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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类是重要的医学昆虫，除骚扰人类外，主要通

蝇类（主要为有瓣蝇类）纳入重要的研究范畴。以此

过成虫机械携带传播或生物性传播病原体而引起传

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进程，并成为昆虫领域研

染病的流行，有的蝇类幼虫还可直接寄生于人体皮
肤、体内引起蝇蛆症 。蝇类防制需了解当地蝇种、
［1］

开展蝇类监测，
采用物理与器械防治、
生物防治方法
控制蝇类，开展蝇类抗药性监测，
合理应用化学防治
控制蝇类。
1

究较为深入的类群。中国该类群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以前仅少数外国学者做过零星调查。如 Wiedmann

（1830）、Stein（1907，1915）［9-11］、Malloch（1914）［12］、
Ôuchi（1938）［13］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全民“除四

害”运动中，蝇类被列为“四害”之一，蝇类的防制需
技术力量的支撑，故蝇类分类研究受到空前的重

蝇种鉴定研究进展

视。于是举全国之力的研究形势由此形成，并取得

蝇种鉴定属于昆虫分类学范畴，而与人类关系
最为密切的、在传播疾病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的蝇类

丰硕成果。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以

中央爱卫会倡导的“各生态地理区蝇类调查”
项目的

主要为有瓣蝇类（Calyptratae）。有瓣蝇类隶属于双

实施和《中国动物志》的编撰为我国蝇类研究的又一

翅 目（Diptera）中 的 环 裂 亚 目（Cyclorrhapha）。 是

个高峰。上述研究态势及阵容在昆虫分类研究史

该亚目中较为进化的一个类群。迄今已知 2 万余
种

，传统上分为 16 个科。该类昆虫是与人类接

［1-8］

触最为密切的类群。按人类的视角将其分为病媒昆
虫、蛆症病原、农林害虫、天敌昆虫、传粉昆虫、法医
昆虫、
资源昆虫、
实验昆虫等。随着世界范围内新的
虫媒传染病频现及日趋严重、刑事案件侦破、环境科

上亦为罕见。中国蝇类分类研究起步虽晚，但成
果丰硕，进展惊人。迄今我国已知有瓣蝇类 3900

余种［14-22］，约占世界已知种数的 17%以上。一些重
要类群如蝇科、厕蝇科分别占到世界总数的 26%～
40%。

回顾中国蝇类分类研究历程，其研究理念已从

学发展、
设施农业兴起等，
与上述领域相关的蝇类研

此前的突击性研究，
逐渐回归于理性研究。近年来，

究正备受关注。鉴于此，对该类昆虫进行分类研究

以沈阳师范大学为代表的我国有瓣蝇类分类研究团

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经济意义。

队，在专业研究中突破传统的以物种鉴定为主的研

科学上对该类昆虫的研究始于 18 世纪中叶。

在 19 世纪末，蝇类传播肠道疾病得以明确。此后，
20 世纪初由于肠道传染病的流行，欧美国家相继将

究模式。采用宏观、
常观、微观相结合的立体研究模
式，标与本相结合的研究理念，
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中国，辐射世界的研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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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取得了突出成绩。从 2002 年以来共主持国家自

消长曲线呈现 6 月和 9 月双高峰［33］。但是从中国

蝇 类 分 类 研 究 项 目 数 的 80% ，发 表 SCI 收 录 论 文

用腐鱼类诱饵进行监测，使得监测结果不具可比

然科学基金项目 8 项，占该基金所资助的我国有瓣
80 余篇，散见于 15 个国家的数十种国际性学术刊
物

，占我国该项研究 SCI 收录的 90%以上。其中

［23-32］

在厕蝇科分类研究中，所发表的 SCI 论文收录量世

界排名第一，将我国厕蝇科种数推进到世界排名第
一。特别是以 2012 年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CDC 汇总的年度监测数据来看，还是有一些地方采

性。各地爱卫部门在创建灭蝇先进城市和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时，采用目测法检查蝇类孳生率和室内成
蝇侵害率。有害生物防制机构在为客户提供灭蝇服
务时，常采用粘蝇纸、粘蝇带、灭蝇灯捕杀蝇类，并以
捕杀的蝇数作为监测数据用以评估灭蝇效果。格栅

目“欧亚地区厕蝇科分类修订及生物地理研究”
及系

法主要用于蝇类高密度情况下用目测法难以计数时，

列的世界性分类研究成果的发表，使我国该类群分

以方格便于调查者计数成蝇数量来测定蝇密度［32］。

类研究跨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反思蝇类分类研究

监测工作要求方法统一、结果可比。目前采用

历程，
中国特色的有瓣蝇类分类研究，
使我国该类群

的糖醋饵解决了可比性问题，但是存在引诱力弱，蝇

在短时间内无论从物种数、论文数、新分类阶元数等

种构成不尽合理的问题。应当寻找一种引诱力介于

方面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上述研究历程所致的

糖醋和腐鱼之间，蝇种构成比较合理的引诱剂应用

研究人员庞杂、
水平掺杂、发表书刊繁多致把关环节

于蝇种与密度监测。病媒生物控制水平国家标准

失当，
以及标本保存流散，
致使一些模式标本保存出

中，有室内成蝇侵害率与密度、
蝇类孳生率和防蝇设

现人息物灭的现象等 。

施合格率指标，无笼诱法、粘捕法监测的控制指标。

［33］

鉴于我国蝇种鉴定研究现状，应继续进行以外
形特征为主的蝇类分类研究；在形态分类基础上，进
一步开展比较形态学、支序系统学、生物地理学、分
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综合性蝇种鉴定研究；进行蝇类

作为一种监测方法，
使用者在应用过程中，
应有一个
数值确定其所处水平，以利于指导灭蝇工作的开展。
3

蝇类引诱技术

的系统修订；
制定模式标本保存制度；
稳定专业研究

蝇类引诱技术是进行蝇密度监测和蝇类控制的

队伍；
定期举办全国或地区性的蝇类分类培训班，以

重要方法和手段，比如笼诱法蝇密度监测就需要依

培养相关专业人员，
提高研究水平与层次。

靠适宜的引诱剂，而灭蝇毒饵引诱剂在其中起重要

2

蝇类种类与密度监测
蝇类种类与密度监测主要采用笼诱法、
粘捕法、

目测法和格栅法，
在进行蝇种本底调查时，
还采用网

作用［34］。蝇类在觅食、求偶和寻找栖息与产卵场所
的过程中，除视觉信息发挥作用外，
环境中的化学信
息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明确在蝇类觅

捕法［30-31］。各地疾病控制机构、检验检疫机构定期

食、求偶和寻找栖息与产卵场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化学信息物质，许多蝇类防治研究工作者开展了大

开展的蝇类密度监测主要采用笼诱法。疾病控制机

量的研究工作。1930 年，前苏联的科学家就已利用

构目前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布的

《病 媒 生 物 监 测 方 案》进 行 监 测 ，采 用 50 g 红 糖、

麦 麸 和 10% ～20% 碳 酸 铵 溶 液 来 引 诱 雌 蝇 产 卵 。
1952 年，Dethier 等发现 10%麦芽浸膏水溶液对家蝇

50 ml 食醋和 50 ml 水作为诱饵。以该诱饵进行蝇类

（Musca domestica）具有较强的引诱作用，腐败的酪

得，
便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监测方法，
使得结果具有

醇、醛、酮、酸、苯酚、醋、卤化物、醚、硫醇、糖、胺、含

密度监测，捕获的蝇类数量不多，
但是因为该诱饵可
可比性。若以此监测方法长期开展监测，也可以获
得当地蝇密度的季节消长结果，也可作为评价蝇类
控制效果的方法来评价当地蝇类的控制状况；而且
也可获得当地常见蝇种的密度与季节变化数据。姬
淑 红 等 在 上 海 市 杨 浦 区 用 该 监 测 方 法 从 2010 －

2013 年每年的 3－11 月开展蝇密度监测，共捕获蝇
类 5 科 25 属 39 种 1588 只 ，优 势 种 为 厩 腐 蝇

蛋白对麻蝇具有引诱作用。1961 年 Brown 等对包括

氮杂环以及麦芽浸膏和糖蜜等 75 种化合物材料进
行了实验，最后发现引诱作用较好的是由 5%麦芽浸

膏、0.5%乙醇、0.02% 3-甲基吲哚及 1%乙缩醛合组

成的水溶液［35-36］。林立辉和徐启丰［37］的研究结果则

表明，10%红糖、5%淀粉、0.02% 3-甲基吲哚、0.5%
乙醇和 1%酵母浸出汁组成的混合物对家蝇具有较

好的引诱性。为了获得对蝇类具有良好引诱性的诱

（Muscina stabulans）、丝光绿蝇（Lucilia sericata）、巨

饵材料，
近几十年来，国内众多研究者先后研究了红

尾 阿 丽 蝇 （Aldrichina grahami） 、横 带 花 蝇

糖、蜂蜜、甜蜜酱、糖醋混合物、牛奶、奶粉、鱼粉、腐

（Anothomyia illocata） 、大 头 金 蝇 （Chrysomya

鱼肚肠、
腐鱼浆、
鱼油、鸡蛋浆、腐败鸡蛋、动物血、瘦

megacephala）、狭额腐蝇（Anothomyia illocata）；季节

肉、肉松、酵母、谷物、馊饭、淀粉、麦麸、豆渣、臭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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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水果及其水提取物等材料对蝇类的引诱效果。
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蔗糖、氨、碳酸氢铵、氯化
铵、硫酸铵、三甲胺、乙酸乙酯、乙硫醇、吲哚、3-甲
基吲哚、顺-9-二十三碳烯、顺-9，10-环氧二十三碳

目前，蝇类防制工作中，
难度最大的还是家蝇种
群的控制，特别是农贸市场、
超市、酒店、食品加工场
所、五小门店这些家蝇密度不是特别高的场所以及
养殖场、垃圾站和垃圾填埋场这些家蝇密度极高的

烯、顺-14-二十三碳烯-10-酮、蔗香酮、呋喃酮、乙

场所。要做好这些场所的蝇类防制工作，需要在以

基呋喃酮、亚油酸、乳酸、正庚酸、丙烯酸甲酯、二甲

下几方面开展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基二硫和二甲基二硫醚等化合物是上述材料中对蝇
类具有引诱作用的化学成分

（1）蝇类的基础生物学研究：
蝇类的生存涉及食

。不过，这些化学

物、配偶、
栖息和产卵场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

成分对蝇类引诱效果的好坏与其浓度高低密切相

虽然对蝇类的觅食习性、求偶行为、
栖息和产卵场所

关。莫晓畅

需求等做过一些研究，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蝇类是如

［38-48］

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家蝇具有引诱性

［49］

的化合物浓度乳酸为 0.1～1.0 mg/kg，
正庚酸为 0.1～

1.0 mg/kg，
丙烯酸甲酯为 1000.0 mg/kg，3-甲基吲哚
为 1.0～10.0 mg/kg，二 甲 基 二 硫 醚 为 10.0～

100.0 mg/kg。水溶液中异戊醛的浓度为 0.000 103%
时，
对家蝇具有较大的引诱作用；
浓度在0.000 172%～

0.000 241%之间时，对一些家蝇开始具有驱避作用；
当浓度＞0.000 517%时，对家蝇则具有很强的驱避
作用。另外，家蝇性信息素顺-9-二十三碳烯的浓
度则需在 0.06%以上才有引诱作用

。

何找到食物的、求偶过程中配偶的定位涉及到了哪
些信息化合物、蝇类利用哪些环境信息来确定其栖
息和产卵场所等科学问题都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回
答。在今后的工作中，
有必要投入资金和人力对这些
基础的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为蝇类诱杀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必需的技术支撑。
（2）多光谱诱蝇灯管的研制：
虽然大多数蝇类对

波长为 365 nm 的光有强烈的趋性，但除此光谱的光

线外，其他波长的光对蝇类也有明显的引诱性。并

［35-36］

蝇类活动除受到化学信息素的影响外，还受到

且，不同种类的蝇类、同种不同日龄和不同性别的蝇

光和颜色的影响。蝇类是一类昼夜活动节律十分明

类，其喜好的光线波段并不完全相同，
要使同一支灯

显的昆虫，它们白天觅食、交配和产卵，晚上停止活

管发出的光线能引诱不同种的蝇类及同种不同日龄

动栖息在垂线、天花板和墙壁上部（室内）以及杂草

和不同性别的个体，就需使其发出多个波段的对蝇

和灌木丛内（室外）等处，其成虫具有很强的趋光

类具引诱力的光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研究

性。研究发现，蝇类对波长在 365 nm 左右的光源具

有极强的趋性，但其趋光性的强弱与蝇的种类、性
别、日龄以及光源的光谱组成和强度等因素有关。
行为学研究表明，300 和 400 nm 的组合光对家蝇雌
雄成虫具有很好的引诱力，但日龄不到 3 d 的家蝇对

和开发生产多光谱诱蝇灯管的技术与方法。
（3）多蝇种复合引诱剂的研发：
成蝇在羽化后到
死亡前这段时间，
它们需要寻找食物补充能量、寻找
配偶进行交配、寻找休息场所进行栖息和寻找产卵
场所进行产卵，
而这些生命活动的开展，
都离不开信

荧光灯则几乎无趋性。通常条件下，紫外灯对家蝇

息化合物的调控。同时，在自然环境中，
某一群体的

的引诱力强于蓝色、绿色及白色灯。在黑暗的房间

蝇类在某一特定时刻，其不同个体只会从事觅食、求

里，
紫外光对家蝇的引诱效果比较好，
但有照明灯光

偶、栖息和产卵等活动中的某一项活动，
如果引诱剂

存在的情况下，
紫外光对家蝇的引诱力明显下降 。

含有的信息化合物不能对这些生命活动进行全覆盖

［42］

蝇类成虫的复眼由许多小眼组成，这些小眼内

的话，那么就只会对蝇类群体中的部分个体产生作

的视觉细胞对不同颜色反射的光线具有不同的反

用，因而也就不能将环境中的蝇类在最短的时间内

应。研究发现，
在室内环境中，
家蝇喜欢停留在深色

诱杀掉。所以，为了使诱蝇笼、诱蝇灯、自动捕蝇器

（如黑色和红色）且粗糙的物体表面；在室外环境中，

等蝇类诱杀产品发挥良好的灭蝇作用，
需要研究和开

家蝇则喜欢停留在浅色（如白色和黄色）的物体表

发对成蝇不同生命阶段的行为均具有调控功能的多

面。增加两种物体的色彩对比度，可明显促进家蝇

组分复合引诱剂，
以便使诱蝇笼、
诱蝇灯、
自动捕蝇器

对其中某种物体表面的着陆。有研究发现，暗红/黑

等环保型灭蝇产品在蝇类防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和黄/黑的颜色组合引诱舍蝇（M. domestica vicina）着

（4）蝇类诱杀产品的应用技术研究：
在蝇类防制

陆的效果比白/黑颜色组合的明显要好。在自然光线

工作中，诱蝇产品的灭蝇效果还与正确的使用技术

照射下，
白底加黑点的颜色组合对家蝇的引诱力比纯

有关。在过去的一些年中，不少研究者对诱蝇笼、诱

白底和黑底要强。花蝇科和丽蝇科的蝇类则均喜好

蝇灯和自动捕蝇器的使用技术做过现场应用研究，

蓝色，其次为红色。此外，
雄性家蝇喜欢接近移动中

但总体上来讲，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诱蝇笼、诱

［39，42，48］

的同伴以及和家蝇大小相似的黑色移动对象

。

蝇灯和自动捕蝇器在不同环境下应用的完整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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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规范。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必要组织全国的相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June 2015, Vol.26, No.3

流行。

关单位，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和不同场所对诱蝇

蝇 类 的 捕 食 性 天 敌 有 黑 矮 甲 阎 虫（Carcinops

笼、
诱蝇灯和自动捕蝇器的应用技术进行研究，
以获

pumilio）［57］、开普黑蝇（Ophyra capensis）［58］和古铜黑

得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所必需的基础数

蝇（O. aenescens）［59］，它们对家蝇的幼虫有一定的捕

据，
从而为我国规范化应用蝇类诱杀产品创造条件。

食作用，但由于其效果不好，因此未能得到有效推

4

广。蝇类生物防治虽然有诸多优点，但在实际应用

蝇类生物防治技术

中仍存在一点问题：
生物防治技术一般见效较慢，有

蝇类的生物防治手段主要包括植物源杀蝇剂、

时效果也不显著，
不易被人们接受；
生物防治技术多

病原微生物、寄生性天敌和捕食性天敌等。很多植

以实验室研究为主，成熟有效的现场生物防治技术

物提取物有杀蝇活性，对蝇类的幼虫、蛹、成虫均有

体系仍有待开发；
从事蝇类生物防治的人员尚少，未

一定的杀灭作用，有些成分还有驱蝇、拒食、生长调

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
蝇类生物防治技术如

节、产卵抑制等作用。这种植物源的杀蝇剂对环境

何与其防治方法的融合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友好，
对哺乳动物和非靶标昆虫无害，
还仅限于实验
室水平，仍未有开发的产品出现。泰山医学院张忠
等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①开发了含曼陀罗、石蒜、

5

蝇类化学防治和抗药性
蝇类防制不但是霍乱、菌痢等消化道疾病控制

野艾蒿、紫穗槐、细草乌等杀蝇成分的蝇香；②发明

的主要措施之一，
也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提高城市

了含曼陀罗、
野艾蒿、细草乌、夹竹桃、闹羊花等水提

品质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蝇类的防制和其他媒介

物的毒蝇绳和以细草乌、夹竹桃粉末作为增效剂的

生物的防制原则一致，即是以预防和综合防制为主

双效毒蝇绳。

的防制方针，包括环境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

很多微生物是可以作为生物农药的重要生物防

生物防治等综合防制手段。化学防治作为其中一种

治资源，现已开发成生物农药的有白僵菌、绿僵菌、

重要的防治手段，
有着其他方法难以替代、
可迅速控

苏云金杆菌等。张忠等通过利用球孢白僵菌和蜡蚧

制蝇类种群密度的优势。然而，
在高效、快速控制蝇

轮枝菌对蝇类进行生物防治，在实验室内的效果显

类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害虫抗药性问题。

著，但在现场实验中效果不佳。张忠等在杀蝇微生

面对杀虫剂的选择压下，家蝇容易产生对杀虫

物的利用技术方面进行了研究：①发明了含球孢白

剂的抗性，至今家蝇抗药性成为家蝇控制的一大障

僵菌孢子或蜡蚧轮枝菌孢子的毒蝇绳；②发明了通

碍。根据各地报道的生物测定数据，家蝇普遍表现

过在鸡饲料中添加苏云金杆菌，控制鸡粪中蝇类孳

出对不同类型杀虫剂（特别是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

生的方法；③发明了利用两种毒蝇绳交叉悬挂控制

类）的抗药性，
抗药性程度与发展趋势因药剂种类和

蝇类的方法，
均取得较好效果。

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尤

可用于蝇类生物防治的寄生蜂有蝇蛹金小蜂

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家蝇均表现出

（Pachycrepoideus vindemmiae） 、俑小蜂（Spalangia

对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高水平抗性，有

［50］

cameroni）和 Spalangia nigroaenea

、喜马拉雅角

［50-51］

头小蜂（Dirhinus himalayanus） 、丽蝇蛹集金小蜂
［52］

（Nasonia vitripennis）［53］、金小蜂（Muscidifurax raptor）
和 M. raptorellus

，然而这些寄生蜂在自然条件下

［54-55］

些地区的家蝇对敌敌畏或氯菊酯的抗性达 1000 倍

以上［60］。自然家蝇种群通常表现出对不同类型杀虫
剂的多重抗药性、
对同一类型杀虫剂的交互抗性，如
江苏省镇江和泰州市采集的家蝇均表现出对敌敌

对蝇类的控制作用并不十分理想。张忠等的研究结

畏、氯菊酯、溴氰菊酯和氯氰菊酯的高水平抗性［61］，

果表明，利用挂网释放的方法释放丽蝇蛹集金小蜂

北京市昌平区采集的家蝇表现出对敌敌畏、
残杀威、

后，对自然孳生蝇蛹的寄生率可达 60%以上，对蝇类

有良好的控制作用［56］。同时，张忠等也发明了丽蝇
蛹集金小蜂与蜡蚧轮枝菌或球孢白僵菌融合使用的
方法，
对蝇类的控制作用更好。即在被寄生后 7 d 的

蝇蛹体表蜡蚧轮枝菌或球孢白僵菌的孢子，然后将
蝇蛹置于室外进行蝇类生物防治的区域，丽蝇蛹集
金小蜂羽化后，
可寄生自然界中孳生的蝇蛹，
而未被
寄生成功的蝇蛹中成蝇羽化过程中，体表会沾上孢
子，
从而感染疾病死亡，
并且在蝇蛹种群中造成疾病

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分别为 315、223 和 57 倍［62］。

通过对抗药性分子遗传机制的研究，在我国家

蝇种群中发现了与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抗
性 相 关 的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的 多 重 突 变（V260L、
G342A/V、F407Y），呈现 6 种不同的点突变组合，其
中以260L-342A-407Y组合和260V/L-342A/V-407Y

组合最为普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家蝇乙酰胆
碱酯酶抗性基因型频率几乎达到 100%，与双甲基取

代的有机磷杀虫剂抗性相关的羧酸酯酶突变（W25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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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251S）也在我国家蝇种群中普遍存在［63］。在我

分子检测方法，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推广应用已

性相关的钠离子通道基因突变，其中 1014H 突变而

抗性基因频率的监测成为抗药性监测的常规内容。

国家蝇中检测到与拟除虫菊酯类和 DDT 杀虫剂抗
非 1014F 在中国家蝇普遍存在且优势分布

。研究

［63］

还发现导致高水平拟除虫菊酯抗性的 CYP6D1v1 抗

研发出的检测抗性遗传变异的分子检测技术［64］，把
考虑到抗药性是动态的，因此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监
测网点，定点、定期地系统开展抗药性监测，规范抗

性等位基因在我国家蝇种群中普遍存在 。在分子

药性测定方法（生物测定和分子检测），建立有效的

水平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家蝇的抗性

数据共享机制。根据各地家蝇的抗药性现状，因地

相关的遗传变异（基因型）和抗性等位基因频率也

制宜地推荐杀虫剂的种类和使用方法，以避免抗药

有所不同，表现出抗性相关遗传变异的多样性和

性的加剧，防范抗药性基因的传播与扩散，
最终达到

多重性 。

家蝇有效防治的目的。

［63］

［63］

当前，我国蝇类抗药性监测中存在：
①监测的杀

家蝇对杀虫剂的敏感性保护应该作为一个基本

虫剂种类有限且长期不变问题。目前广泛选择用于

原则。要强化蝇类控制的环保和科学意识，改变在

抗药性检测的杀虫剂包括有机磷（主要是敌敌畏）、

创建卫生城市的活动过程中重化学防治的惯用做

氨基甲酸酯（残杀威）和拟除虫菊酯（以溴氰菊酯、高

法，大力提倡环境治理、
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

效氯氰菊酯为代表），由于同一类型但不同结构的杀

治和法规防治相结合的蝇类综合治理策略。加强有

虫剂代表性不足。对一些相对新的用于灭蝇的杀虫

人员的业务水平，
规范 PCO 从业行为。

虫剂的作用方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选用 1～2 个杀

剂如多杀菌素（spinosad）、新烟碱类杀虫剂〔如吡虫
啉（imidacloprid）〕和 生 长 调 节 剂 类〔如 除 虫 脲
（diflubenzuron）〕的抗性监测工作还未得以开展；②
抗药性监测方法的规范性不够。抗药性监测存在测
定方法不统一（如实验室敏感品系不同，
给药方式的
不一致等），
未能坚持做到定点、定期检测，这种局面
大大地限制了研究资料的综合分析与结果的有效使
用；③抗性监测的手段单一。抗药性监测只是种群
水平上的生物测定，
采取传统的生物测定方法，而没
有深入检测抗性基因的分布与频率，因此难以获得
用于预测抗药性发展趋势的有关信息。
杀虫剂敏感性的保持是害虫防治的最佳策略，
应作为抗性治理的指导原则。由于对家蝇抗药性的
水平与动态及其区域特异性缺乏了解，在家蝇防制
过程中，
杀虫剂的选用、剂量和用药方式的采用均存
在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尽管不少人提出抗
药性治理的各种建议，如轮用或混用杀虫剂常被推
荐为一个重要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充
分的落实。受习惯思维的影响，在我国普遍存在单
一农药在某一地区大剂量、长期使用这种不科学的
用药方式。考虑到现在使用的灭蝇剂种类的变化以
及家蝇不可避免地接触农用杀虫剂，抗药性监测不
能只局限于一些传统的杀虫剂品种，应该将新使用
或推荐使用的灭蝇剂，特别是其有效成分也用于农
业害虫防治的杀虫剂（如多杀菌素、吡虫啉等）列入
监测范围。考虑到抗药性的遗传基础存在种群特异
性，为做到抗药性的早期预警和预测抗药性的发生
发展，一方面要加强我国家蝇抗药性分子遗传机制
的研究，发现新的抗性基因并建立抗性基因的快速

害生物防治（PCO）专业队伍的建设，提高 PCO 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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