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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蟑胶饵的失水率及适口性变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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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杀蟑胶饵在施药后不同时间的失水率及适口性变化情况。方法

采用称重法与取食行为分析

法，对 3 种市售常见胶饵（胶饵 P 有效成分为 2.15% 吡虫啉，胶饵 W 和胶饵 S 有效成分均为 0.5% 呋虫胺）在 20 d 内失

水率及其对德国小蠊适口性进行量化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法比较上述胶饵的失水率和适口性差异。
结果

3 种胶饵点布于室内环境 20 d 后，水分挥发主要集中在点布后第 1 天内，P、W 和 S 失水率分别达到（39.73±

0.05）%、
（32.49±0.04）%和（22.99±0.16）%，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9.966，P=0.005），在随后的 20 d 内胶饵重量基

本保持不变。在新鲜状态（0 d）下，3 种胶饵的被取食次数和总取食时间为 P>W>S；随着胶饵点布时间的增长，取食
次数和总取食时间均减少，7 d 后，胶饵 P 的被取食次数〔（14.33±3.54）次〕和总取食时间〔（518.00±237.91）s〕与胶饵

W〔（15.67±4.85）次和（414.00±263.92）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46，P=0.631；F=0.428，P=0.528），但均优于胶饵 S

的被取食次数〔（4.33±2.21）次〕和总取食时间〔（38.50±19.75）s〕，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038，P=0.002，P=0.001；
F=7.536，P=0.007，P=0.034）；14 d 后，胶饵 P 的适口性指标优于胶饵 W 和胶饵 S。结论

胶饵在点布于环境后水分

损失主要集中在第 1 天。新鲜状态下胶饵的适口性最好，随着时间延长，不同胶饵的适口性下降程度不同，总体来
讲胶饵 P 和胶饵 W 在 7 d 内的适口性最好；未发现不同胶饵失水率与适口性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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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 water loss rate and palatability of cockroach-killing gel baits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application. Methods

Thre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common gel baits were selected: gel bait P

(effective constituent: 2.15% imidacloprid), gel bait W (0.5% dinotefuran), and gel bait S (0.5% dinotefuran). Water loss
rate was determined by weighing the gel baits over a period of 20 days. The palatability of gel baits to Blattella
germanica was determined by observing the feeding behavior of cockroach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non-parametric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water loss rate and palatability of the gel baits. Results

The

three gel baits were dotted indoors for 20 days. Water volatilization mainly occurred in the first day, and the water loss
rate was (39.73±0.05)% for gel bait P, (32.49±0.04)% for gel bait W, and (22.99±0.16)% for gel bait S,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aits (F=179.966, P=0.005). The weight of the gel baits was generally unchanged during the
following 20 days. Under the fresh condition, the feeding frequency and total feeding time of the three gel baits were in
the order of P>W>S. The feeding frequency and total feeding time decreased over time for all the three baits. After 7
day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feeding frequency and total feeding time between gel bait P [(14.33±3.54]
times and (518.00±237.91) s, respectively) and gel bait W [(15.67±4.85)] times and (414.00±263.92) s, respectively) (F=
0.246, P=0.631; F=0.428, P=0.528); both gel baits P and W showed statistically higher feeding frequencies and
statistically longer total feeding time compared with gel bait S [(4.33±2.21)] times and (38.50±19.75) s, respectively)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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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8, P=0.002, P=0.001; F=7.536, P=0.007, P=0.034). After 14 days, gel bait P had better palatability than gel baits W
and S. Conclusion The water loss of the gel baits mainly occurs in the first day after placement. The gel baits have the
best palatability in the fresh state, and show different degrees of decreases in palatability with time. In general, gel baits P
and W have the best palatability within 7 days. It was not found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ater loss rate and
palatability for the three gel baits.
Key words: Blattella germanica; Gel bait; Water loss rate; Palatability

德国小蠊（Blattella germanica）作为重要的媒介
生物，不仅携带多种病原体，而且是诱发过敏与哮喘
［1］

的重要过敏原 ，是一类重要的城市家居害虫。近
年来，随着环境变化、抗性发展、物流及贸易频繁，使
得德国小蠊的侵害范围与程度逐步增加，对其防治

后20 d内每天定时对胶饵进行称重，
计算其失水率（%）
进而反映其保湿性。
1.2.2

适口性实验

将受试胶饵采用已发表文章的

实验方法进行适口性实验［6］，通过视频回放，分别记
录各胶饵被德国小蠊取食的次数和取食时间，分别

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化学防治是德国小蠊防

采用总取食次数（次）、总取食时间（s）和平均每次取

制的重要手段，滞留喷洒、烟剂、粉剂防治德国小蠊

食时间（s/次）作为适口性评价指标。

［2］

导致的抗性快速上升和杀虫剂室内残留已经引起人
［3］

们的关注 ，杀蟑胶饵由于效果好、定点释放、环境

1.3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

件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如符合正态分布则进行方差

影响小，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但不同胶饵在实际使

分析与多重比较，否则进行非参数检验与两两比较，

用中的效果可能出现明显差异，即使在胶饵有效成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与含量一致的情况下，不同胶饵对德国小蠊种群

2

［4］

的控制效果也可能有显著差异［5］，究其原因与胶饵
的适口性有关，而适口性包括新鲜状态和老化状态

2 种，新鲜状态胶饵的适口性与胶饵的速效性有关，
而老化状态胶饵的适口性决定了胶饵的持效性。本

研究组前期通过对德国小蠊的取食行为过程进行实
时记录并量化分析，比较不同胶饵在新鲜状态对德
国小蠊的适口性，建立了一种杀蟑胶饵适口性评价
方法［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胶

2.1

结

果

失水量变化

为了解不同胶饵在室温环境中

的 失 水 情 况 ，本 实 验 记 录 了 3 种 胶 饵 在 新 鲜 状 态

（0 d）以及随后 20 d 在室温环境内的重量变化。由

图 1 可知，3 种胶饵在室温环境中点布 1 d 后失水量

最大，而点布后 1～20 d 内，各胶饵的重量基本保持

稳定，失水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3.646，P=0.064；
F=2.534，P=0.130；F=1.114，P=0.399）。

饵在新鲜和老化状态下对德国小蠊的适口性变化规
律，为杀蟑胶饵综合评价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试虫为野外采集的德国小蠊雄

性成虫，其采集信息与抗药性水平参见文献［7］。本

实验受试胶饵为 3 种市售常见胶饵 P（吡虫啉，有效
成分 2.15%）、W（呋虫胺，有效成分 0.5%）和 S（呋虫

胺，有效成分 0.5%），生产日期与本实验日期相差均
不超过 4 个月。

洁净的培养皿（ϕ15 cm、高 3 cm）、凡士林与液体

石蜡混合物（1∶1）、小鼠饲料、含水棉球、带视频拍摄

功能的手机（500 万像素以上 CMOS）及固定支架、分
析天平、人工气候箱等。
1.2

1.2.1

实验方法

失水率测定 （1）每种胶饵设置 3 个重复，将

受试胶饵均匀、线状点布于 50 ml 离心管管盖内，然

后放置在人工气候箱内（温度设定为 25 ℃），湿度未
受人工控制，与环境湿度保持一致（40%～60%），模

拟胶饵的实际使用环境。
（2）在新鲜状态（0 d）及随

注：P、W、S 分别表示 3 种常见市售胶饵，P（吡虫啉，有效成分
2.15%）、W（呋虫胺，有效成分 0.5%）、S（呋虫胺，有效成分 0.5%）。

图 1 3 种不同胶饵在室温环境中的失水情况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water loss of three gel baits at room
temperature

由图 2 可知，3 种胶饵在室温点布 1 d 后，胶饵 P

失 水 率 最 高 ，为（39.73±0.05）% ，胶 饵 W 失 水 率 中

等，为（32.49±0.04）%，胶饵 S 失水率最低，为（22.99±
0.16）% ，三 者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F=179.966，P=
0.005）。
2.2

适口性分析

对上述 3 种胶饵的取食过程进行

量化比较，由表 1 可知，在新鲜状态时，胶饵 P 被取
食次数最多、总取食时间最长，胶饵 S 反之，且 3 种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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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蠊对 3 种胶饵在不同点布时间的取食行为比较
（xˉ±s）
Table 1 Comparison of feeding behavior （xˉ±s） of Blattella
germanica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placement of
three gel baits
表1

时间
（d）
0

注：P、W、S 分别表示 3 种常见市售胶饵，P（吡虫啉，有效成分
2.15%）、W（呋虫胺，有效成分 0.5%）、S（呋虫胺，有效成分 0.5%）；图
中数值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 2 3 种不同胶饵在室温环境中点布 1 d 后的失水率比较
Figure 2 Comparison of water loss rates（%）of three gel baits
one day after applica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饵 间 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F=30.783，P<0.001；F=

34.112，P<0.001）。点布 7 d 后，胶饵 P 和胶饵 W 的 3
项适口性评价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46，P=
0.631；F=0.428，P=0.528；F=2.211，P=0.168），但取食

7
14

胶饵

取食次数（次）

P

27.67±7.48Aa

S

3.83±2.41

Ac

W

15.67±4.85

Aa

P

15.00±4.69

Ba

S

2.00±3.21

Ab

W
P
S

W

14.00±2.83

Ab

14.33±3.54Ba
4.33±2.21

5.33±3.4

Ab

Bb

总取食时间（s）
720.00±209.14Aa
335.17±90.63

31.83±18.76

Ab
Ac

518.00±237.91ABa
414.00±263.92

Aa

306.83±243.63

Ba

38.50±19.75

Ab

40.33±32.56

Bab

10.67±16.75

Ab

平均每次取食
时间（s/次）
26.58±7.06Aa

26.89±15.69Aa
9.36±3.64Ab

35.64±13.87Aa

24.65±8.98Aa

8.97±2.49Ab

18.19±11.04Aa
6.42±3.33Bab
2.79±2.80Bb

注：P、W、S 分别表示 3 种常见市售胶饵，P（吡虫啉，有效成分
2.15%）、W（呋虫胺，有效成分 0.5%）、S（呋虫胺，有效成分 0.5%）；同
一列数值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胶饵在不同时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同一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胶饵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次数和总取食时间均高于胶饵 S，且差异有统计学

使用方便、安全环保等特点［4］。杀蟑胶饵在新鲜状

0.007，P=0.034）。点布 14 d 后，胶饵 W 的总取食时

效性及连锁杀灭等指标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德国小

计 学 意 义（t=5.583，P=0.208，t=6.333，P=0.118；t=

的食物，胶饵的适口性和持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适口性评价指标均高于胶饵 S，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后的第 1 天，这与胶饵的配方工艺相关，胶饵在表面

P=0.005）。

失，故室温点布 1 d 后胶饵重量基本稳定。通常胶饵

意 义（F=14.038，P=0.002，P=0.001；F=7.536，P=

态及施用后不同时间的适口性与胶饵的致死率、持

间和平均每次取食时间与胶饵 P 和胶饵 S，差异无统

蠊现场防治过程中，环境中存在与胶饵具有竞争性

4.833，P=0.348，t=3.333，P=0.835），但胶饵 P 的 3 项

本研究中 3 种胶饵的水分流失主要集中在点布

义（F=15.582，P<0.001；t=10.417，P=0.002；t=9.667，
对于同一胶饵在点布不同时间后的适口性而

言，胶饵 P 点布 7 d 后，被取食次数较新鲜状态减少，

层失去水分后，形成一层保护膜，可防止内部水分散

的含水量在 50% 以上，本次实验中，3 种胶饵之间失

水率的差异可能与因实验操作而导致的胶饵与空气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2.987，P=0.005），但总取

接触面积不同有关，也可能与胶饵本身的含水量、保

食时间和平均每次取食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湿性能有关。

后，较新鲜状态的取食次数和总取食时间减少，且差

性变化无统计学意义。点布 14 d 后，前期适口性较

（F=2.033，P=0.184；F=1.693，P=0.222）。 点 布 14 d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300，P=0.009；F=8.279，P=
0.016）。胶饵 W 的 3 项适口性评价指标在新鲜状态

和点布 7 d 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440，P=0.522；

在适口性实验中，在点布 7 d 内 3 种胶饵的适口

好的 2 种胶饵（P、W）适口性降低，而适口性一直最
差的胶饵 S 无明显变化。因此，胶饵在施用 7 d 内对
德国小蠊有较好的适口性，随后适口性逐步降低，这

F=0.399，P=0.542；F=0.076，P=0.788），但 在 14 d 后

与胶饵成分的氧化、变质等老化程度有关。

46.864，P<0.001；F=8.135，P=0.017）。胶饵 S 在 14 d

口性均为最优，而胶饵 P、W 和 S 的有效成分分别为

降 低 且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F=19.205，P=0.001；F=
后的取食次数和总取食时间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041，P=0.332；F=3.542，P=0.089）。
3

讨

论

胶饵以各类有机或无机胶为基质，除加入杀虫
剂或其他有效成分外，还加入了引诱剂、促食剂、防
腐剂、防霉剂和保湿剂等辅助成分，具有持效期长、

3 种胶饵之间相比，胶饵 P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适

吡虫啉、呋虫胺和呋虫胺。通常有效成分对胶饵的
适口性影响基本很小，故 3 种胶饵的适口性差异是
由于胶饵生产工艺和配方而导致的。

综合比较不同胶饵在不同老化时间德国小蠊的

取食行为和失水率，胶饵 P 失水率最高、适口性最

好，而胶饵 S 的失水率最低适口性反而最差。表明 3
种胶饵的失水率与其适口性之间无相关性。胶饵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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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与胶饵起始含水量、保湿性能有关，而适口性除
了与含水量有关外，还与胶饵中其他成分如引诱剂、
促食剂、防腐剂、防霉剂、保湿剂等的种类与配比密
切相关。总之，胶饵的适口性是胶饵中多种成分的
综合体现，不同胶饵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也决定了胶饵对德国小蠊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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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 Mex，2006，48（4）：317-324. DOI：10.1590/s0036363420060004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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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按蚊仅分布在云龙县，昆明按蚊分布在祥云、剑
川、宾川、鹤庆、洱源和巍山县及大理市。引起按蚊
种类分布差异的因素可能与近年来大理州各县（市）
广泛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水稻田面积缩小等有关。结
果提示，
大理州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疟疾媒介按蚊监测。
2018－2020 年，大理州 12 个县（市）近 3 年疟疾

输入病例报告发现，大理市输入疟疾病例 6 例（间日

疟 1 例、恶性疟 2 例、三日疟 1 例、卵形疟 2 例），祥云
县 1 例（恶性疟），南涧县 1 例（卵形疟），结合本次疟

疾媒介按蚊种类调查结果和国家消除疟疾后防止输
入再传播技术方案［5］，大理市属于间日疟再传播风
险地区，云龙县虽然存在多种疟疾媒介，但无输入性
疟疾病例，属于潜在多种疟疾再传播风险县，其他

10 个县仅有传播间日疟媒介按蚊，且无间日疟病例
输入，为潜在间日疟再传播风险县，建议相关部门继
续加强疟疾防控人员队伍建设，加强监测，防止疟疾
输入再传播。
大理州 12 个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消除疟疾后 2017

年媒介调查工作，特此志谢
利益冲突

［4］ Appel AG. Laboratory and field performance of consumer bait

products for German cockroach （Dictyoptera：Blattellidae）

control［J］. J Econ Entomol，1990，83（1）：135-159. DOI：
10.1093/jee/83.1.135a.

［5］ 李兴文，马涛，王蓬，等 . 德国小蠊和美洲大蠊取食喜好性的

实验室观察［J］. 医学动物防制，2013，29（4）：400-404. DOI：
10.7629/yxdwfz201304015.

Li XW，Ma T，Wang P，et al. Laboratory observation on feeding

preferences of Blattella germanica and Periplaneta americana

［J］. J Med Pest Control，2013，29（4）：400-404. DOI：1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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