优于
水乳剂。在 5 周的防治研究期间，彭州市的降雨天
数达到了 23 d，气温在 26～35 ℃之间，在经受雨水

的冲刷和高温后，喷洒在植被上的高效氟氯氰菊酯
微囊悬浮剂防治白纹伊蚊效果仍然较好。通过本次
研究发现，氟氯氰菊酯水乳剂不适于在植被上进行
喷洒；采用绿篱技术防治白纹伊蚊效果较好，
该技术

· 363 ·

具有持效期长，可减少施药频次和药物消耗，节约
成本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耐雨水冲刷等优点，非
常适合用于植被喷洒防治蚊虫，对控制登革热、基
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病等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
目前对绿篱技术的研究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
包括杀虫剂有效剂量的计算，不同类型绿篱植物滞
留药物的量化，抗药性产生的压力［8］以及如何减少
对有益昆虫的杀灭等。目前国内对绿篱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较少，本研究仅选择了 3 处居民院，植物类型

较为单一，试验时间短，有一定的局限性，关于绿篱
技术对于白纹伊蚊的控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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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现场监测埃及伊蚊密度较高，且分布区域与疫
情暴发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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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白纹伊蚊明显，有取代白纹伊蚊成为优势种及不
断向周边区域扩散和定殖的分布趋势，但扩散范围
和趋势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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