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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蝇村”建设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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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无蝇村”建设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2019 年以浙江省 3 个“无蝇村”试点创建工作经验及

相关国家标准为基础，采取专家会商讨论及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无蝇村”创建标准及评价

指标体系。结果 “无蝇村”创建需采取自愿、自建、自管的原则，由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发动全体村民
自行创建。提倡以环境防治为主，物理防治相结合的可持续控制策略。
“ 无蝇村”最终评价指标为：笼诱法成蝇密
度≤0.5 只/笼，室内成蝇侵害率≤3.0%，室内蝇密度≤3.0 只/间，蝇类孳生率≤1.0%；
“ 无蝇村”建设组织管理完善，村民
蝇类防制知识知晓率、村民实际参与率、村民支持率及村民满意度均≥90.0%。结论

该建设标准在实践中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可为“无蝇村”创建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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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ndards and systematic assessment indices for“fly-free villages”. Methods

Based on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experience obtained from creating three pilot“fly-free villages”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expert consultation combined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tandards and systematic
assessment indices for“fly-free villages”. Results “Fly-free villages”were proactively created by all villagers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village branch committee and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committe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voluntariness, self-cre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A sustainable control strategy was proposed, namely,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integrating phys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final assessment indices of

“fly-free villages”were as follows: adult fly density ≤0.5 fly/cage (cage trapping method), infestation rate of indoor adult
flies ≤3.0%, indoor fly density ≤3.0 flies/room, and fly breeding rate ≤1.0%. The“fly-free villages”were organized and

managed in a systematic way; villagers’awareness rate of fly prevention and control-related knowledge, villagers’
actual participation rate, villagers’support rate, and villagers’degree of satisfaction were ≥90.0%. Conclusion

The

standards for creating“fly-free villages”are feasible in practice to some degree,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reation of“fly-free villages”.
Key words: Fly-free village; Fly; Assessment index; Sustainable control

2016 年在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下，浙
［1］

江省开始进行“无蚊村”试点活动 ，并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截止到 2020 年，浙江省至少有 70 多个“无蚊

村”在建。而蝇作为重要的卫生害虫，可以通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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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等方式传播疾病，还可以造成蝇蛆病［2］，给人类
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受“无蚊村”创建成功的启
发，2019 年浙江省开始进行“无蝇村”创建试点活
动，随着创建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加入

2.1.2.3

形成制度

2.1.2.4

发动群众

实践经验，分析农村蝇类控制策略，探讨“无蝇村”建

技术要求

2.1.3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提倡

以环境防治为主，物理防治相结合，灭蝇与防蝇并举
的综合防制策略，依托垃圾分类工作，因时因地制

提供依据。

宜，通过有特色的防制手段，分阶段开展工作。化学

材料与方法

1.1

通过健康教育等方式，使村民

充分了解防蝇、灭蝇技能，营造良好氛围，广泛发动
全体村民参与。

1

建立蝇防制长效工作制度，如

防制方案、村规民约、奖惩制度等。

到创建活动中来。本文结合浙江省“无蝇村”创建的
设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为农村地区蝇类综合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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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原则上不作为“无蝇村”的常规防制方法。

定义 “无蝇村”是指目标村庄在政府的领导

下，在专业技术部门的业务指导下，村支部委员会和

2.1.3.1

环境防治

（1）加强环境治理及垃圾处理工作：彻底做好环

村民自治委员会（村两委）发动全体村民参与，通过

境卫生清理工作，整治绿化带，疏通阴阳沟，清除外

健康教育，提高村民防蝇灭蝇的健康素养，根据蝇类

环境散在孳生地，不留卫生死角。

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应用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干湿垃圾分离，垃圾箱（或

和技术，建立长效防蝇灭蝇机制，将蝇类密度控制在

垃圾桶）均加盖密闭，杜绝厨房垃圾露天储存。存放

不足为害水平。

垃圾容器的地面必须硬化，垃圾收集转运需有严密

1.2

试点村概况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洪

溪村、金华市金东区六角塘村和丽水市松阳县三都
乡上田半岭村为最早开始“无蝇村”创建的村庄。这

3 个试点村成立村级防制工作队伍，广泛发动群众，
结合垃圾分类工作，通过蝇类孳生地清理、环境治
理、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措施，进行蝇类的综合控

的管理制度，日产日清，清运时要清彻底，底部不留
淤积物。
（2）厕所及排水系统：完善防蝇设施，厕所化粪
池要密封无外溢。保持排水系统畅通，下水道口平
滑，以防堵塞后污水外溢。
（3）特殊行业：禽及畜饲养厂、肉类、蛋禽收购加

制，并于 2020 年通过“无蝇村”试点验收工作。

工、酿造等特殊行业的下脚料、残渣废弃物等，要早

村”试点村创建工作经验及相关国家标准为基础，采

异味。

1.3 “无蝇村”建设标准制定

以浙江省 3 个“无蝇

取专家会商讨论及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索适
合农村地区的“无蝇村”创建标准。
1.4

封存、早清运、早利用，环境做到无成蝇、无活蛆、无
2.1.3.2

物理防治

（1）防蝇设施：建立完善的防蝇设施对防止蝇类

为保证“无蝇村”创

侵入室内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防蝇设施主要

建的组织管理及全民参与，其评价指标体系从蝇密

有纱窗、纱罩、纱门、门帘及风幕机等，安装时必须根

度、村组织管理、村民蝇防制知识知晓率、村民参与

据房屋结构、布局进行设计，不留空缺。

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方法

态度 4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其中，蝇密度主要参

照蝇密度控制水平的 A 级标准 ，并结合浙江省蝇
［3］

密度整体水平及试点村蝇密度水平进行综合制定。
2

结

果

适用范围

2.1.2

组织管理
原则

标准主要用于农村地区蝇类密度

按照自愿、自建、自管的原则，村庄

（自然村或行政村）需有主动创建“无蝇村”的需求，
且在创建的过程中，能由村两委自行发动、组织村民
工作组织的建立

2.1.3.3

化学防治

采用化学药物杀灭蝇类是快速

而不是替代方法。在孳生地特别难以清理时，可适
当采用化学防治方法消灭蝇蛆。
2.1.4

评价方法 “无蝇村”评价主要从蝇密度、村

组织管理、村民蝇防制知识知晓率、村民参与态度
4 个方面开展。
2.1.4.1

蝇密度及评价指标

（1）笼诱法：选择易腐垃圾存放处、绿化带和蝇

进行蝇类的防制及管理。
2.1.2.2

蝇拍、粘蝇纸等。

中，化学防治只能作为环境防治和物理防治的补充，

控制效果评价，适用于“无蝇村”建设及评估。
2.1.2.1

来降低蝇密度，主要有灭蝇灯、电动捕蝇器、捕蝇笼、

降低蝇密度的主要手段。但在“无蝇村”蝇类防制

2.1 “无蝇村”建设标准
2.1.1

（2）物理灭蝇：物理灭蝇主要是指通过物理手段

需成立村级工作组织，

并建立相应的防制工作队伍。

活动频繁场所（食堂、农贸市场等），3 类生境各布放
捕蝇笼 1 个。捕蝇笼着地放置，诱饵为红糖、食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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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醋）饵（50 g+50 g）+50 ml 水。于第 1 天 09：00 前

布放，次日 09：00 左右收回。评价指标：成蝇密度≤
0.5 只/笼。

成蝇密度 (只/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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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的积极性。上田半岭村借助“无蝇村”建设，
积极提升民宿综合体的品质，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群

众 参 与 度 和 满 意 度 达 95.0% 以 上 ，游 客 满 意 度 达
86.0% 以上，助力打造优美、和谐、文明、富裕的新

捕蝇总数
捕蝇笼数

农村。

（2）成蝇目测法：采用目测法检查农村居民区家

中成蝇密度情况（主要为餐厅、厨房等地），每 15 m2
折算 1 个标准间。监测人员目测计数，记录监测标

3

讨

论

蚊、蝇、鼠、蜚蠊为常见的卫生害虫，其密度水平

准间数、阳性标准间数和每房间内的蝇数。评价指

是卫生城市创建中的重要指标［4］。浙江地区“无蚊

标：室内成蝇侵害率≤3.0%，室内蝇密度≤3.0 只/间。

村”的成功创建及普及，提示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广泛

阳性标准间数

室内成蝇侵害率 (%) =
室内蝇密度 (只/间 ) =

检查标准间数

´ 100

蝇数

（3）幼虫目测法：检查居民厨房内外、室内外垃
圾容器、垃圾中转站、外环境散在孳生地、公共厕所
等地，各类生境蝇类孳生物有无幼虫或蛹。评价指
标：蝇类孳生率≤1.0%。
蝇类孳生率 (%) =

2.1.4.2

检查孳生物数

村组织管理

´ 100

村民组织管理采用查阅资料

要求有政府及相关技术部门指导下的村级防蝇工作
组织，有防制方案和日常工作痕迹，村规民约中有蝇
防 制 义 务 责 任 内 容 ，资 料 完 整 ，并 落 实 工 作 经 费
保障。
村民蝇防制知识知晓率及村民参与态度

村民蝇防制知识知晓率及村民参与态度等采用调查
问卷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抽样人数为 50 人，每户

最多 1 人，可按照实际情况酌情增减。要求村民蝇

防制知识知晓率≥90.0%，村民实际参与率≥90.0%，
村民支持率≥90.0%，村民满意度≥90.0%。
2.1.4.4

综合评价

当村组织管理、村民蝇防制知

识知晓率、村民参与态度等达到本标准要求，且蝇密

度连续 2 年达到本标准密度要求，方可视为达到“无
蝇村”标准。
2.2

试点村创建工作成果

染病载体，其密度控制水平也一直受到较高的关
注。1956 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启动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 1 个“无蝇镇”创建工作，1957 年，南浔“无蝇

镇”初见成效，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认可和《人民日
报》的大篇幅报道，南浔“无蝇镇”闻名全国［7］。近几

和记录材料、座谈访问、现场查看等方式进行评价。

2.1.4.3

为主的环境友好型控制技术和措施，将病媒生物控
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5-6］。蝇类作为重要的肠道传

阳性间数

阳性孳生物数

发动群众参与，因地制宜，选择以清除和改造孳生地

浙江省 3 个“无蝇村”试

点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以垃圾分类为抓手，积极
开展蝇类孳生地清理工作，人居环境获得了极大的
提升，
“无蝇村”创建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洪溪村

蝇 密 度 由 原 来 的 8.9 只/笼 降 至 0.1 只/笼 ，并 于

2020 年 6 月获评嘉兴市首轮人居环境优胜奖。六角

年，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一直将改善人
居环境放在首要位置［8］，而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在
农村地区的普及，在清除蝇类孳生地，降低蝇密度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9-10］，为“无蝇村”的创建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2019 年，浙江省在原南浔“无蝇镇”创
建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启动“无蝇村”试点创建
工作并再次取得阶段性成果。
“ 无蝇村”试点建设的
成功经验表明，在原有的垃圾分类及厕所革命的基
础上，辅以孳生地清理工作，能显著清除蝇类的各类
孳生场所［11］，能以较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降
低蝇密度的目的。
“无蝇村”的创建需从绿色、经济、可持续和长效
管理的角度出发，需要村庄自愿、自建和自管，在村
两委的组织下，广泛发动全体村民参与，并降低有害
生物防制公司等有偿服务在蝇类防制中的应用。因
此，在评价指标的制定中，需要有村组织管理、村民
参与度及满意度等指标体现。本评价体系规定，村
民防制知识知晓率、参与率、支持率及满意度均需≥
90.0%，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全体村民在“无蝇村”创
建过程中的参与度。

蝇密度指标中，成蝇目测法和幼虫目测法的指
标来源于《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
（GB/T

27772-2011） 中的 A 级标准。该标准主要规定了
［3］

城镇蝇类控制中应达到的室内成蝇密度及室内外蝇

塘村曾获评为浙江省文明村和卫生村镇，其垃圾分

类孳生率，主要适用于城镇范围内蝇类密度控制评

类成果曾登上十九大“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

价。近年来，由于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农村地区

展，具有良好的创建基础，
“无蝇村”创建工作进一步

人居环境改善明显，城乡之间差距进一步降低。由

提升了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带动了村民参与美丽乡

于目前尚无适用于农村地区的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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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此，农村地区蝇密度可以适当参照城镇蝇类的
控制水平，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14 版）》规定建成
区鼠、蚊、蝇、蜚蠊的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
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
《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2018 版）》把主要病媒生物鼠、蚊、蝇、蜚蠊密度控

制水平达到 B 级及以上的街道比例数作为评价指
标，A 级标准则是更高水平的蝇类密度控制水平，可
以作为“无蝇村”创建的评价指标。笼诱法为《病媒
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12］

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 23796-2009）中的

，该方法采用诱蝇笼和标准诱饵对

蝇进行密度监测，比目测法更加客观，降低了由于监
测人员不同等因素造成的误差，缺点为该方法目前
尚无统一的控制标准。本指标体系最终确定成蝇密
度≤0.5 只/笼作为“无蝇村”的控制标准，是参照浙江

省 2019 年 12 个病媒生物监测点居民区生境全年蝇
密度监测结果，并结合“无蝇村”试点村蝇密度控制
情况综合制定。采取主观指标（成蝇目测法、幼虫目
测法）与客观指标（笼诱法）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能满足“无蝇村”蝇密度的评价。
“美丽乡村”建设是快速推进城镇化和加快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浙江省“无蚊村”和
“无蝇村”的创建，进一步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是美
丽乡村建设的有益探索，不但能降低病媒生物对农
村居民的骚扰，也能进一步预防疾病的发生。浙江
省试点村庄的成功创建，说明“无蝇村”创建模式是
可行的，可进一步推广。
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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