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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无四害村”建设经验及标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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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介绍浙江省“无四害村”建设经验，探讨“无四害村”建设标准和相关评价指标。方法

在“无蚊村”和

“无蝇村”建设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试点村建设经验和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探讨“无四害村”建设标准，并在具体创
建活动中，不断进行优化。结果 “无四害村”的创建需从村庄整体条件、组织管理、健康教育、
“四害”综合防制、日
常管理和密度控制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蚊、蝇密度控制水平分别参照“无蚊村”和“无蝇村”相关密度控制指标。
鼠密度控制水平为：捕获率≤1.0%，室内鼠迹阳性率≤1.0%，外环境路径指数≤1.0。蟑螂（又名蜚蠊）密度控制水平
为：蟑螂粘捕率≤1.0%，目测法蟑螂成若虫侵害率≤1.0%，蟑螂卵鞘查获率≤1.0%，蟑迹查获率≤3.0%。结论

该建设

标准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为“无四害村”创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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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four pests-free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and assessment indices of the "four pests-free villages". Method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of "mosquito-free villages" and "fly-free villag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pilot villages and relevant national and local standards,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of "four pests-free
villages" was discussed and constantly optimized in specific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Results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pests-free villages" needed to be assessed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village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health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four pests", daily management, and density
control level. The density control levels of mosquitoes and flies were based on the relevant density control indices of
"mosquito-free villages" and "fly-free villages", respectively. The density control levels of rodents were as follows:
capture rate ≤1.0%, positive rate of indoor rat traces ≤1.0%, and outdoor path index ≤1.0. The density control levels of
cockroaches were as follows: sticky trapping rate of cockroaches ≤1.0%, infestation rate of adult and nymph cockroaches
by visual observation ≤1.0%, cockroach oocyst detection rate ≤1.0%, and cockroach trace detection rate ≤3.0%.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is feasible to some degree in practice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pests-free villages".
Key words: Four pests-free village; Standard; Assessment index; Sustainable control

蚊、蝇、鼠、蟑螂（又名蜚蠊），俗称为“四害”，可

通过骚扰人群、传播疾病而影响人类健康［1-2］。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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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济、有效的手段，在农村地区进行“四害”的可
持续控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为探索农村

病媒生物的可持续控制技术，2016 年浙江省率先开
［3］

始进行“无蚊村”试点创建工作 ，并取得了巨大成
功。在其基础上，2019 年进行“无蝇村”试点创建工
［4］

作 。随后，一大批“无蚊村”及“无蝇村”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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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四害”防制水平 “四害”密度长期控制在
不足为害的水平，不骚扰人类生活，不发生“四害”相
关传染病。
2.1.2

组织管理

按照自愿、自建、自管的原则，村

庄（自然村或行政村）需有主动建设“无四害村”的需
求，且在建设的过程中，由村两委自行发动、组织村

“无蚊村”及“无蝇村”的成功试点，为农村“四害”的

民进行“四害”的防制及管理。建设过程中需建立村

可持续控制技术提供了很好的思路。2020 年，浙江

级“四害”防制工作组织，制订“无四害村”建设、监

省开始推行“无四害村”试点创建工作。由“无蚊村”

测、防制和巡查方案，落实日常监测和防制工作计

到“无蝇村”，最后到“无四害村”的试点创建，是浙江

划，村规民约中有“四害”防制义务责任内容，资料完

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的结果。现

整，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将试点村的创建经验进行总结，对“无四害村”的创

健康教育

营造良好的“无四害村”建设氛

围，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村入口及主要位置有

建标准进行探讨。
1

2.1.3

“无四害村”建设的醒目标识，村内人群聚集场所有

材料与方法

1.1 “无四害村”定义 “无四害村”是指目标村庄

相关健康警示标语和健康知识宣传展板，每年通过
开展健康讲座、宣传咨询活动、播放科普视频、编发

在政府的领导下，在专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下，村支部

手机短信、微信等形式，对村民进行“四害”防制知识

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村两委）发动全体村民参

及相关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提高当地村民对“四

与，通过健康教育，提高村民防“四害”、灭“四害”的

害”及相关传染病防制知识知晓率和防病技能，提高

健康素养，根据“四害”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应用

“无四害村”建设意愿。
评价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内

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建立长效机制，将“四
害”密度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水平。
1.2

试点村概况

2020 年，湖州市德清县沈家墩

村、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以及嘉善县姚庄镇
渔民村被选取作为浙江省“无四害村”试点村庄。其
中，洪溪村和渔民村已通过“无蚊村”和“无蝇村”的
考核评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无四害村”的创

建工作。这 3 个试点村在村两委的带领下，进行广

泛的宣传教育，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行“四害”
综合防制。村容村貌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 四害”密
度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1.3 “无四害村”建设标准制定方法

以“无蚊村”

和“无蝇村”建设标准为基础，结合浙江省 3 个“无四

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四害”基本知识、
传播相关传染病及防制知识、主要孳生地类型及处
理措施、
“四害”的主要防制方法、
“无四害村”建设意

愿、满意度等。村民抽样人数 50 人，每户 1 人，可按
照实际情况适当增减。要求村民“四害”防制知识知

晓率≥90.0%，村民“四害”防制行为形成率≥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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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

综合防制
环境孳生地治理

整个村庄及周边区域，

彻底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工作，清理室内外杂物，清除
外环境散在孳生地。整治绿化带，处理禽、畜粪、腐

害村”试点村建设工作经验及相关国家标准，采取现

败动植物及垃圾，清理整治杂草丛生、堆积杂物的院

场调查与专家会商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农村地

落，长期堆放垃圾或废品的围墙周边以及有食物的

区“无四害村”建设标准。

杂物间，不留卫生死角。发现鼠迹应及时清除，断绝

2

结

鼠类获取食物的途径，并贮存好食物。堵洞抹缝，注

果

2.1 “无四害村”建设标准
2.1.1

2.1.1.1

村庄整体条件

意建筑物裂缝、管线通道的堵塞。清理碗柜、杂物
柜、书柜等，及时清除蟑螂粪便、残骸，减少对蟑螂的
吸引。物品搬入室内之前要彻底检查，预防蟑螂及

村容整洁，生态文明，环境优

其卵鞘侵入。对于地面容器，如酒瓶、酒坛、瓦缸、石

美，房前屋后生产生活用品有序堆放。彻底做好环

臼、石槽、陶罐等，应放置于室内或者加盖密封，暂时

境卫生清理工作，不留卫生死角，孳生地得到有效

闲置未用的容器翻转倒放，水生植物容器、盆景托盘

治理。

每周换水或清除积水，砍伐竹子应即砍即除根，对于

2.1.1.2

村容村貌

村民参与态度

村民“四害”防制知识知晓

率高，
“无四害村”建设参与态度积极、支持率高。

遗留的竹筒应“米”字形劈开或沙料填平，用沙料填
充堵塞树洞，在大型叶腋处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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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外环境可以应用诱蚊灯等

器械控制成蚊，使用灭蝇灯、电动捕蝇器、捕蝇笼等

GB/T 27770－2011《病 媒 生 物 密 度 控 制 水 平
类》 ，并结合实际监测工作制定。

灭蝇器械灭蝇。完善防鼠设施，所有的管道和电缆

粘鼠板法/夹（笼）夜法：捕获率≤1.0%。

通过墙壁的地方都要用水泥抹平缝隙，对不能堵塞

鼠迹法：室内鼠迹阳性率≤1.0%。

的孔洞要用铁丝网或用清洁钢丝球封堵。重点场所

路径指数法：外环境路径指数≤1.0。

安装篦子、地漏、防鼠门、挡鼠板、防鼠网等，通过捕
鼠夹、捕鼠笼、粘鼠板等器械灭鼠。采用粘蟑纸、粘
蟑盒、诱杀、烫杀等方式进行蟑螂防制。
2.1.4.3

生物防治

在大中型水体或暂时性大中型

鼠

［12］

2.1.6.4

蟑螂密度控制指标

蟑螂密度调查依据

GB/T 23795－2009《病 媒 生 物 密 度 监 测 方 法

蜚

［13］
蠊》
及 GB/T 27773－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

平

［14］
蜚蠊》
，并结合实际监测工作制定。

水体（如喷泉等）放养鱼类。通过天敌，如猫等进行

粘捕法：蟑螂粘捕率≤1.0%。

生物灭鼠。通过细菌性或病毒性杀虫剂进行蚊或蟑

目测法：蟑螂成若虫侵害率≤1.0%，平均每阳性

螂的防制。
2.1.4.4

间（处）成若虫数小蠊≤5.0 只，大蠊≤2.0 只；蟑螂卵鞘

化学防治 “无四害村”原则上不使用化学

防治措施，只有在孳生地特别难以清理等特殊情况
下，才可临时短期采用化学防治方法降低“四害”
密度。
2.1.5

查获率≤1.0%，平均每阳性间（处）卵鞘数≤2.0 只；蟑
迹查获率≤3.0%。
2.2

综合评价

当“无四害村”长效管理机制建立

后，村庄整体环境得到有效提升，孳生地得到有效治
日常管理和密度监测

村级“四害”防制工作

理，村民“四害”防制知识和行为、村民参与态度、支

组织负责本地“无四害村”日常管理和密度监测工

持率、满意度得到有效提高，
“四害”密度得到有效控

作。需定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灭冬蚊、早春

制，自我评价合格，可向相关部门申请验收。

蚊、夏秋高峰蚊蝇控制、春秋季灭鼠等行动，结合垃
圾分类、志愿者活动等，对村民进行“四害”防制知识

3

讨

论

的宣传及孳生地清理整治工作。应在“四害”活跃时

近几年，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一直

期进行密度监测，有监测记录，并能根据媒介生物密

将改善人居环境放在首要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度监测结果及时进行密度控制。

及整体卫生条件的改善，为我们的建设工作提供了

2.1.6

2.1.6.1

密度控制指标
蚊密度控制指标 “无四害村”蚊密度控制
［5-6］

主要参照“无蚊村”蚊密度控制指标

。调查依据

GB/T 23797－2020《病 媒 生 物 密 度 监 测 方 法

蚊

虫》 及 GB/T 27771－2011《病 媒 生 物 密 度 控 制 水
［7］

平

［8］

很好的基础。从 2016 年首个“无蚊村”试点至今［3］，
浙江省有建成或在建“无蚊村”100 多个，
“ 无蝇村”
30 多个。
“ 无蚊村”及“无蝇村”的创建，极大地提升

了当地村庄的整体卫生条件，也提升了当地居民对
蚊、蝇防制知识的知晓率和防病技能，对登革热等传

蚊虫》 。

染病的预防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试点村的

幼虫吸管法：百户指数≤3.0。

建设由“无蚊”到“无蝇”，最终到“无四害”，是全面落

路径法：路径指数≤0.5。

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要

幼虫勺捕法：采样勺指数≤1.0%，平均每阳性勺

求，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向农村深入，着力提升农村居

<3 只幼蚊或蛹。

民获得感幸福感，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在新

人诱停落法：停落指数≤0.5。

2.1.6.2

蝇密度控制指标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大背景下，
“ 无四害村”的创

蝇密度控制主要依据

“ 无 蝇 村 ”蝇 密 度 控 制 指 标 。 调 查 依 据 GB/T
［4］

23796－2009《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9］

蝇类》 及

GB/T 27772－2011《 病 媒 生 物 密 度 控 制 水 平
［10］
蝇类》
。

建把爱国卫生运动与传染病防控结合起来，开创新
时期防病新模式，是对创新爱国卫生内涵和手段方
式的探索，进一步夯实了农村病媒生物防控基础。
“无四害村”并不是指一个“四害”都没有，而是
通过可持续的控制手段，将“四害”密度控制到极低

笼诱法：成蝇密度≤0.5 只/笼。

的水平，不传播相关传染病，不影响人们生活。
“无四

成蝇目测法：室内成蝇侵害率≤3.0%，室内蝇密

害村”建设主要以改善村庄卫生条件及防病为目的，

度≤3.0 只/间。

其密度控制指标的制定和执行也参照国家或地方标

路径指数法：路径指数≤0.5。

2.1.6.3

鼠密度控制指标

鼠密度调查依据 GB/T

23798－2009《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11］

鼠类》 及

准。由于“无蚊村”和“无蝇村”的成功创建，蚊、蝇的
评价指标已比较成熟。而鼠和蟑螂密度评价指标的
制定，仍旧采取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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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鼠密度评价主观指标主要为鼠迹法和路径指数

"mosquito-free village" in Pujiang county，Zhejiang，China［J］.

观指标为粘鼠板法/夹（笼）夜法，主要参照鼠传疾病

10.11853/j.issn.1003.8280.2018.03.016.

法，主要参考鼠密度控制水平中的 A 级标准［12］，而客
鼠密度控制标准，有研究认为鼠密度控制在 1.0% 左
右，可有效控制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发病风险［15］。目

测法蟑螂密度控制指标主要参照蟑螂密度控制水平
中的 A 级标准

［14］

，客观指标为粘捕法，目前该方法尚

无相应国家标准，主要参照浙江省各监测点居民区
蟑螂密度监测结果及“无四害村”试点建设情况综合
制定。总体来说，鼠及蟑螂密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
能满足“无四害村”评价要求，但随着建设工作的不
断推进，可能需要不断对指标进行修订。

3 个试点村创建过程中发现，由于农村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及垃圾分类等措施的实施，为农村蚊、蝇

孳生地的清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结合一定的物理
防治及生物防治措施，完全可以在不使用化学药物
［4,6］

的情况下，将蚊、蝇密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而

由于农田、山林等外环境的存在，鼠密度的控制将是
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有研究认为，传统毒饵灭鼠
法与环境治理措施相结合是一种治标又治本的科学
有效的灭鼠方法，两者结合可长期控制不同环境的
鼠害［16］。蟑螂的防制，也需要以环境防治为主，物理
防治、生物防治相结合，并适当采取一定的化学防治
措施，最终有效控制蟑螂密度［17］。
除了“四害”密度的评价之外，从可持续控制的
角度出发，把村庄的整体环境、孳生地处理、组织管
理、村民健康教育、综合防制、日常管理和密度监测
等都纳入“无四害村”评价指标体系中。突击杀虫灭
鼠虽能将“四害”密度在短期内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但其不具有可持续性，只有发动广大村民，充分提高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结合日常的组织管理和病媒生
物密度监测工作，才能将“四害”密度持续控制在不
足为害的水平。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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