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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蟑饵剂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肖汉森，何亚明，季恒青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控制所，重庆 400042
摘要：蜚蠊，俗称蟑螂，作为一种世界性卫生害虫，严重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由于其喜欢隐蔽阴暗生存环境的习性，
施放饵剂成为室内灭蟑螂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以往常规的化学杀虫剂长期大量使用会对人体和室内环境产生危
害，造成蟑螂抗药性的产生。因此，对安全、高效的灭蟑饵剂的开发显得尤为重要。该文综述了目前灭蟑饵剂的研
究及应用进展，以期为今后对蟑螂的防制新方法的探索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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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ckroach-killing b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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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ckroaches are of common hygiene pest worldwide that seriously threatens human health. Because they like
to hide in the dark environment, placing bai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kill cockroaches indoors. However, the
long-term use of conventional chemical insecticides is harmful to the human body and the indoor environment, and also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in cockroache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evelop safe
and effective cockroach-killing bai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ckroach-killing bait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exploration of new method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ckroach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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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蠊，俗称蟑螂（cockroach），属昆虫纲（Insecta）蜚蠊目

食品加工厂等无法直接使用喷洒杀虫。而灭蟑螂毒饵拥有

（Blattaria），其繁殖能力强，分布广泛，我国目前已知的蜚蠊

高效、经济的特点［5］，成为科学防制蟑螂的重要方法之一，近

种类约 250 种 ，栖息于室内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主要有

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拟对近年来灭蟑饵剂的研究

［1］

德 国 小 蠊（Blattella germanica）、美 洲 大 蠊（Periplaneta
americana）、黑胸大蠊（P. fuliginosa）、日本大蠊（P. japonica）、
澳洲大蠊（P. australasiae）和褐斑大蠊（P. brunnea）等。作为
一种世界性卫生害虫，蟑螂喜欢温暖、阴暗潮湿的环境，常见

进展和防制效果进行综述，为我国蟑螂防制提供理论依据。

1

常规化学成分的灭蟑饵剂
化学制剂毒饵作为目前最常规、应用最广泛的毒饵类

于餐饮店、农贸市场和居民厨房等场所［2］，不仅破坏人类生

型，其主要由化学杀虫剂有效成分与蟑螂诱食剂混合制成，

活环境，而且能携带多种肠道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等，传播

通过蟑螂取食，达到毒杀蟑螂的目的。化学毒饵发展经历了

人类疾病，同时蟑螂的分泌物及粪便带有过敏原及致癌物

复杂漫长的过程，早期的化学毒饵主要为片剂，仅作为喷洒

质，过敏原可能会引发人体皮疹、哮喘等疾病［3］，严重危害人

灭蟑的一种辅助方法，随着国内外毒饵制剂研究的不断发

类健康。目前，蟑螂的防制是卫生害虫防制的重点之一，由

展，目前主要的毒饵剂型有饵块、糊剂、颗粒剂和胶饵等，特

于蟑螂多在隐蔽缝隙活动的特性，喷雾剂、气雾剂、粉剂药剂

别是胶饵的出现，由于其胶体的固有特性，使其能够长期保

喷施直接喷杀或间接致死效率低［4］，大量的杀虫剂喷洒还污

持适口性和毒力，并且能施放于各种狭小光滑的墙角、缝

染人类居住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并且对于一些特殊场所如

隙［6］，在实验室药效实验和现场运用中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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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效果［7］，逐渐替代喷洒杀虫剂成为主要的室内灭蟑螂制

性物质，主要有生物碱类化合物如藜芦碱、烟碱、苦参碱、盐

剂。市面上比较常用的化学杀虫成分包括有机磷类（毒死

酸小檗碱等；黄酮类化合物，如鱼藤酮、香芹酮等；植物精油

蜱、乙酰甲胺磷）、有机氟类（氟虫腈、氟虫胺）、氯化烟酰类

类化合物，如苦楝素、印楝素、芳香族植物精油类和伞形科植

（吡虫啉）、恶二嗪类（茚虫威）和无机化合物如硼酸等。化学

物精油类等，在蟑螂防制方面具有良好的潜在应用前景［21］。

制剂具有作用迅速、经济实惠、杀虫谱广等特点，近年来国内

徐小玲［22］研究发现，川楝素和印楝素可抑制蟑螂生长发

外学者对于目前市场使用率较高的化学饵剂的灭蟑效果、灭

育以及具有降低其繁殖力的作用，对德国小蠊也有一定程度

蟑策略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王东等［8］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的胃毒作用。Oladipupo 等［23］研究了 4 种芳香族化合物（β-苏

0.05% 氟虫腈杀蟑胶饵毒杀德国小蠊后，毒性会残留在虫尸

体内，从而产生继发毒性，对德国小蠊成虫前 4 次继发毒杀
效率达到 100%。吕鸿雁等［9］报道新鲜吡虫啉杀蟑毒饵对德
国小蠊杀灭效果良好，但自然条件暴露 30 d 后杀虫性能下降

明显，提高胶饵的保水性、防霉性能有助于提高灭蟑螂效果。
在现场效果试验方面，Durier 和 Rivault

［10］

认为氟虫腈饵剂毒

杀德国小蠊时应根据现场德国小蠊的密度选择不同的胶饵
剂量，德国小蠊高密度地区建议使用更碎片化的胶饵施放策
略，而低密度地区则应减少施放滴数，增加每滴的施放剂量。
刘曜等［11］报道化学蟑螂饵剂对德国小蠊的杀灭效果要注意
施用现场的食物会对饵剂产生干扰。也有研究显示不同成
［12-13］

分化学杀虫剂对不同种群蟑螂的杀虫活性有明显差异

。

同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化学杀虫剂的耐药性便受到了

木精、香芹酚、丁子香酚和托酚酮）植物精油分别对敏感品系

和 2 种多重高抗种群德国小蠊具有同样的杀灭效果。
Rahayu 等［24］报道了木瓜叶的乙醇提取物可配制成有效的天
然杀虫剂，对于普通杀虫剂高抗性的德国小蠊种群也同样适

用 ，这 对 城 市 德 国 小 蠊 危 害 的 可 持 续 控 制 意 义 重 大 。
Sharififard 等［25］在 5 种芳香植物精油（桉树油、薄荷油、欧草、
牛 至 精 油 和 迷 迭 香 油 ）对 3～4 龄 棕 带 蜚 蠊（Supella
longipalpa）若虫的杀灭效果评估中发现迷迭香油提取物在浓

度范围为 2.5％～30.0％时，24 h 蟑螂杀灭率为 100%，而牛至
精油还具有很高的驱避活性。蒋敏丽等［26］综述了各类植物

源物质的良好杀蟑、驱蟑效果，总结出“驱-诱-杀”蟑螂的防制
理念，对于一些敏感场所如婴儿房、住院病房等，可以使用对
人体无害的植物驱避剂防止蟑螂进入，对普通场所，使用植

全世界的关注，长期过度依赖使用化学杀虫剂可能会使蟑螂

物源杀蟑剂可降低害虫的抗药性，提高杀虫剂效果，减缓抗

产 生 抗 药 性 ，对 饵 剂 适 口 性 下 降 和 产 生 环 境 污 染 等

药性的产生进程。目前登记运用在农业虫害防制方面的植

现象［14-16］。

物源杀虫剂有苦皮藤素、菊酯、阴香油、广桂油、鱼藤酮、丁香

国内外学者关于蟑螂对化学制剂抗药性水平以及抗药

酚、印楝素等水乳、悬浮剂，这类杀蟑饵剂产品还大多处于实

性机制进行了广泛研究，邓泽静等［17］报道温州市现场采集德

验研究阶段。

国小蠊种群对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氯菊酯、敌敌畏和残

2.2

杀威 5 种杀虫剂都具有一定抗药性，抗性倍数分别为 32.27、
8.77、10.17、5.25 和 4.23 倍。Ang 等［18］研究团队通过氟虫腈和

狄氏剂 2 种杀虫剂对当地 6 个种群的德国小蠊进行筛选，发
现有 3 个种群在第 5 代时可筛选出高抗性种群，并通过分子

昆虫生长调节剂（ insect growth regulators，IGRs） 目前

IGRs 的种类主要包括保幼激素类似物、几丁质合成抑制剂
和蜕皮激素类似物 3 类。保幼激素类似物通过阻碍、终止若
虫的发育等过程影响害虫的繁殖，导致害虫的消灭；几丁质

合成抑制剂主要作用机制是抑制昆虫几丁质合成酶的活性，

生物学基因测序，提示 A302S Rdl 基因突变可能是促成氟虫

昆虫的蜕皮、化蛹等过程被抑制，最终使昆虫死亡；蜕皮激素

腈和狄氏剂抗性的主要机制。Wang 等［19］将对氟虫腈、吡虫

类似物通过降低昆虫幼虫血淋巴中蜕皮激素的浓度，使得幼

啉高抗性的德国小蠊种群与敏感品系德国小蠊杂交后，发现

虫无法完成蜕皮过程，导致虫体脱水，表皮皱缩和死亡［27］。

无论雄性还是雌性高抗性德国小蠊的抗性基因都能在杂交

IGRs 能特异性地对蚊、蝇、蟑螂、白蚁等卫生害虫进行杀灭，

过后稳定遗传。Fardisi 等［20］在对比单一成分化学饵剂、混合
成分饵剂、多种饵剂轮番交替投用时，针对这 3 种不同灭蟑
饵剂的效果进行对比实验，发现饵剂轮番交替施用效果最

好，使用混合成分饵剂后德国小蠊在 3 代之后可能会产生多

而对人、畜、禽、鸟、鱼类、益虫等无害，且对环境安全，随着对
IGRs 作用机制的更深入了解，其在卫生害虫防制应用中还
会有更大的前景［28］。

IGRs 被誉为第三代杀虫剂，在我国农业害虫防制领域

重抗性和交叉抗性演变。蟑螂抗药性稳定遗传的特性以及

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如除虫脲、灭幼脲、氟虫脲和米满等悬浮

多重抗性和交叉抗性的演变，是今后人们面临的更大挑战，

剂，21 世纪以来开始应用于蟑螂等卫生虫害的防制研究。国

我们在使用化学饵剂进行家居灭蟑时，首先做好本地的优势
种群及抗药性评估十分重要，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选用
对其高效的药剂，并且注重不同药物成分的胶饵交替使用，
才可达到理想的防制效果。

2
2.1

新型蟑螂胶饵及其研究现状
植物源性制剂

自然界对害虫有杀灭和驱避作用的天

外已登记的 IGRs 类蟑螂防制药物主要有烯虫乙酯、苯醚威、
幼脲、盖虫散、卡死克、杀虫隆和抑太保等。于长明和刘泉［29］
综述了 IGRs 对德国小蠊若虫有良好的绝育和杀灭作用，对
德国小蠊药物的绝育作用还会通过交配机械传播，同时对多
重抗性种群同样适用。
2.3

微生物源性制剂

某些微生物能够通过表皮接触、消

化道、呼吸道进入宿主体内，寄生在蟑螂等有害昆虫体上，通

然植物源性物质种类繁多，植物源性制剂相较于普通化学制

过吸收寄主血淋巴中的养分，分解寄主细胞、组织，或合成具

剂具有更安全、副作用小等特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得到

有杀虫效应的蛋白、产生有毒代谢产物而杀死寄主［30］，除了

了迅速发展。目前从植物组织中提取的植物源农药生物活

化学合成杀虫剂和植物源性杀虫剂，微生物源性杀虫剂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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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蟑螂的生物防制剂主要包括病原

引诱剂对德国小蠊具有更好的应用效果，而麦芽糖发酵物能

真菌类，
如白僵菌属（Beauveria bassiana）、
绿僵菌属（Metarhizium

为真菌提供所需的营养成分，提示其与真菌生物制剂混合，

anisopliae）、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等；病毒

可能对提升胶饵的引诱效果和杀灭效果有促进作用。田厚

类，如黑胸大蠊浓核病毒等，目前国内已经有微生物类制剂

军等［40］以蟑螂粪便和体表提取的聚集信息素诱剂、植物精油

饵剂的登记应用。

类提取剂和食物诱剂为配方进行优化配制，发现对德国小蠊

Zhang 等

从山东省某地土壤中霉变的中华地表虫尸体

和美洲大蠊具有良好的诱杀效果。卢金凤［41］概述了利用物

内提取分离了 1 株绿僵菌，经毒力评估实验发现，较之前报

理或化学方法将杀蟑药剂原料贮存于一定的材料中，使其形

道的其他绿僵菌株对德国小蠊雌雄成虫、若虫的胃毒力和触

成微囊、包合物、匀一体等形式，然后再与适宜的辅料制成缓

杀毒力均更强，可以作为生物制剂饵剂的潜在原材料。刘文

释杀蟑剂能延长药物有效浓度持续的时间，减少用药量、降

［31］

报道了从苏云金芽孢杆菌中提取、扩增的 Vip3Aa 基因，

［32］

彬

低毒性，实现以尽可能小的剂量达到尽可能大的药效的目

构建 Vip3Aa 蛋白发现对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具有杀虫活

的。蟑螂喜爱阴暗缝隙的习性也可以加以利用，设计黑色避

性，将此基因导入绿僵菌后，对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的杀虫

光带孔隙的毒饵盒、毒饵站，盒内放入环保的生物源饵剂，能

活性分别增强了 3.75 和 4.13 倍。Hubner-Campos 等

在利用

更大程度地引诱蟑螂从孔隙钻入毒饵盒中，盒本身也可以更

几种昆虫病原菌感染美洲大蠊成虫、若虫和卵鞘实验后发

好地保存病原菌和需要一定存放条件的饵剂并且不影响居

现，白僵菌属和绿僵菌属不仅能起到杀灭蟑螂的作用，而且

家环境。

还能明显观察到美洲大蠊成虫、若虫和卵鞘上面真菌菌丝的

4

［33］

大量生长，提示真菌体不仅可以杀灭直接接触到的蟑螂，还
可以通过蟑螂喜欢聚集和取食同类尸体的特性在种群间水
［34］

平传播，增加灭蟑效果。辛正等

对白僵菌在蟑螂防制的研

究综述中报道，白僵菌饵剂在实验室条件下分别于 6 和 1 h
导致德国小蠊和美洲大蠊 100% 死亡，现场应用 90 d 后能使
实验场所蟑螂密度降低 90%。由于寄生病原微生物能专一

结

语

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干净、健康
的居家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国家最新的关于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中，强调了要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卫
生城镇创建和健康城镇建设、强化病媒生物防制等内容，对
于营造健康安全环境，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切断传染病

地感染害虫而不影响其他动植物，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开

传播途径，有效防控媒介生物传染病等方面做了明确要求，

发生物源性杀虫胶饵对于蟑螂的抗性治理和人居环境的保

所以，对蟑螂等典型的居家卫生害虫的防控以及对杀虫剂的

护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使用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国内外对于蟑螂防制问题研

3

究的深入，新型的蟑螂饵剂的研制不仅要满足对蟑螂的高效

新型蟑螂饵剂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杀灭率、人体健康安全、对居家环境无污染以及实用性等要

目前市面上登记的新型植物源、微生物源性蟑螂防制产

求外，还要充分考虑饵剂的生产成本、以及产品效果的评测

品并不多，植物源性杀虫剂成本偏高，还需要对其具体的有

方法和相关管理法规的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对蟑螂的

效成分、作用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在降低成本

防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由于蟑螂生命力、繁殖能力

的同时，合理利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IGRs 在杀灭害

都很强的习性，采用单一的药剂灭蟑往往只能短时间的达到

速地控制蟑螂密度的目的，还需要与常规杀虫剂协同使用；

评估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蟑螂饵剂，更重要的是将化学防

病原菌等生物灭蟑制剂成本适中，效果良好，但生物侵染力

治与物理防治、环境整治等相结合，消除其孳生环境，综合治

［35］

虫中作用时间通常需要几周，甚至更长时间

，要想达到快

效果，应该根据蟑螂种类、密度情况以及抗药性情况的监测、

还可能会受到菌种传代数、剂型、感染方式、温湿度等生境因

理，才能真正达到最好的蟑螂防制效果。

素的影响［36］。Zhang 等［37］报道了给德国小蠊喂食绿僵菌病原

利益冲突

菌之后发现德国小蠊的大肠菌群抗病原菌活性，提示蟑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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