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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药性监测·

安徽省芜湖市登革热媒介白纹伊蚊的抗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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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安徽省芜湖市白纹伊蚊的抗药性现状，为制定规范、合理的卫生杀虫剂使用及登革热防制策略提
采用敏感基线法中的幼虫浸渍法，将待测药剂用丙酮稀释成系列浓度，不同浓度分别取 l ml 配

供科学依据。方法

制成 200 ml 水溶液，置入 20 只 4 龄幼蚊，24 h 后检查死亡数；利用 SPSS 20.0 软件计算半数致死浓度（LC50），比较抗性
水平。结果

2018 年芜湖市 2 760 只白纹伊蚊幼蚊对氯菊酯、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残杀威、马拉硫磷 5 种杀虫

剂的 LC50 值分别为 0.054 142、0.007 077、0.020 922、0.305 849 和 0.139 400 mg/L，对氯菊酯、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
酯、残杀威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27.14、17.69、23.27 和 0.85 倍，其中氯菊酯、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为中度抗性，残杀
威为敏感。结论

芜湖市白纹伊蚊幼蚊对 4 种常用杀虫剂处于中抗或敏感水平，应减少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使

用，轮替使用敏感型杀虫剂，以延缓抗药性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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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f Aedes albopictus in Wuhu city of

Anhui province, China,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ing standard and ra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use of
public health insecticid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fever. Methods

The larval dipping method in the

sensitive baseline method was used. The insecticides to be tested were diluted by acetone into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and 1 ml was taken from each concentration and was prepared into 200 ml aqueous solution. A total of 20 IV-instar larvae
were placed in each solution, 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were observed 24 hours later. SPSS 20.0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LC50), and the level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was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2 760 Ae. albopictus larvae were tested, and the LC50 values of permethrin, deltamethrin, beta-cypermethrin, propoxur,
and malathion were 0.054 142, 0.007 077, 0.020 922, 0.305 849, and 0.139 400 mg/L, respectively. The resistance ratios
of Ae. albopictus larvae to permethrin, deltamethrin, beta-cypermethrin, and propoxur were 27.14, 17.69, 23.27, and 0.85,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moderate resistance to permethrin, deltamethrin, and beta-cypermethrin and sensitivity to
propoxur. Conclusion

Ae. albopictus larvae in Wuhu are moderately resistant or sensitive to four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t is recommended to reduce the use of pyrethroid insecticides and use sensitive insecticides alternatively to
delay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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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广泛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的 100 多个国

为世界上分布最广、发病最多的虫媒病毒病［1］。该

家和地区，尤以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流行最为

病的发生特点是传播迅速、发病率高、人群普遍易

严重。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和国际人口大量流动

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列为乙类

等因素，登革热的流行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成

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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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是登革病毒的自然宿主，埃
及伊蚊（Aedes aegpti）和白纹伊蚊（Ae. albopictus）是
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即亚洲虎蚊，具有强攻击
性和白昼嗜人血习性，且能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
病、基孔肯雅热和黄热病等多种重要传染病，是全球
最具侵袭性的蚊种之一。携带有蚊卵的旧轮胎是白

签，标记浓度；取 20 只试虫置于搪瓷碗中，并加脱氯

水 50 ml，一同注入烧杯内（共计 200 ml），室温（25±
1）℃，相对湿度（60±5）%的条件下放置 24 h，每个浓

度重复 3 次，同时以 1 ml 丙酮加 199 ml 脱氯水作为

对照组；24 h 检查死亡数，剔除化蛹数，计算死亡率。
如实验试虫化蛹率>10% 或对照死亡率>20%，则重

纹伊蚊向潜在适生区扩散的常见方式，随着全球轮

做实验；死亡判断标准：用针轻触幼蚊的呼吸管，没

胎贸易的日益频繁，导致孳生于其中的白纹伊蚊全

有反应或身体抽搐即为死亡。

球性扩散，白纹伊蚊在我国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北至

统计学分析与计算

［2-3］

辽宁省，南至海南省，西至西藏自治区

。近年来，

我国云南、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多个省份有登革
热疫情暴发，安徽省合肥和芜湖市等地也不断有登
革热输入性病例。媒介蚊虫控制是登革热防控的唯
一有效途径，在疫情处置中媒介伊蚊的防控多以孳
生地治理和化学杀虫剂快速降低成蚊密度为主，大
量、广泛地使用杀虫剂，不仅导致不同程度的抗药性
［4］

产生和发展 ，而且加大了疫情防控难度。
为了解芜湖市白纹伊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
情况，笔者对安徽省芜湖市建成区的白纹伊蚊幼蚊
开展了抗药性测定工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试虫

2018 年 10 月，分别在芜湖市的镜湖、弋

江、鸠江和三山区采集白纹伊蚊幼蚊，带回实验室近

等比例混合饲养。白纹伊蚊幼蚊以酵母粉和鼠粮为

饲料，成蚊饲以 10% 的葡萄糖水，采用无特定病原

体级小白鼠给雌蚊供血，以促进其卵巢发育和产卵
繁殖。挑选 3 龄末、4 龄初的幼蚊进行测试。饲养条

件为：温度（25±1）℃，相对湿度（60±5）%，光照周期
L∶D=14 h∶10 h。
1.2

采 用 SPSS 20.0 软 件 的

Probit 模块（概率单位回归）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得到野外种群实验药物的回归方程、LC50 及其 95％

可信区间（95％CI）等，并计算抗性倍数。抗性倍数

（R/S）=野外种群 LC50 /敏感品系 LC50。
1.5

抗性判别标准

依照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的抗药性基线划分，敏感品系和所测样本之间
95%CI 不重叠，且 R/S<3 为敏感；3≤R/S<10，为低度

抗 性 ；10≤R/S<40，为 中 度 抗 性 ；R/S≥40，为 高 度
抗性［6］。
2

结

果

芜湖市白纹伊蚊幼蚊对氯菊酯、溴氰菊酯、高效

材料与方法

1.1

1.4

杀虫剂与器材

90.0% 氯菊酯、96.85% 溴氰菊

酯、95.0% 高效氯氰菊酯、97.0% 残杀威和 95.0% 马

氯氰菊酯、残杀威、马拉硫磷 5 种杀虫剂的 LC50 值分
别 为 0.054 142、0.007 077、0.020 922、0.305 849 和

0.139 400 mg/L。对照上海市 CDC 的白纹伊蚊敏感
品系 LC50，本地野外白纹伊蚊幼蚊对氯菊酯、溴氰菊

酯、高效氯氰菊酯、残杀威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27.14、
17.69、23.27 和 0.85 倍。其中，氯菊酯、溴氰菊酯、高

效氯氰菊酯为中度抗性，残杀威为敏感；残杀威的

LC50 若对照南昌市 CDC 白纹伊蚊敏感品系残杀威的
LC50，
则抗性倍数为 10.13倍，
属于中度抗性。见表 1。
3

讨

论

拉硫磷，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传染病

芜湖市白纹伊蚊对氯菊酯、高效氯氰菊酯和溴

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提供；丙酮（AR，生产批

氰菊酯等菊酯类杀虫剂已产生中度抗性，其中氯菊

号 ：20170411），由 国 药 集 团 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 司 生
产。梅特勒-托利多（METTLER TOLEDO）万级电子

天 平 、通 风 厨 、大 龙（Dlab）微 量 移 液 器（0.1～2.5、
0.5～10、10～100、100～1 000 μl）、250 ml 烧 杯 、养

蚊笼（30 cm×30 cm×30 cm）、温湿度计、计数器、玻璃
棒等。
1.3

实验方法

采用敏感基线法中的幼虫浸渍

［5］

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的半数致死浓度（LC50）开

展预实验，确定幼蚊 10%～90% 的死亡浓度范围。
实验时，将母液用丙酮稀释配制成 5～10 个系列浓
度，吸取不同浓度的药液 1 ml，加入到装有 149 ml 脱
氯自来水的烧杯中，用玻璃棒搅匀，在烧杯上贴上标

酯的抗性水平高于南昌市［10］和上海市虹口区［7］的抗
性水平，而明显低于上海杨浦区［8］和福州市［11］的抗
性水平；高效氯氰菊酯抗性水平高于福州［11］、武汉［12］
和上海市［7-9］的抗性水平；溴氰菊酯则明显高于福
州［11］和武汉市［12］而低于上海市［7-9］的抗性水平。
敏 感 基 线 的 不 同 ，导 致 抗 性 水 平 的 判 定 不 一

致。若对照南昌市 CDC 白纹伊蚊敏感品系残杀威

的 LC50［10］，芜湖市白纹伊蚊对残杀威等氨基甲酸酯
类杀虫剂，产生了中度抗性；但芜湖市白纹伊蚊幼蚊

对残杀威的敏感性则比福州［11］和上海市的敏感品系
还要敏感［7-8］，其敏感性也远高于南昌市野外种群的
抗性水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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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杀虫剂
氯菊酯
溴氰菊酯
高效氯氰菊酯
残杀威
马拉硫磷

表 1 安徽省芜湖市白纹伊蚊幼蚊对 5 种杀虫剂的敏感性测定结果
The susceptibility of Aedes albopictus larvae to five insecticides in Wuhu, Anhui province

试虫
野外种群
数
LC50（mg/L）
（只）

95% 可信区间

毒力回归方程

720

0.054 142 0.044 360～0.064 988 y=1.681+1.327x

540

0.020 922 0.013 570～0.030 776 y=1.936+1.153x

540
480
480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February 2021, Vol.32, No.1

0.007 077 0.005 574～0.009 176 y=4.336+2.017x
0.305 849 0.264 927～0.371 917 y=1.854+3.604x
0.139 400 0.125 681～0.155 450 y=2.652+3.099x

敏感品系 LC50（mg/L）

χ2 值

P值

2.189

0.988 0.001 995［7-9］

27.14

中抗

9.478

0.148 0.000 899［8-9］

23.27

中抗

5.734

0.333

10.392 60.109 0.000 400［7-9］
8.427

抗性倍数 a 抗性等级

17.69

中抗

0.134 0.360 163［7-9］/0.030 20［10］ 0.85/10.13 敏感/中抗
-

-

注：a 抗性倍数=测定野外种群 LC50/敏感品系 LC50；白纹伊蚊敏感品系 LC50 参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实验数据
CDC 敏感品系实验数据［10］。- 表示缺白纹伊蚊敏感品系对马拉硫磷的敏感基线药效数据。

芜湖市白纹伊蚊抗药性的产生可能与近年卫生
城市创建中长期、大量使用菊酯类杀虫剂有一定关
系。长期、频繁使用同一类型的杀虫剂，会造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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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新种种名源自模式标本采集地，西藏林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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