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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驱蚊软膏的制备及驱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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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自制长效驱蚊软膏的缓释性能及其对蚊虫的驱避效果。方法 实验用白纹伊蚊采自福建省福州总
医院动物房，
采集时间为春夏季节 16：
00－05：
00。 参照 GB/T 13917.9－2009 《农药登记用卫生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
及评价》在室内进行蚊虫驱避效能测试，
以挥发率评价长效驱蚊软膏的缓释性能，
计算 3 种驱蚊制剂的驱避效果和平均

保护时间。结果 自制驱蚊软膏的缓释性能优于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蚊霜，
缓释时间长达 12 h。避蚊胺酊剂、
市售第

二军医大学驱蚊霜和自制驱蚊软膏的有效保护时间分别为（3.98±1.14）、
（9.78±2.38）和（10.11±2.22）h。结论 自制
驱蚊软膏的驱避效果优于避蚊胺酊剂和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蚊霜，
为长效安全广谱驱避制剂的制备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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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n long acting mosquito repellent ointment

WANG Jia⁃lin1，2, YUN Chao1，2, ZENG Ling⁃jun1, TAO Chun1, SONG Hong⁃tao1
1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Command, PLA, Fuzhou 350025, Fujian Province, China;
2 College of Pharmac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SONG Hong⁃tao, Email: sohoto@vip.163.com
Supported by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Research Project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No. 2017J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the long ⁃ acting mosquito repellent ointment and evaluate its slow ⁃ release performance
and repellent effect on mosquitoes. Methods The mosquito Aedes albopictu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animal sheds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Fujian province during hours of 16：00-05：00 during spring and summer. The sustained
release properties of long acting mosquito repellent ointment were evaluated by the percentage of volatile residue. Indoor
test was carried out by national method“GB/T 13917.9-2009 laboratory efficacy test and evaluation of sanitary insecticides
for pesticide registration”, and the repellent effect and average protection time of mosquito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homemade mosquito repellent ointment released DEET faster than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mosquito repellent
cream by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but it could also sustained releasing up to 12 h. The average indoor
protection time of the DEET tincture was（3.98 ± 1.14）h, the average indoor mean protection time of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mosquito repellent cream by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was（9.78±2.38）h, the average t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omemade mosquito repellent ointment was（10.11±2.22）h. Conclusion The self⁃made mosquito repellent
ointment was better than the DEET tincture and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mosquito repellent cream by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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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是重要的病媒生物，可传播疟疾、
登革热等
多种虫媒疾病。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预防为主 ，
［1］

驱避剂本身无杀虫作用，通过药物挥发在人体周围
形成屏障而实现驱避作用，防止蚊虫叮咬，
具有无毒

境和生态的影响及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益间
的平衡问题等均需慎重考虑。化学合成驱避剂中关

于 DEET 的研究较为详细，已有较明确的驱避范围，
对蚊虫、蜱、蚤、白蛉和蠓等均有驱避作用［4］。DEET

或低毒、刺激性小等优点［2］。在某些不能使用杀虫

［5］
是蚊虫驱避剂中的“金标准”
，为制备驱避制剂的

剂的室内和蚊虫密度未知的室外，驱避剂为主要防

首选药物，同时也是其他驱避剂效能的标准对照

蚊措施。市售驱蚊外用制剂存在驱避时间短的缺

品。DEET 对蚊虫的驱避能力较强，其最小驱避浓

点，需要在短时间内反复使用。因此，开发长效、安
全的外用驱蚊软膏有重要现实意义。
植物驱避剂的高效性和持久性均较低［3］，对环

度为 16 μg/m2［6］。DEET 的毒理学相关研究比较全

面［7］，而其他驱避剂的毒理学相关研究较少，尚无明
确的毒理学资料［8］。因此，本研究以 DEET 作为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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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备长效驱蚊软膏，在室内进行了缓释性能和驱
避效能实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药来源

DEET 酊剂原药浓度为 99.9%，由

广州日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使用前用无水乙醇配
制成 15.0%的驱避制剂，与市售制剂和自制驱蚊软
膏中的 DEET 浓度相同供实验用。
1.2 避蚊胺的体外分析方法
1.2.1

检查波长

精密称取 DEET，用流动相制备

成适宜浓度的溶液，以 空 白 溶 剂 为 空 白 对 照 ，在
190～400 nm 波长范围内进行紫外扫描。DEET 在

209 nm处具有最大吸收。故选择209 nm作为检测波长。
1.2.2

色谱条件

Agilent1200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UV检查器，
美国Agilent公司），
色谱柱为Diamond C18

（4.0 mm×150 mm，
5 μm），
流动相为乙腈∶水（47∶53，
V/V），
流速为1 ml/min，
柱温为20 ℃，
进样量为20 μl。
1.2.3 系统适应性实验 以DEET原药配制成适宜浓

1.3

长效驱蚊软膏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聚乙二

醇 400 和 DEET，搅拌均匀后加入预先经过 85 ℃预

热处于熔融状态的聚乙二醇 3350，在 40 ℃水浴条件
下搅拌 5～10 min，待其冷却后使用。DEET 的药物
浓度可达 15%。

1.4 缓释性能测试
1.4.1

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蚊霜的缓释挥发实验

将约 0.1 g 样品均匀涂布于表面积相同的培养皿上

（ϕ 90 mm），记录称量时间，共 15 个。等待约 20 min
至质量恒定后再次称量，记录第 2 次称量时间。随
机分为 5 组，将培养皿敞口放置于温度为 32 ℃（人

体体表温度为 32 ℃）的烘箱中进行缓释挥发实验，
分别于 1、3、6、9 和 12 h 取一个平行组，用流动相溶
解剩余样品，分次洗涤后转移至 50 ml 容量瓶中定
容，经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后测定 DEET 缓释挥发
剩余量，
计算药物挥发率的平均值，
计算公式：

!!"'()*&
×100%
挥发率＝ !"#$%&
!"#$%&

度，
按照上述色谱条件进样20 μl，
DEET出峰保留时间

1.4.2

1.2.4

DEET 的挥发率无法判断制剂间的驱避效果差异，

为5.911 min，
理论塔板数为21 837，
对称因子为0.928。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 DEET 原料药 1 ml

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 47%乙腈稀释至刻度，摇匀，
得到 DEET 标准储备液。再分别精密吸取 DEET 标
准储备液 0.10、0.25、0.50、0.75、1.00、1.25、1.50 ml 至

50 ml 容量瓶中，用 47%乙腈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到

自制驱蚊软膏和 DEET 的缓释挥发实验

1.4.1 步 骤 ，无 需 质 量 挥 发 至 恒 重 步 骤 。 仅 通 过
因此，需对不同制剂进行驱蚊效能测定。
1.5 长效驱蚊软膏的驱蚊效果评价
1.5.1

蚊虫来源

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采自

福建省福州总医院动物房，采集时间为春夏季节

不同浓度的对照品溶液。经过滤后分别精密吸取各

16：00－05：
00［9］。

1.2.2 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峰面积对对照品溶度
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标准曲线方程：A＝94.42C ＋

医学科，
体质量为 3～5 g。

浓度对照品溶液续滤液 2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
258.4，r＝0.999 4，线性范围为 20～300 μg/ml。

精密吸取 DEET 原料药 1 ml 至 100 ml 容量瓶

中，用 47%乙腈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到 DEET 标准

储备液。分别连续精密吸取同一份 DEET 标准储备

液各 6 次，每次 20 μl，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记
录峰面积，计算相对标准偏差（RSD）。DEET 的日间
精密度 RSD 为 0.41%，
日内精密度 RSD 为 1.36%。结

果表明，
避蚊胺含量测定 RSD 均＜2%，精密度良好。
1.2.5

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取 DEET 8、10 和 12 mg，

分别置于 0.1 g 的空白基质中，加入适量流动相溶
液，超声 10 min，置于 50 ml 容量瓶中，加流动相溶液

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到低、中、高不同浓度的溶液，
每个浓度样品各 3 份。用 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弃

去初滤液，续滤液按 1.2.2 色谱条件分别进样，记录

色谱峰面积。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相应浓度和含
量，并计算回收率、平均回收率和 RSD。回收率在
95%～105%之间，
且 RSD＜1.5%，符合要求。

同

1.5.2 供试动物 昆明种小鼠来自福州总医院比较
1.5.3

饲养条件

相对温度（27 ± 1）℃、相对湿度

（60 ± 10）%、光照∶黑暗（L∶D）＝12 h∶12 h，黄昏光

照和黎明光照各 1 h。用 10%葡萄糖溶液（含 0.2%
对羟基甲苯）和小白鼠新鲜血液交替饲喂［10］。

1.5.4 饲养方法 在动物房捕获的白纹伊蚊雌蚊约
300 只，带回养蚊室后放入 35 cm×35 cm×35 cm 的

蚊笼中待其产卵。放入 20 ml 10%蔗糖或葡萄糖溶
液（含 0.2%对羟基甲苯）作为营养液，以 10.5 cm ×

10.5 cm×4.5 cm 的白透明聚丙烯制成的类似保鲜盒

作为产卵杯，内壁由湿润的海绵布和白色纤维素滤
纸覆盖［9］。营养液每 2 d 更换一次。待 1～2 d 后蚊

虫产卵，将卵转移至 10.5 cm×10.5 cm×4.5 cm 的正

方形白透明聚丙烯制成的类似保鲜盒的容器中进行
孵化，密度为 100～150 条/盒。同时在水中加入猪
肝混悬液［11］（将 5 g 猪肝剪碎，加入 250 ml 注射用水
后经 400 W 超声 15 s，间隔 5 s，全程 30 min 匀浆至均

匀混悬液）1～2 ml，吹打均匀，敷成膜阻止幼蚊和氧
气接触。幼蚊孵化 40 h 为 1 龄，60 h 为 2 龄，80 h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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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龄，
再经 150 h 为 4 龄［11］。1～2 龄幼蚊每 2～3 d 喂一

3

幼蚊每天喂 2 次。待幼蚊化蛹后，
每天早晨吸蛹 1 次，
将蛹放入 35 cm×35 cm×35 cm 的蚊笼内羽化。化

蚊媒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本研究在
室内对驱避剂的驱蚊效果进行了测试，而室外涂抹

光照的不锈钢架上，饲喂 10%葡萄糖溶液（含 0.2%

使用者的个体差异及蚊虫种类和密度等［14］。因此，

次猪肝混悬液（1～2 ml），3 龄幼蚊每天喂 1 次，4 龄

蛹后促使其密集成群交配［12］，并将蚊笼置于有自然
对羟基甲苯）。每笼装有 300 只白纹伊蚊作为实验
动物以测定自制驱蚊软膏的药效。
1.5.5

驱避效能测定方法

按 GB/T 13917.9－2009

《农药登记用卫生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及评价》要

讨 论

使用驱避剂的效果受诸多因素影响，如风速、温度、
研发长效安全的外用驱蚊剂应考虑驱避药物的种
类、浓度和影响驱避实验的因素等。本研究发现，自
制驱蚊软膏可明显增强 DEET 的驱蚊效果，其优于

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长效驱蚊霜，可能因熔融的聚乙

求 ，选 择 攻 击 力 合 格 的 白 纹 伊 蚊 和 小 白 鼠 。 将

二醇 3500 与 DEET 混合后再冷却固化成膜状结构，

软膏（DEET 浓度均为 15%）直接涂抹在小白鼠腹部

果［2］。本研究为长效安全广谱驱避制剂的制备提供

DEET 酊剂、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蚊霜和自制驱蚊
暴露皮肤（2.0 cm×2.0 cm）进行测试，涂抹剂量均为
1.5 mg/cm ，其他部位严密遮蔽。涂布 2 h 后将小白
2

鼠放入含有 300 只雌蚊的蚊笼内 5 min，观察有无蚊

虫吸血。若有 1 只蚊虫停落吸血即判为实验结束。
按统一纳入标准选择小白鼠，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
法将小白鼠分为 3 组，每组 20 只。计算有效保护时
［13］
间（保护率＞95%时的保护时间）
。

2

结 果

2.1

缓释性能测定结果

测试 12 h 内，以市售第二

军医大学驱蚊霜制剂中的 DEET 释放速度最慢，平

均挥发率为（64.02 ± 1.80）%；DEET 酊剂中的 DEET
释放速度最快，
在 12 h 时已全部挥发；
而自制驱蚊软
膏制剂中的 DEET 释放速度适中，12 h 的平均挥发
率为（88.93±0.98）%，见表 1。

表 1 3 种驱蚊剂中避蚊胺的挥发率（%，
x±s）

时间 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蚊霜 避蚊胺酊剂
（h）
0
0
0
1
23.91±1.10
34.78±3.74
3
27.18±0.99
60.55±2.79
6
39.56±1.89
93.89±2.83
9
56.20±1.14
100.07±1.78
12
64.02±1.80
100.00±0.21

2.2

驱避效能测试结果

自制驱蚊软膏
0
33.22±1.66
40.59±1.12
55.55±1.96
70.44±1.04
88.93±0.98

测试结果见表 2。3 种驱

蚊剂中的平均有效保护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5.762，P＜0.01），而自制驱蚊软膏与市售第二
军医大学驱蚊霜的平均有效保护时间差异亦有统计
学意义（F＝22.247，P＜0.01）。自制驱蚊软膏的有

效保护时间大于 DEET 酊剂和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
蚊霜。

表2

3 种驱避制剂的驱蚊效果

驱蚊剂
避蚊胺酊剂
市售第二军医大学驱蚊霜
自制驱蚊软膏

试鼠数（只）
20
20
20

有效保护时间（h）
3.98±1.14
9.78±2.38
10.11±2.22

可 减 缓 DEET 的 挥 发 速 率 ，从 而 达 到 缓 释 驱 避 效
了理论指导并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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