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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北京市怀柔区 2014 和 2016 年家蝇对常用
化学杀虫剂的抗药性调查
耿晓飞，李超，
高志鹏，刘洋，赵小娟，王保东，刘利英
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101400
摘要：目的
依据。方法

了解 2014 和 2016 年北京市怀柔区家蝇对 5 种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情况，为科学合理选用杀虫剂提供

2014 和 2016 年采集怀柔区家蝇野外种群进行饲养，繁殖 1 代，待羽化为成虫后采用药膜法进行抗药

性测定，采用 SPSS 21.0 软件中 PROBIT 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2014 和 2016 年怀柔区家蝇野外种群对 DDVP

均敏感，抗性倍数分别为 0.23 和 0.25 倍；对溴氰菊酯均为高抗，抗性倍数分别为 157.62 和 37.15 倍；对高效氯氰菊酯

均为极高抗，抗性倍数分别为 181.64 和 289.06 倍。2016 年家蝇对残杀威的抗性级别由低抗转为高抗，抗性倍数较
2014 年增加了 4.15 倍；毒死蜱的抗性级别由低抗降为敏感，抗性倍数下降了 33.58 倍。结论

怀柔区家蝇对拟除虫

菊酯类杀虫剂产生了高抗或极高抗，
对 DDVP 和毒死蜱的抗性待进一步监测确定；
应采取综合防制措施控制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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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a domestica resistance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Huairou district in Beijing, during 2014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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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f Musca domestica to five different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Huairou district from 2014 and 2016,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uidance on the
selection of insecticides for its control program. Methods The drug resistance test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membrane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by PROBIT model in SPSS（21.0）software. Results In 2014 and 2016,
the wild population of M. domestica in Huairou district was susceptible to DDVP, and the resistance were 0.23 and
0.25-fold,respectively. The resistance to Deltamethrin was high, and the resistance were 157.62 and 37.15-fold,
respectively; resistance to Beta ⁃ cypermethrin were very high in both years, the resistance were 181.64 and 289.06-fold,
respectively. In 2016, the resistance level to Propoxur changed from low to high, and increased by 4.15 times compared to
2014; the resistance level to Chlorpyrifos was decreased by 33.58 times from low resistance to being susceptible.
Conclusion The M. domestica in Huairou district showed high or extremely high resistance to pyrethroid insecticides. The
resistance to DDVP and Chlorpyrifos should be further monitored and determined. Integrated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ntrol fly species.
Key words: Musca domestica; Insecticides; Insecticides resistance; Membrane method

病媒生物可通过叮咬、机械性携带病原体而传

学防治为主要手段，而长期、大量使用化学杀虫剂，

播疾病，是目前困扰人类生活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导致家蝇对其抗药性不断增强，防治效果下降［2-3］。

题［1］。家蝇（Musca domestica）作为重要的病媒生物
之一，具有分布广、繁殖快，可传播伤寒、痢疾、霍乱
等多种疾病的特点，对人类造成较大危害 。为控
［2］

制家蝇繁殖，
防止其传播多种疾病，
通过物理、化学、
生物等防治方法达到灭蝇、防蝇效果，一直以来以化

为了解北京市怀柔区家蝇对溴氰菊酯、DDVP、残

杀威、毒死蜱和高效氯氰菊酯 5 种常用化学杀虫剂

的 抗 性 情 况 ，为 杀 虫 剂 的 合 理 选 用 提 供 科 学 依
据，我们分别于 2014 和 2016 年进行了家蝇抗药性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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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判定标准：
观察家蝇完全不动或腹部上翻，
六足抽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物 溴氰菊酯、DDVP、残杀威、毒死蜱
和高效氯氰菊酯，DDVP 原药浓度为 85%，其他 4 种

杀虫剂原药浓度均为95%，
药物均来源于北京市CDC。
1.2

试虫来源

家蝇敏感品系为北京市 CDC 昆虫

饲养室提供（2012 年数据）；家蝇野外种群 2014 年采

自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东庄养猪场，2016 年采自怀
柔区北房镇胜利村养猪场，均在怀柔区 CDC 昆虫饲
养室建立种群，饲养后繁殖 1 代，选择羽化后 2～4 d

健壮雌性成蝇供试。饲养方式参照北京市 CDC《家
蝇饲养操作规程》。
1.3

方法

室内温度（25 ± 1）℃、相对湿度 60%～

80%。采用 GB/T 26350－2010 的药膜法，即用丙酮

与供试药物配成一定浓度母液，将母液稀释至系列
浓度，
通过预实验确定药剂浓度范围（最低浓度为家
蝇死亡率＜20%，
最高浓度为家蝇死亡率＞80%），
取

不同浓度的药剂溶液 0.5 ml 置 100 ml 血清瓶中，不
断转动锥形瓶，
使药液均匀分布于瓶内壁，
置通风厨
过夜，
使有机溶剂全部挥发。每瓶放入试蝇 20 只，
用

纱布封口。每个浓度重复 3 次，3 h 后记录死亡数，
使用丙酮溶液作为对照组，处理方法同实验组。死
表1
杀虫剂
残杀威
敌敌畏
毒死蜱
溴氰菊酯
高效氯氰菊酯

年度
2014
2016
2014
2016
2014
2016
2014
2016
2014
2016

112.72
686.06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软件中 PROBIT
模型计算半数致死浓度（LC50）及其 95%CI。对照组
家蝇 5％≤死亡率＜20％，使用 Abbott 公式进行校
正，死亡率＞20％，
为无效测定，重新测试。
1.5

抗性判定标准

LC50/敏感品系 LC50。根据《全国家蝇抗性级别（暂定）
标准》抗性级别划分，R/S＞160 为极高抗，R/S＞20 为
高抗，
10＜R/S≤20 为中抗，
2＜R/S≤10 为低抗，
≤2 为
敏感［4］。
2

结

果

2014 和 2016 年怀柔区家蝇野外种群对残杀威

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4.10 和 21.10 倍，抗性级别分别为
低抗和高抗，2016 年较 2014 年增加了 4.15 倍；两次

监测发现，家蝇野外种群对 DDVP 均敏感，抗药性倍

数增加了 0.09 倍；而 2016 年家蝇对毒死蜱的抗性倍

数较 2014 年降低了 33.58 倍，由低抗下降至敏感；对
溴氰菊酯的抗性倍数由 2014 年的 157.62 倍下降至

2016 年的 37.15 倍，均为高抗；对高效氯氰菊酯均为
极高抗，
抗性倍数增加了 0.59 倍，见表 1。

野外种群 LC50 及 95%CI
（mg/cm2）

461.75（448.313～475.088）

2 378.91（2 234.727～2 523.097）
158.94（151.806～166.415）

686.06

171.58（79.554～557.011a）

75.02

674.52（661.090～674.986）

75.02

19.85（16.258～24.189）

0.26

40.98（35.020～46.740）

0.26

9.66（4.947～17.017）

0.33

59.94（47.846～73.179）

0.33

95.39（40.978～195.986a）

注：a. 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P＜0.15 在计算 95%CI 时使用了异质因子

3

抗性倍数（R/S）＝野外种群

怀柔区家蝇野外种群对 5 种常用化学杀虫剂的抗药性

敏感品系 LC50
（mg/cm2）
112.72

搐，不能翻身爬行者判为死亡。

抗性倍数

抗性级别

4.10

低抗

0.23

敏感

8.99

低抗

157.62

高抗

181.64

极高抗

21.10

高抗

0.25

敏感

0.26

敏感

37.15

高抗

289.06

极高抗

较 2014 年
增加倍数
4.15
0.09
-33.58
-3.24
0.59

虫菊酯的广泛应用，其抗药性问题也日益突出。拟

讨 论
使用杀虫剂是病媒生物防制中最为广泛、有效

除虫菊酯在使用 3～5 年后产生抗药性，其产生抗性
的速度较有机磷类杀虫剂快［8］。怀柔区家蝇对高效

的方法，但长期大量使用杀虫剂可导致抗药性的产

氯氰菊酯的抗性为极高抗，可能与拟除虫菊酯本身

生，
且破坏生态环境，降低防治效果等 。

易产生抗药性、
长期不正确使用等有关。研究发现，

［5］

3.1

家蝇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性

高效氯

长期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多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氰菊酯和溴氰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自问

剂，可刺激家蝇产生多种抗性基因，
进而产生交互抗

世以来一直是杀虫剂领域的三大支柱之一 。1988

性［2］。怀柔区家蝇对溴氰菊酯的抗药性可能与同类

年我国首次合成含有高效氯氰菊酯的杀虫剂，因其

或不同类杀虫剂合并滥用有关。本调查发现，怀柔

具有击倒快、致死性强、持效好、对哺乳动物毒性低

区家蝇对溴氰菊酯的抗性级别均为高抗，但抗性倍

等特点被广泛用于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随着拟除

数降低，可能与目前主要使用包括高效氯氰菊酯在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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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具有更多有效成分、环境残留性低、杀虫作用更

治理，消灭蝇类孳生地，
及时清理垃圾以控制蝇蛆孳

强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有关。

生，降低蝇密度。家蝇的抗性监测是一个长期动态

3.2 家蝇对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抗性 两年间，
怀柔区家蝇对残杀威的抗性倍数增长了 4.15 倍，残
杀威作为速效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
毒和熏蒸作用 ，常与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如高

监测过程，需要病媒生物防制相关人员根据抗性监
测结果对蝇类进行综合防制，以预防或延缓抗药性
的产生。

［9］

效氯氰菊酯）混配使用，因其具有击倒快、持效长等
特点，
在各种病媒生物防制中被大量广泛使用，
是产
生抗性的主要原因［10］。近年来，关于残杀威易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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