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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新版 «国际卫生条例» 于2005年5月在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 并于2007年7
月正式生效. 该条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入境口岸媒介监测和控制的核心能力建设, 为
此, 成员国需在五年内在指定机场和港口 (第二十一条) 发展媒介监测和控制的核心能
力 (第十三条).
本手册的目的是指导各成员国按照 «国际卫生条例» (第三条和第九条) 的规定在国际
边境和入境口岸 (如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 践行卫生标准.
本手册为全面规划口岸媒介系统性监测和综合性控制提供技术建议, 旨在帮助各成员
国履行其责任与义务, 包括规范口岸的各项操作程序, 保证口岸具备充分的监测和应
对能力, 包括在入境口岸及其周围 400 米范围内进行媒介监测和控制所需的基础设施.
此外, 本手册可供港口的卫生部门、监管部门、港口运营商以及其他负责在入境口岸
和交通工具上执行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的主管部门参考使用. 其进一步作用是在 «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的框架内协助制定管理计划, 用于准备和执行媒介监测和实施
公共卫生措施.
欢迎提出评论和建议以完善以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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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新版 «国际卫生条例» 于 2005 年 5 月在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 并于 2007
年 7 月正式生效. 它指出, 五年之内, 各成员国必须指定机场和港口发展核心能力和基
础建设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和附件 1). 此外, 出于公共卫生的正当考虑,
可能还需指定陆路口岸 (第二十一条). «国际卫生条例» 强调的重点之一是入境口岸及
其周围 (至少) 400 米范围内媒介监测和控制的能力建设. 这是因为疾病媒介和媒介传
染病可通过船舶、飞机和交通工具实现跨国传播而造成持续性的威胁. 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 诸多文献中记载的机场或港口内及周边发生媒介输入和疾病传播的实例不计
其数. 其中包括的两个例子是疟疾流行区的染疫按蚊传播至欧洲导致的“机场疟疾”
和白纹伊蚊在美国和欧洲的广泛分布.
最应警惕的媒介包括蚊子、啮齿类、跳蚤、白蛉、家蝇和蟑螂. 本手册对这些媒介的
特殊处理方式和监测手段进行了描述. 讨论的重要事项包括入境口岸有关部门的角色
和职责、确认媒介传播疾病的风险、制定口岸媒介监测方案、有根据地组织媒介控制
策略以及必要时应对媒介传播疾病的预防措施. 本文及相关附件和图片对控制媒介的
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和环保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和强调, 列出了监测项目所需的材料
并推荐了飞机除虫的各项技术.
附件可用于指导特殊情况下媒介生物的综合防治, 包括入境口岸潜在的蚊虫孳生地、
物理/小型工程干预方法、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邮包和行李的监测手段、实验
室的要求、样本保存和运输至参比实验室的要求、病原体的监测方法、媒介监测和控
制的现场记录格式、媒介监测的统计表以及港口实体单位控制媒介的物理方法.

9

10

1. «国际卫生条例» 的法律框架概述
1.1 前言
媒介传播疾病 (如疟疾、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黄热病) 在 100 多个国家
均有报道, 全球每年报告病例总数达 5 亿以上. 此外, 世界人口的 60% 都存在感染的风
险 (WHO 2014). 而由于存在边境缺口的存在, 国际旅行和交通已成为全球媒介传播疾
病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交通运输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 与媒介疾病相关的宿
主和病原体传播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过去两个世纪里, 全球海运业的发展和港口城市的扩张使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在美洲
和欧洲迅速扩散, 导致某些疾病在各地蔓延: 如美洲的黄热病、热带国家 (特别是东南
亚和太平洋地区) 的登革热和重症登革热, 以及最近在美洲和西太平洋区域出现的寨
卡病毒. 20 世纪 30 年代, 一种来源于塞加内尔首都达喀尔的冈比亚按蚊复合组1入侵

巴西纳塔尔省. 最开始是通过高速船输入, 然后再通过汽车、火车和轮船进一步传输.
这是高潜在疾病媒介跨洲传播的经典案例.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助下, 巴西政府开
展了为期近 18 个月的除蚊运动, 利用巴黎绿作为杀虫剂清除巴西东北部所有的冈比
亚按蚊 (Parmakelis 等 2008). 其他蚊媒案例还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尖音库蚊复合
组入侵欧洲和美国; 19 世纪致倦库蚊入侵热带亚洲、印度、海地和巴西; 20 世纪 90
年代达氏按蚊入侵亚马逊秘鲁; 16 世纪至 20 世纪, 传播黄热病的埃及伊蚊入侵美洲;
2005 年 - 2008 年, 传播基孔肯雅热的白纹伊蚊入侵意大利 (Lounibos-Philip 2010).

1.2 «国际卫生条例»: 从设想到实现
全球化和工业化使商业贸易得以开放和发展, 后者转而又为后世界大战时代航空运输
的发展提供动力. 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与媒介生物的传播和“机场疟疾”此类现象的
发生密切相关. 媒介生物和媒介疾病通过口岸 (如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 而在全球传
播、蔓延.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1969 年世卫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签署了 «国际卫生条例».
当特定传染病暴发或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成员国必须在 24 小时内通
过归口单位 (第五条、第六条) 向世卫组织通报, 并按照 «国际卫生条例» 的规定, 执行
边境和口岸的卫生标准. 新版 «国际卫生条例» (WHO, 2008), 于 2005 年 5 月在第五
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 并于 2007 年 7 月生效. 条约规定, 各成员国必须指定机
场和港口发展核心能力 («国际卫生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附件1). 此外, 出于公
共卫生的正当考虑, 可能还需指定陆路口岸 (第二十一条). 其中, 入境口岸媒介监测与
控制的能力建设是工作重点之一.
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附件5的规定, 成员国应建立规划, 把可传播构成公共卫
生危害的传染因子的媒介控制在离用于旅行者、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邮包业务
的入境口岸设施地区至少 400 米, 如发现较大范围的媒介, 则应增加此最近距离. 条例
1

20 上世纪 60 年代通过 DNA 检测鉴定为阿拉伯按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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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条和附件4还规定, 主管部门应确保口岸的各项设施和装
备必须保持卫生并且没有传染源和污染源, 包括各种媒介和宿主; 交通运营商也应按此
规定对交通运输负责. 此外,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的附件 3 和附件 9 还分别规定了
船舶检测和飞机消毒或卫生处理过程中关于媒介监测和控制所涉及的技术要求. 口岸
媒介监测与控制是 «国际卫生条例» 实施的必要条件和迫切需求. 图 1 所示为中国某入
境口岸实验室正在对鸟类进行检测.

图 1. 中国某入境口岸实验室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的要求检测某鸟类是否感染西尼罗河病毒
© Chunxiao Liu, 中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 目的和使用范围
为了达到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的要求, 成员国正做出多项努力以确保对口岸和交
通工具的媒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控制. 本手册为全面规划口岸媒介系统性监测和综合
性控制提供技术建议, 旨在帮助成员国履行 «国际卫生条例» 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它
还可供以下部门使用: 港口卫生部门、机场卫生部门、边境卫生部门、监管部门、港
口经营商以及负责在口岸和交通工具执行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的其他主管部门.
本手册以 «国际卫生条例» 的各项条款为基础, 以媒介监测和控制为目标. 在 «国际卫生
条例 (2005)» 的框架下实施公共卫生措施, 为媒介监测的准备和执行制定管理计划等,
都应以本手册为其根本依据.
本手册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口岸公共卫生部门加强核心能力建设、促进对媒介监测与
控制的管理, 并为资源优化配置、规划、监督以及政策的制定提供技术指导.
12

尽管本手册所提供的示例俱是广为接受的最佳实践, 但大家所公认的其他有效替代方
案也同样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但前提是这些替代方案必须有据可依, 才有可能纳入手册
的未来版本之中. 图 2 为 «国际卫生条例» 推荐措施的概要重点.
图 2. 关于在入境口岸执行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规定的措施概要

国际
卫生

条例

• 确认角色和职责
• 认识媒介传播疾病的危害

• 在 口岸设立媒介监测,
装箱、邮包以及行李

对象包括交通工具、货物、集

• 口岸基于证据的媒介控制
• 必要的应急措施

3．角色和职责
3.1 主管当局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第一条)
主管当局应根据 «国际卫生条例», 编制和修订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 并确保其能
有效执行[第三条(4)].
特别是针对媒介综合性防治工作的实施, 主管当局应建立国家或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合
作机制 (WHO, 2012b).
主管当局应在此指南所列范围之内负责对媒介监测与控制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管. 同时,
还要将技术知识和控制媒介的技能告知港口业主或营运商、国际航行经营商以及涉及
到旅客、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邮包的相关港口服务提供商, 使其掌握并能实施
媒介的控制措施 («国际卫生条例» 附件 5).

3.2 监测
入境口岸当局或经营商、交通工具经营商、主管服务提供商必须做好监测工作并执行
相关公共卫生措施, 以保证媒介密度低于国家政策或实务所规定的阈值 («国际卫生条
例»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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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客、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邮包的服务提供商
旅客、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邮包的服务提供商应该在其责任区内负责媒介控
制, 保证媒介密度低于国家政策或实务所规定的阈值.
旅客、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邮包的服务提供商应协助主管部门、港口当局或营
运商以及交通工具运营商向其员工培训媒介监测和控制技术.

3.4 多部门合作
成员国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或公共组织之间, 成员国之间, 或公共部门与私立部门之
间, 应该加强媒介监测与控制的有关技术合作. 这包括, 相关技术法规的制定与更新、
信息交流、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 各口岸应明确合作机构/实验室对传播病原和疾病的
媒介以及宿主进行鉴定. 这类机构网络对入侵物种的早期发现和准确鉴定有很大的价
值, 也是启动适当应急的先决条件. 图 3 所示为中国某实验室正在利用数字图像传输技
术对蚊媒的种类进行鉴定.

图 3. 利用电子邮件将外来蚊子的数字图像发送给专家进行种类鉴定
© Chunxiao Liu, 中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3.5 本土物种和入侵物种的阈值水平
启动口岸控制行动的入侵物种的密度阈值为零. 蚊媒就是个很恰当的例子: 即使幼虫
数/滴或通过人诱法或捕获法所得的成虫数量很少, 为了清除入侵物种, 也会动用所有
可用资源启动全面监测以明确口岸入侵的范围. 强力实施清除行动的同时还应监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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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数量以确定是否已经达到清除目标. 而对于蚊子, 不管是幼虫还是成虫, 都必须持续
监控直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确认入侵媒介的数量为零.
蚊虫入侵的威胁等级则取决于多项因素: 它在异地立足的能力、短时间内的成虫丰
度、飞行范围、宿主偏好、叮咬侵袭力以及潜在的疾病传播能力.
对本地蚊子 (防止其输出) 和/或新型入侵蚊子的监测是确定口岸控制措施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和实施方法的重要依据. 此外, 主管当局可根据哨兵鸟、野生鸟类和动物所带
病毒的活性来调整媒介监测和控制的阈值.
3.5.1 蚊虫特定阈值
不同种类的蚊子, 其孳生地、飞行范围、摄食行为和活动节律都不相同, 这对杀虫方法
的选择和耐受阈值的确定至关重要. 对于能够引起滋扰或传播疾病的蚊虫种类, 其阈值
的确定应优先考虑.
阈值的确定可基于:
• 幼 虫监测: 主要是在口岸潜在的孳生地, 如盐沼地、湿地、建筑工地、容器和轮胎
等;
• 成虫监测: 人诱法或捕获法;
• 病原监测: 哨兵鸡、野生鸟类 (西尼罗河病毒) 或马匹 (东方马脑炎) 或媒介本身;
• 公众意见.
3.5.1.1 幼虫数目

蚊的幼虫经过四个发育阶段, 即第 1 至第 4 幼虫龄期, 而后发育为蛹. 伊蚊繁殖时, 如果
幼虫和蛹的总数平均值超过 5 个/泡 (将零计算在内) 且在所有样本中其占比超过 25%
时, 则可将其定为蚊媒控制的阈值 (Strickman and Kittayapong, 003). 有研究发现,
幼虫期因为天气变化和食物不足的原因可影响成虫的体型的大小, 从而使其传播登革
热的能力也发生变化 (Strickman and Kittayapong, 2003).
幼虫的抽样方法为系统抽样, 需要考虑到时间和空间的覆盖情况. 幼虫采样点的选择可
以是固定抽样也可以是随机抽样 (或者两者结合), 这主要取决于其自然栖息地是永久
的还是临时的. 某些以盐沼为孳生地的蚊子可飞行 3-15 英里 (约 5-24 千米) 入侵人居
环境; 而孳生在淡水区或容器的蚊子, 其飞行距离只有几百米. 前者与后者相比, 即使密
度较低, 也应在距离较远的孳生热点杀除幼虫. 而对于人居环境附近的人造容器或自然
栖息地, 当其幼虫密度超过 2 个/泡时, 就应该采取控制措施.
对于伊蚊, 当房屋指数大于 5%、布雷图指数大于 20% 时, 就意味着预警启动, 应该马
上在入境口岸采取控制措施. 在入境口岸检测到伊蚊入侵后应作出警告, 然后立即采取
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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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 成虫阈值

根据发生率和圈闭类型的不同, 本土蚊虫的阈值不同. 诱蚊产卵器是监控伊蚊的重要手
段, 且有助于在空间和时间上计算种群数量 (Musah等, 2008). (http://www. ncbi.
nlm.nih.gov/pubmed/18344071)
以下为几个例子:
1. 人诱法捕获率: 人群居住区: ＞2-3 只/分钟; 潮湿林地: 5-10 只/分钟 (特殊情况下可
达 50-100 只/分钟).
2. 新泽西诱蚊灯: 每晚每陷阱捕获成虫数＞25 只.
3. CDC诱蚊灯的效果更好: 每晚每陷阱捕获雌蚊数＞50 只 (Smallegange等2010).

4. 重点媒介传播疾病和目标媒介
通过口岸进入非疫区而造成公共卫生危害的主要媒介传播疾病包括: 疟疾、登革热、
基孔肯雅热、黄热病、寨卡病毒、鼠疫和钩端螺旋体病等 (表 1).
需要优先处理的生物包括: 疾病媒介、滋扰蚊虫或染疫的宿主. 这些生物体一旦成功输
出就可能导致入侵而对公共卫生造成危害或在非流行区内潜藏蓄积. 每个国家都应对
此进行危险评估, 而危险的等级则取决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和疾病在该地区传播的潜在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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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通过交通工具而经海陆空口岸输出的媒介疾病

疾病

媒介

病原生物

宿主

口岸风险

疟疾

按蚊

疟原虫

人类

高/中

丝虫病

库蚊, 按蚊
白雪伊蚊组
曼蚊亚属

班氏丝虫 (夜间, 周期性的)
班氏丝虫 (白天亚周期性)
马来丝虫

人类
人类
人类

低

基孔肯雅热

伊蚊

甲病毒

人类

高

登革热&寨卡病毒

伊蚊

黄病毒

人类

高

黄热病

伊蚊

黄病毒

人类/猴子

高

日本脑炎

伊蚊和库蚊

黄病毒

哺乳动物/鸟类

中

西尼罗河病毒

库蚊

黄病毒

鸟类

中-高

内脏利什曼病

白蛉属

杜氏利什曼虫

人类/

中

皮肤利什曼病

巴氏白蛉、司氏
白蛉等

热带利什曼虫

哺乳动物

低

鼻咽粘膜利什曼病

罗蛉属

大型利什曼虫, 巴西利什曼虫

人类/

低

哺乳动物
人类

中

I 蚊媒疾病

II 白蛉传播的疾病

白蛉热

巴氏白蛉

白蛉热病毒

III 苍蝇和蟑螂传播的疾病 (可作为被动媒介)
例子 (精选)
细菌性痢疾

家蝇 & 蟑螂

志贺氏菌

人类

低

阿米巴痢疾

家蝇 & 蟑螂

溶组织内阿米巴

人类

高

肠胃炎

家蝇 & 蟑螂

特异性/非特异性生物体

人类

高

人类/动物

高

人类

高

人类

高

人类

高

人类

高

人类

高

人类

低

伤寒

家蝇 & 蟑螂

副伤寒

家蝇

霍乱

家蝇

脊髓灰质炎

家蝇

病毒性肝炎 (甲型)

家蝇

沙眼

家蝇

雅司病

家蝇

哮喘

蟑螂

伤寒沙门菌
沙门氏菌
霍乱弧菌
脊髓灰质炎病毒
甲型肝炎病毒
沙眼衣原体
雅司螺旋体
粪便

IV 蚤类传播的疾病
鼠疫 (腺鼠疫) 地方性

客蚤属

鼠疫杆菌

啮齿类动物

高

流行/小鼠

客蚤属

斑疹伤寒立克次体

啮齿类动物, 家畜

中

地方性/鼠型斑疹伤寒

猫蚤/狗蚤

犬复孔绦虫

狗/猫,野生食肉动物

低

犬复孔绦虫病

印度鼠蚤/具带病蚤

长膜壳绦虫

鼠

低

长膜壳绦虫病

印度鼠蚤/狗蚤/人蚤

短膜壳绦虫

低

短膜壳绦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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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媒介

病原生物

宿主

口岸风险

流行性斑疹伤寒

体虱

普氏立克次体

人类

中

地方性回归热

体虱

回归热螺旋体

人类

中

五日热

体虱

五日热巴通体

人类/动物

中

皮肤炎

体虱/头虱

细菌超级感染

人类

中

科萨努尔森林病

硬蜱

虫媒病毒B组

猴子/鸟类

低

蜱斑疹伤寒

硬蜱

斑疹热立克次氏体

狗

低

土拉菌病

硬蜱

土拉巴氏德菌

兔子/啮齿类动物/

低

回归热

软蜱

杜通螺旋体

牛/老鼠

低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软蜱

布尼亚病毒

哺乳动物, 鸟类

低

恙虫病

地里恙螨

恙虫立克次体

啮齿类动物

中

立克次体痘

血异皮螨

小蛛立克次体

啮齿类动物
人类

高

骚扰锥蝽 和 长红
锥蝽

克氏锥虫

家畜/人类

低

舌蝇

冈比亚锥虫和罗德西亚锥虫

野生动物/牛/人类

低

V 虱子传播的疾病

VI 蜱传播的疾病

VII 螨传播的疾病

VIII 猎蝽科昆虫 (蝽属)
查加斯病

IX 采采蝇
锥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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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医学上重要的蚊种
世界上有 490 种按蚊 (见图 4), 3100 多种库蚊, 但只有少部分可以作为媒介传播疾病
而具有医学意义. 其中有一些可作为主要媒介, 分布在有限区域或广泛区域, 而其他则
为次要媒介, 在区域内具有重要性, 可在疾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表 2~7 所列为不
同区域的蚊媒.

图 4. 按蚊.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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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蚊媒 (部分蚊种未查到中文翻译, 下同)

按蚊属

伊蚊属

库蚊属

曼蚊属

阿蚊属

其他

按蚊亚属
班氏按蚊
须喙按蚊
比伦按蚊
平原按蚊
带棒按蚊
donaldi kleinila
branchiaelesteriletifer
米赛按蚊
最黑按蚊
近黑按蚊
中华按蚊
类中华按蚊whartoni
塞蚊亚属
环纹按蚊
annulipess.l.
库态按蚊
farautis.l.
溪沟按蚊
冈比亚按蚊复合体含氏按蚊
吉浦按蚊
卡瓦尔按蚊
科里按蚊
白踝按蚊组
baimai
巴拉巴按蚊
大劣按蚊
latens
白踝按蚊
sulawesi
河床按蚊
斑脚按蚊
微小按蚊
partoni
菲律宾按蚊
pulcherrimus
punctulatus
斯氏按蚊
浅色按蚊
圣代克按蚊superpictus
多斑按蚊
迷走按蚊

伊蚊亚属
刺扰伊蚊
纷蚊亚属
fijiensis
哈氏伊蚊
日本伊蚊
腹簇伊蚊
白雪伊蚊亚组
海洋伊蚊
杂色伊蚊
samoanus
东乡伊蚊
tutuilae
骚扰蚊亚属
背点伊蚊
Normanensis
vigilax
覆蚊亚属
埃及伊蚊
白纹伊蚊
库克伊蚊
赫斯里伊蚊
波里尼西亚
斑蚊
盾板伊蚊
polens

库蚊亚属
环喙库蚊
雪背库蚊
致倦库蚊
海滨库蚊
三代喙库蚊
杂鳞库蚊复组
Culex (Ocu.)
二代喙库蚊

曼蚊亚属
环纹曼蚊
布尼亚曼蚊
三点曼蚊
曼蚊
常型曼蚊

阿蚊亚属
骚扰阿蚊

轲蚊属
粗腿轲蚊

来源: Walter Reed Biosystematics Unit (http://www.wrbu.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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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亚地区的蚊媒

按蚊属

伊蚊属

库蚊属

曼蚊属

轲蚊属

按蚊亚属
黑小按蚊
带棒按蚊
米赛按蚊
萨氏按蚊
塞蚊亚属
阿拉伯按蚊
culicifaciess.l.
冈比亚按蚊复合体moucheti
multicolor
pharoensiss.l. pulcherrimus
司氏白蛉
斯氏按蚊
superpictus

伊蚊亚属
刺扰伊蚊
纷蚊亚属
背点伊蚊
覆蚊亚属
埃及伊蚊
白纹伊蚊

库蚊亚属
环喙库蚊
雪背库蚊
致倦库蚊
海滨库蚊
三代喙库蚊
杂鳞库蚊
Culex (Ocu.)
二代喙库蚊

曼蚊亚属
环纹曼蚊
Bonneae
三点曼蚊
印第安曼蚊
常型曼蚊

阿蚊属
骚扰阿蚊

来源: Walter Reed Biosystematics Unit (http://www.wrbu.org/index.html).
表 4. 非洲地区的蚊媒

按蚊属

伊蚊属

库蚊属

曼蚊属

其他

塞蚊亚属
阿拉伯按蚊
不吉按蚊
冈比亚按蚊
Hancocki
Melas
长节按蚊
moucheti
多色按蚊
法伦按蚊
wellcomei
斯氏按蚊

伊蚊亚属
刺扰伊蚊
Aedes (Alb.)
stocksi
Aedes (Dic.)
furcifertaylori
新黑蚊亚属
氏曼伊蚊
覆蚊亚属
埃及伊蚊
非洲伊蚊
白纹伊蚊
bromeliae
luteocephalus

库蚊亚属
环喙库蚊
致倦库蚊
泰氏库蚊
三代喙库蚊
杂鳞库蚊
Culex (Ocu.)
二代喙库蚊

曼蚊亚属
常型曼蚊

轲蚊属
棕色轲蚊

来源: Walter Reed Biosystematics Unit (http://www.wrbu.org/index.html).
表 5. 欧洲主要蚊媒

按蚊属

按蚊属

伊蚊属

库蚊属

按蚊亚属
黑小按蚊
带棒按蚊
labranchiae
斑翅按蚊 (疟疾传播次要媒介)
米赛按蚊 (疟疾传播次要媒介)
萨氏按蚊
浅色按蚊 (疟疾传播次要媒介)

塞蚊亚属
Cinereus (疟疾传播次要媒介)
多色按蚊 (疟疾传播次要媒介)
司氏白蛉 (疟疾传播次要媒介)
superpictus

覆蚊亚属
埃及伊蚊
白纹伊蚊

Culex (Bar)
凶小库蚊
库蚊亚属
Perexiguus/ vittatus
尖音库蚊

来源: chaffner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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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北美洲蚊媒

按蚊属

伊蚊属

库蚊属

曼蚊属

其他

按蚊亚属
aztecus
灾难按蚊
弗氏按蚊
假斑按蚊
punctimacula
punctipennis
四斑按蚊
步行者按蚊
Anopheles (Ker.)
neivai
Anopheles (Nys.)
白端按蚊
银跗按蚊
达氏按蚊

纷蚊亚属
日本伊蚊
骚扰蚊亚属
angustivittatus
加拿大伊蚊
背点伊蚊
Infirmatus
黑色伊蚊
肩胛伊蚊
trivittatus
Aedes (Pro.)
三列伊蚊
覆蚊亚属
埃及伊蚊
白纹伊蚊

库蚊亚属
antennatus
白雪库蚊
致倦库蚊
三代喙库蚊
单蚊库蚊
Culex (Ocu.)
二代喙库蚊

曼蚊亚属
titillans

轲蚊属(Rhy.)
venezuelensis
轲蚊亚属
perturbans
绒蚊属(cli.)
黑尾赛蚊
脉毛蚊亚属
inornata
鳞蚊属
蛭鳞蚊

来源: Walter Reed Biosystematics Unit (http://www.wrbu.org/index.html).
表 7. 南美洲蚊媒

按蚊属

伊蚊属

库蚊属

曼蚊属

其他

按蚊属
calderoni
假斑按蚊
punctimacula
Anopheles (Ker.)
挑战按蚊
cruzii
lepidotus
neivai
Anopheles (Nys.)
淡色按蚊
白跗按蚊
aquasalis
银跗按蚊
benarrochi
巴西按蚊
达氏按蚊
marajoara
nuneztovaris.l. oswaldi
triannulatus

骚扰蚊属
albifasciatus
angustivittatus
肩胛伊蚊
带喙伊蚊
覆蚊亚属
埃及伊蚊
白纹伊蚊

库蚊亚属
环纹库蚊
致倦库蚊
Culex (Mel.)
ocossa
Portesi
Spissipes
taeniopus
vomerifer

曼蚊亚属
titillans

轲蚊属 (Rhy)
venezuelensis
趋血蚊属 (Hag)
janthinomys
鳞蚊属
蛭鳞蚊
前毛蚊属
digitatum

来源: Walter Reed Biosystematics Unit (http://www.wrbu.org/index.html).

22

4.2 啮齿类动物
啮齿类动物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它们寄居在人类居所, 其尿液和粪便可以污染大量的
食物. 它们还通过啃咬船舶、飞机、火车车厢和卡车内的设备以及电线而造成破坏, 甚
至会引起短路而导致火灾.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 人类社区中都有老鼠的存在. 它们容
易扩散, 并在一个新的地方快速建立巢穴. 目前已发现多种与医学相关并对人类造成威
胁的老鼠. 鼠科中的优势品种包括: 褐家鼠 (图 5), 黑家鼠 (图 6), Tetera indica, 小板
齿鼠, 小家鼠 (图 7) 和 Funumbulus palmarum. 表 8 列出了其中 3 种老鼠的特征.
表 8. 常见医学啮齿动物及其特征

种类

褐家鼠 (图 5)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黑家鼠 (图 6)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小家鼠 (图 7)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俗称

褐鼠或沟鼠

屋顶鼠或黑鼠

家鼠

体重

500g

250g

20g

身长

45cm

40cm

18cm

栖息地

主要生活在下水道和洞穴, 以垃
圾为食

各种建筑物的屋顶下

在谷物和面粉供应处的周围

啮齿动物可携带多种严重传染病, 如鼠疫, 通过蚤传播的鼠型斑疹伤寒, 通过尿液传播
的钩端螺旋体病和通过粪便污染食物而传播的食源性疾病 (如沙门氏菌).

4.3 蚤
蚤作为一种完全变态昆虫, 全世界共记录 2380 种, 分属 15 个科和 238 个属. 蚤的两侧
扁平, 无翅, 头部呈盾状或盔状, 无复眼, 口器特化而
具刺吸作用 (图 8). 蚤类可完全体外寄生于哺乳动物
和鸟类. 其中, 以鸟类作为宿主的有 137 种, 分属于 6
个科、22 个属; 以鸟类和哺乳动物共同作为宿主的有
5 种; 余下的则以哺乳动物作为唯一宿主. 蚤作为传播
媒介, 在医学和经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它可将多种
图 8. 蚤
疾病传播给人类, 包括腺鼠疫、鼠型斑疹伤寒和兔热
© Mathieu Banger
病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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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白蛉
白蛉亚科昆虫是很重要的疾病媒介, 可将病毒类、细菌类以及寄生虫类疾病传播给人
类, 其中最为重要、分布最广的疾病是利什曼病 (内脏利什曼病和皮肤利什曼病). 该病
每年新增报告病例数达 50 万, 其中, 印度、苏丹、尼泊尔、孟加拉和巴西5国的病例
总数占全球病例数的 90%. 而在地方性流行的国家, 利什曼病多见于社会边缘人群和
贫困人口. 白蛉亚科有几个种类组成, 但其中最为重要、分布最广的是白蛉属 (表 9).
白蛉仅有1个月的寿命, 其中约 20 天为幼虫. 它们在土壤中产卵. 成虫的飞行能力较弱,
通常只能一次跳跃很短的距离. 白蛉在有机残渣中用糊有牛粪的泥墙筑巢, 建造理想的
繁殖地. 它们多见于岩石、树洞和其他缝隙中. 白蛉通常在夜间吸食血液, 活动范围在
其栖息地周围几百米之内.
利什曼病是目前最为认可的由白蛉传播的疾病之一. 同样以白蛉属为传播媒
介的疾病还包括: 巴尔通体病、秘鲁疣、和白蛉热. 后者由那不勒斯白蛉病
毒和西西里岛白蛉病毒 (布尼亚病毒科) 感染引起, 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托斯卡纳病
毒. 查格雷斯病毒和庞塔托鲁病毒也由白蛉传播.
成虫体型较小, 长约 1.5-3 mm, 呈褐色, 复眼大而黑, 全身、翅膀以及足部都长有细毛.
翅椭圆, 末端尖, 呈半直立状. 雄性尾部生殖器长而显著. 和其他昆虫相似, 白蛉的生命
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卵、幼虫、蛹和成虫. 雌虫在土壤或阴暗潮湿、富含有机质和水分
的缝隙中产卵, 一次产卵 30-70 只. 卵呈褐色, 小而椭圆, 被雌虫散布在不同地点, 并在
1-2 周内孵化为幼虫. 如果外界环境温度太低, 虫卵就会进入滞育或休眠状态而停止发
育, 直到上升到合适温度, 再重新孵化. 通常在春夏季节, 第一代白蛉刚好完成整个发育
过程.
白蛉幼虫体型小、呈白色, 头部黑色, 以有机质为食, 多见于墙缝、石缝、动物巢穴、

洞穴或腐烂的树叶中. 经历四个幼虫期后, 完全发育的幼虫可以孵化为蛹. 蛹呈褐色, 在
开始飞行前的短期内, 翅膀和眼部变为黑色. 蛹需要 5-10 天发育完全, 而且多在黎明之
前羽化为成虫. 雄虫通常比雌虫早 24 小时羽化. 只有雌虫才会吸食血液, 目的是为了
促进卵的发育. 雄虫和雌虫都以植物为食, 长约2.5mm, 经常在宿主周围交配. 据观察,
有些印度白蛉会在水牛背上群集交配, 最常见于盐泽附近, 而有些种类则多见于淡水区
或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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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全球不同区域的重要白蛉 (部分白蛉种类未查到中文翻译, 下同)

澳大利亚和亚
太区

中亚和中东
地区

非洲

欧洲

北美

南美

白蛉属 (Adl.)
中华白蛉长管亚种
四川白蛉
白蛉属 (Eub.)
银足白蛉
白蛉属 (Lar.)
斯氏白蛉
白蛉属 (Pab.)
蒙古白蛉
司氏白蛉
白蛉属 (Phb.)
巴氏白蛉 salehi

白蛉属 (Adl.)
balcanicus
brevis
halepensis
长管白蛉
simici
tuarnicus
白蛉属 (Eub.)
银足白蛉
白蛉属 (Lar.)
guggisbergi
kandelakii
keshishiani
langeroni
东方白蛉
恶毒白蛉
斯氏白蛉
tobbi
transcaucasicus
白蛉属 (Pab.)
亚历山大白蛉
安氏白蛉
高加索白蛉
蒙古白蛉
saevus
司氏白蛉
白蛉属 (Phb.)
bergeroti
duboscqi
巴氏白蛉 salehi
白蛉属 (Syb.)
安萨里白蛉

白蛉属 (Lar.)
阿氏白蛉
guggisbergi
东方白蛉
佩迪福白蛉
佩氏白蛉
恶毒白蛉
白蛉属 (Pab.)
司氏白蛉
白蛉属 (Phb.)
duboscqi
巴氏白蛉
白蛉属 (Syb.)
马丁尼白蛉

白蛉属 (Adl.)
balcanicus
halepensis
kyreniae
长管白蛉
simici
白蛉属 (Lar.)
阿氏白蛉
guggisbergi
kandelakii
langeroni
长矛白蛉
neglectus
东方白蛉 恶毒白
蛉 tobbi
白蛉属 (Pab.)
亚历山大白蛉
安氏白蛉 高加
索白蛉
夏氏白蛉
蒙古白蛉
saevus
白蛉属 (Phb.)
bergeroti
duboscqi
巴氏白蛉
白蛉属 (Syb.)
马丁尼白蛉
罗西白蛉
司蛉属 (Ser.)
dubia

罗蛉属 (Lut.)
diabolica
长须罗蛉
罗蛉属 (Nys.
olmeca
olmeca
ylephiletor
罗蛉属 (Psy.)
巴拿马罗蛉

Bichromomyia
flaviscutellata
olmeca bicolour
olmeca nociva
olmeca
olmeca reducta
Dampfomyia (Dam)
anthophora
Evandromyia (Evn.)
pinottii
罗蛉属 (Hel.)
ayacuchensis
hartmanni
秘鲁罗蛉
罗蛉属 (Lut.)
长须罗蛉
罗蛉属 (Tri.)
cruciata
daibolica
gomezi
卢蛉属
anduzei
antunesi
intermedia
umbratilis whitmani
ylephiletor
yuilli yuilli
Pintomyia (Pif.)
christophei
columbiana evansi
nuneztovari ovallesi
torvida townsendi
verrucarum youngi
Pintomyia (Pin.)
pessoai
Psathromyia (Psa.)
shannoni
毛蛉属
carrerai
carreraichagasi
claustrei
巴拿马毛蛉
paraensis
squamiventris
maripaensis
squamiventris
squamiventris
wellcomei
yucumensis
Sciopemyia
fluviatilis
Trichophoromyia
ubiqui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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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蟑螂
蟑螂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是船舶、飞机和卡车上
最为常见的害虫之一, 特别是在储存食物的地方多
见 (图 9). 最常见的3种蟑螂是美洲蟑螂、东方蜚
蠊和德国蟑螂.
蟑螂喜欢黑暗和暖和的地方, 如缝隙以及其他人造
隐匿处, 多在夜间活动, 行动敏捷, 成虫和若虫生
活在一起 (图 10). 蟑螂有两对翅膀, 体扁, 长 5-73

图 9. 蟑螂成虫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mm, 呈黄棕色至深棕色. 热带地区的蟑螂可在室

外生存并产卵. 发臭的粪便是蟑螂存在的一个标志. 雌虫在腹尖部形成棕色的卵囊 (又
称卵鞘), 30-40 个正在发育的虫卵位于其中, 受其
保护, 直至孵化. 怀孕的雌虫会携带卵囊长达 3 周,
直到 24 小时内孵化. 幼年蟑螂又称为若虫, 外形与
成虫非常相似. 若虫经过数次蜕皮后, 最终发育成
熟而变为成虫. 蟑螂作为机械性媒介, 可导致哮喘,
并传播痢疾、腹泻病和伤寒热. 其中有些腹泻病是
病毒性的, 如诺如病毒引起的腹泻.

图 10. 蟑螂生命周期: 卵囊、若虫和成虫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4.6 昆虫
锥蝽是体型较大的吸血昆虫,
和美国南部.

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

其中家居种类可将克氏锥虫传播给人

类, 后者为一种寄生虫, 可引起查加斯病 (也称美洲
锥虫病). 查加斯病, 在大部分美洲中南部国家 (特别
是农村地区) 都有发生. 慢性查加斯病对心脏和胃肠
图 11. 锥蝽
© Mathieu Bangert

道均造成损害, 且无法治愈. 1996 年感染人数的估
计值为 1600 万至 1800 万, 其中有 600 万可能发展

为显性感染, 每年的死亡人数为 45000 人.
尽管不同国家锥蝽的种类可能不一样, 但其外表和生命周期都很相似, 并且很容易与其
他昆虫相以鉴别 (图 11). 在拉丁美洲国家, 锥蝽有很多当地的别称, 如猪蝽、披头士或
麦虱. 锥蝽生命周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其品种及外界环境, 一般为 4-24 个月. 最重要的
媒介种类一年内通常有 1-2 个生命周期. 与未成熟期 (若虫) 不同的是, 成虫的翅膀和
生殖器都发育完全. 成虫和若虫拥有相似的栖息地和取食习性.
锥蝽生活在美洲森林或干旱地区. 成虫和若虫寄居在野生动物的洞穴或巢穴中, 待其夜
间熟睡后, 吸食血液. 这些野生动物包括鸟类、蝙蝠、松鼠、负鼠和犰狳等.
有些种类的锥蝽已经适应家居环境, 靠吸食人类或家畜 (鸡、牛、羊和狗) 的血液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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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时间长达 10-25 分钟. 传播查加斯病的锥蝽在白天时会在接近血源的阴暗地休息
蛰伏.
白天, 锥蝽喜欢隐藏在阴暗的裂缝中, 如未粉刷的泥墙或泥砖墙上的诸多缝隙. 其他隐
匿点还包括: 图画、家具、箱子、床以及挂在墙上的衣服. 长红锥蝽, 作为重要的疾病
传播媒介, 常见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中美洲, 经常隐藏于棕榈制成的屋顶. 骚扰锥
蝽, 南美洲最重要的病媒, 经常隐藏在木制屋顶和土壤中. 二分锥蝽, 中美洲另外一种病
媒, 常隐藏在地板的缝隙中. 有些锥蝽的隐匿点在房屋的周围, 在其有需要时便进入室
吸血摄食. 隐匿点常为各种各样的储藏物, 如柴火、木材、瓷砖、石头、食物袋以及动
物住处, 如鸡舍和羊圈.
锥蝽叮咬通常并无痛感,

被咬者甚至不会苏醒,

但有时会导致剧烈瘙痒和其他皮肤问

题. 锥蝽在吸食人血时, 通过粪便排出锥体虫, 后者再经擦伤处或粘膜进入人体. 很多
锥蝽叮咬可因血液丢失而引起慢性贫血.

通过清除房屋内的虫巢可以阻止疾病的传播.

4.7家蝇
家蝇, 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占蝇类总数的 90% 以上, 是最成功的
昆虫之一. 家蝇一生中大约产卵 500 只, 多存于尸体或腐烂物中,
如垃圾、排泄物和牛粪等. 苍蝇的蛆虫呈苍白色, 以有机质为食,
经过四龄期后, 在 36 小时内变成红棕色的虫蛹, 最终蜕变为成虫,
存活 2~4 周. 雌虫只在变为成虫 36 小时后交配一次, 使其体内所
有卵子都完成受精.
家蝇喜欢聚集在食物和腐败物周围. 根据其分布特性, 它们可见
图 12. 家蝇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于口岸和船舶中, 特别是在厨房和服务区. 家蝇的进食方式为舔
吸式: 其唾液或呕吐物可以将固体食物溶解. 它们十分危险, 可传
播 100 多种病原体导致霍乱、痢疾、沙门氏菌病、伤寒、结核

病、脊髓灰质炎以及甲肝和戊肝等; 还可以传播炭疽、寄生虫、化脓性球菌、大肠杆
菌和肠道病毒等.
4.7.1 厩螫蝇
厩螫蝇与家蝇非常相似, 不同的是它们的体型更小、颜色更浅、
腹部更宽并附有斑点, 且口器可以叮咬 (图 13). 雌虫和雄虫都以
动物血液为食, 吸血时间为 2-5 分钟. 如果叮咬奶畜可引起贫血
和产奶减少. 从其命名可知, 厩螫蝇多见于牛栏并对动物造成骚
扰. 人类被叮咬后并无痛感, 甚至毫无意识.
雄虫交配后死亡, 雌虫产卵后死亡, 蛆虫可见于腐殖质中. 厩螫蝇
可携带伊氏锥虫、布氏锥虫、炭疽、鸡痘病毒、布鲁氏菌病、
马传染性贫血病毒和非洲马瘟.

图 13. 厩螫蝇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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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入境口岸监测
5.1. 入境口岸主要问题分析
媒介监测与控制项目需要全面考虑以便适合当地每个入境口岸情况. 鉴于此, 为每个入
境口岸设计适宜的监测与控制措施非常重要. 通过这些措施来了解当地出入境媒介特
征和相关风险重要问题. 至少收集一年以上的当地流行媒介传播疾病或媒介活动信息,
特别是有明显季节性的地区. 重点收集如下数据:
- 入境口岸及周边 400 米更大范围内的环境 (原生态和城市) 类型
- 当地媒介生物情况;
- 疾病流行情况 (地方性或输入媒介相关的健康风险)
数据应该尽可能的与利益相关方共享, 并且清楚地标示在地图上. 行动的第一步应该是
图形分析.
5.1.1 环境类型
分析应该包括口岸及周边 400 米范围内的环境 (城市或农村). 分析应涵盖如下要点:

a) 分析媒介风险相关的环境和地区情况
初步分析可以利用现有的图形资料:
- 口岸规划图

(控制区的界限、建筑物、通道、上卸货区、货物区、仓库、器

械控制和保养区域等);
- 卫生和排水系统的分布图等
- 水利建筑分布图 (储备水湖、排污水沟、雨水沟);
- 植被分布图 (草坪、篱笆网、灌木丛等);
- 用于特殊用途的建筑和机库设计规划图 (如转运动物用).

b) 口岸行动及组织
口岸行动通过不同定性与定量程序方法以分析不同的风险来源,

如上卸货区、储货

区、控制区等.
建议收集如下信息:
-陆
 路、航空和水路通行路线来源地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 口岸当局);
-通
 关旅客和野生动物来源地数据 (数据来源: 口岸当局);
-入
 境口岸通行货物种类及数量 (数据来源: 海关);
-进
 入限制区域或获取受控数据的联系人 (数据来源: 口岸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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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入境口岸周边 400 米情况分析
需要图示如下信息, 特别需要明确标示的是根据媒介飞行距离和口岸类型确定需超过
400 米半径范围的区域及其具体周界.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有不同的相关媒介传染病传
播风险.
- 城市地区: 需地图标注城市区域, 这些地方的积水易于孳生蚊虫非常脆弱. 这些地方在
监测活动中需要分类调查蚊媒指数 (如: 孳生指数、容器指数、房屋指数、布雷图指
数和蚊蚴指数). 所定义的区域可能超过 400 米的缓冲区包含一定数量的住户或涵盖
同类型街区.
- 经济开发区: 列出能够了解该地区病媒传播风险的活动. 这将有利于监测该地区并实
施相关的建议措施 (规划, 垃圾管理等). 建议纳入周边 400 米范围内的所有公司和机
构等利益相关方. 建立联系人通讯录将有利于定期需要开展的监测活动.
- 公共区域: 需要了解公共区域内可能成为病媒的疫源地地方 (雨水沟/灌溉水系、城
市废弃地、墓地、公园和花园等).
- 重点地区: 应该了解重点地区 (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看护所等) 开展媒介控制的
实施情况. 非常有必要建立联系人通讯录.

d) 了解杀虫剂可能无法处理的地区
与重点地区类似, 主要取决于当地法律法规, 如水产养殖区、泉水、蜂房、饮水源、生
态保护区等. 同样, 需要了解这些敏感地区的负责人或官方联系人.
5.1.2 当地蚊媒状况
需基于现有的参考信息以及详细的调查 (采集幼虫和成虫) 建立蚊媒种类清单. 重点调
查口岸及周边 400 米内范围. 当然, 必要时调查半径需扩大至 1000 米范围, 特别是防
止按蚊出现的风险.
当发现外来蚊媒已经出现在口岸及其周围时即意味着应及早采取控制措施.
不同的蚊种清单描述须考虑如下情况:
-蚊
 媒状况 (现有的、潜在的).
-季
 节分布和播散能力.
-孳
 生地喜好 (为便于实施媒介控制和监测项目).
5.1.3 流行病学因素
需了解并列出口岸所在地区媒介相关主要健康问题.
需详细掌握现有媒介相关健康风险. 因此, 必须提供流行病学证据以评估媒介、病原体
和宿主之间的接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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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 必须掌握如下内容:
- 病媒经船舶和飞机传入的风险 (例如机场或港口疟疾传播风险);
- 输入性病原体经当地媒介在当地传播的风险
力及易感性);
- 通过散播染疫媒介而传出病原体的风险
行性或地方性的区域).

(这些病原体经当地媒介传播能

(口岸位于疟疾疫区或虫媒病毒呈流

5.1.4 入境口岸承受性和易感性的总结与结论
以上数据评估内容中不同因素的分析必须根据传统风险评估矩阵评估, 而且预防措施
需符合如下情况:
- 严重性/风险: 对于主要威胁该地区是否特别脆弱？
- 频次/危险: 是否已经确定为外来蚊媒入侵?
- 口岸及其周边的输入及本地病例的重要程度如何？
- 风险管理: 这些问题是否已经纳入口岸现有一般风险控制管理文件?
- 有效的防控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 人员是否接受培训或充分了解这些问题？
监测项目需分析以上这些情况, 特别是重点关注媒介种类. 这些分析将决定选择哪种最
合适的方法 (诱蚊器、孳生地采样、监测时间段等) 来开展监控, 以及如何控制导致疾
病风险的某种媒介. 如果可以, 项目尽量根据季节风险修订. 因此需要明确项目是季节
性还是常年开展. 需要确定监控项目实施的范围. 一般情况下口岸周边 400 半径范围
就足够了. 当然, 有些情况下 (例如疟疾风险) 该半径范围应该扩大至媒介飞行范围和
媒介孳生地隐患所在范围.
注: 该情况下, 根据不同病媒和影响疾病传播风险的季节变化因素, 考虑是否在口岸
及其周围实施项目. 因此, 应持续收集和监测相关风险信息. 应及时发现、监测和快
速处置可能导致媒介传染病的情况.

5.2 制定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需要根据现有流行病学情况和媒介及其相关病原体经口岸传入和传出的风险
制定.
一般情况下: 建立常规监测计划.
流行/暴发状态: 为紧急行动建立应急监测计划.
此情况下, 须考虑以下问题:
• 评估媒介生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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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流行病学风险
• 依据当地法律和法规, 分析媒介监测目标、监测区域和方法
• 制定监测计划
现场实施: 以下行动将有助于实施监测计划:
• 分析目标媒介及其所涉及的公共卫生威胁程度
•评
 估媒介入侵范围、适应、繁殖和在当地生态系统下定植的能力
•在
 当地环境下地理分布情况
•现
 场采集媒介样品
•样
 品保存
•送
 样至实验室
•当
 地实验室样品鉴定或送样至国内外定点参比实验室 (或传送图像至定点实
验室供媒介鉴定)
•长
 期多次监测或周期监测的方案和频次
•准
 备监测报告
•讨
 论监测报告并启动一般情况下的常规监测或应急情况下的快速行动或应对
口岸媒介风险因素应考虑如下情况:
1. 口
 岸某种疾病的入侵媒介种类数;
2. 媒
 介孳生隐患及种群繁殖情况;
3. 吸
 血习性即嗜人血或动物血;
4. 有
 利于媒介繁殖的主要环境因素;
5. 固
 有的媒介能力;
6. 媒
 介播散情况: 飞行距离、通过寄生被动传播等;
7. 未
 开展媒介监测与控制.
口岸流行病学风险因素应考虑如下情况:
1. 病原体/寄生虫的毒力
2. 当地人群、动物宿主 (如果是人畜共患病) 和人类宿主的免疫状态
3. 感染当地宿主的程度
4. 影响疾病传播的环境因素
5. 疾病传播的潜伏期
6. 当地针对媒介和病原体所采取的协同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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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零媒介风险区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主张在海港、机场和陆路口岸周边 400 范围内实现零媒介风
险. 通过定期主动监测和媒介控制使病原体通过媒介宿主输入的风险降至最小乃至于
零. 这也可以防止当地媒介经船舶、飞机、铁路和公路车辆播散至其他地方. 如上所
述, 媒介播散的例子包括经船舶 (如白蚊伊蚊) 、飞机 (如法国机场疟疾) 和车辆 (文本
框 1) 传播. 在每个入境口岸通过必需的基础设施开展专业组织的监测和控制项目可实
现有效的媒介监控.
尽管现有一些极少数的入侵媒介可能会导致极有限的真正公共卫生风险, 但经验表明
长期少量的输入病例会导致疾病暴发或大流行. 因此, 常规监测和控制项目旨在通过尽
可能的减少媒介孳生几率, 并及时的采取合适的控制措施消灭外来媒介使外来种群数
达到零水平. 坚持清除口岸本地媒介孳生地也同样重要, 可以防止其经交通工具和货物
行李传出至其他国家.
文本框 1. 1929年至今新西兰口岸蚊媒截获种类一览

国家: 新西兰
截获类: 171 (1929-至今)
鉴定媒介种类: 27 (包括埃及伊蚊、白蚊伊蚊和环纹库蚊)
入侵媒介相关疾病病原体 (可能致病的):
病毒: 巴马森林脑炎、基孔肯雅病毒、登革病毒、东部马脑炎、边山病毒、甘甘病
毒、日本脑炎、科科贝尔病毒、库宁病毒、拉克罗斯脑炎、莫莱河谷病毒、罗斯
河、裂谷热、新必斯病毒、 斯特拉福特病毒、特鲁巴纳曼病毒、西尼罗病毒 和黄
热病病毒
寄生虫: 疟原虫、疟原虫、班氏丝虫和马来丝虫
来源国家数: 26
已知外来物种来源地: 152
南太平洋: 100 (66%) [澳大利亚: 42 (28%) +11个其他国家: 58 (44%)]
亚洲: 40 (26.3%) [日本: 22 (14.5%) + 7个其他国家: 18 (11.8%)]
其他: 12 (8%) [美国: 7 (4.6%) + 5个其他国家 (3.4%)]
入境方式: 飞机 94 (62%) 和船舶57 (38%)
1989年-2004年截获总数: 62
入境方式: 船舶 51 (82%) 和飞机: 11 (18%)
主要入境口岸: 奥克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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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Derraik JG (2004)

5.4 媒介监测的基本要素
以下是媒介监测的基本要素:
• 配备经专业培训, 并具备相应知识技能, 可以从事实验室及现场工作的专业人
员;
• 配 备能够投入使用的具有基础设施、设备和必备的化学品、试剂、玻璃器
皿、塑料制品的实验室;
• 现场人员利用重新定位方法监测蚊子 (幼虫和成虫) 、白蛉、啮齿类动物等
媒介; 如有必要可在船上开展对蚊子、苍蝇、白蛉、蟑螂和啮齿类动物等监
测;
• 标 准操作程序应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监测方法,各种设备和不同的时间间隔等;
• 随时可用的有效个人防护装备 (附件 1).

5.5 蚊子: 幼虫和成虫阶段的调查
5.5.1 虫卵
对按蚊虫卵的监测很难实施, 因为它们像是单个散开、独立浮于水面的小船. 库蚊的卵
会集成卵筏, 因此很容易被识别. 伊蚊的卵会逐个产在栖息地容器里, 形状像一个黑色
的小纺锤, 手持放大镜就能很容易地观察. 在监测点随机放置 500 ml的诱蚊产卵器, 要
把诱蚊产卵器外面被涂成黑色并且装满水 (3/4 容积). 大约一个星期内, 雌性埃及伊蚊,
白纹伊蚊或其他在容器内繁殖的伊蚊就会在诱蚊产卵器中产卵. 经验表明, 把一个 2x4
英寸的硬纸板条浸入诱蚊产卵器水中和加入枯草浸液将会增强诱蚊产卵器对蚊子的吸
引力. 这些诱蚊产卵器对于在给定区域内确定媒介生物的数量和评估干预措施的影响
非常有用. 建议布置诱蚊产卵器的数量超过计算量的 10%, 以允许由于自然干扰或无
意的移动而损失的诱蚊产卵器.
诱蚊产卵器可以由 4D 型太阳能电池或6v直流电作为驱动来部署收集准备产卵的库
蚊. 诱蚊产卵器含有一种溶液可以吸引正在寻找产卵地点的雌蚊 (图 17), 这种溶液可
以使用枯草浸液或类似的有机材料进行配制. 诱蚊产卵器应该是便携式的, 可以放置在
的任何需要的地点.
5.5.2 幼虫
在入境口岸, 蚊子幼虫的调查是一种有效的蚊虫监测和控制手段. 它们被用来确定本
地或/和外来虫害和蚊媒位置的分布、物种和种群密度. 按蚊幼虫在水面平行浮动 (图
14),而库蚊和伊蚊幼虫则倒挂着将呼吸管的末端伸至水面 (图 15、16). 即使没有经验
和敏锐的观察力的人也能很容易区分库蚊和伊蚊的幼虫, 因为后者身体更长并且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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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子样游动. 幼虫监测是预测成虫的出现并建立最佳幼虫控制措施的应用频率的关键.
幼虫监测也有助于预测对蚊子成虫控制的需求, 以及评估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多种指数
被用来表达幼虫监测的结果. 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指数是孳生指数、房屋指数、容器指
数、布雷图氏指数和蛹指数 (附件 8).

图 14. 按蚊幼虫

图 15. 库蚊幼虫

图 16. 伊蚊幼虫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文本框 2. 在口岸对卵、幼虫和蛹进行采样的目的和范围

• 对 蚊卵及幼虫的监测对了解外来侵入并试图定植于当地生态系统的媒介生物是
至关重要的.
• 监测提供了栖息地选择的第一手信息, 它可使病媒生物及害虫选择的栖息地被优
先采取控制措施.
• 对 蚊卵和幼虫的日常监测为描述蚊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繁殖情况提供了一个更
加完整和准确的资料, 以推算出蚊子的产量为基础, 对蚊媒的处理方法在空间和
时间上进行调整.
• 卵和幼虫监测可对杀虫剂应用和控制措施进行连续性评价.
• 卵和幼虫监测让人们了解到媒介的物种分布、密度、季节消长和丰度.
• 补充蚊子成虫监测可获得的知识(如诱蚊灯、人诱法、蚊虫停落率等).
• 杀虫剂耐药性也可以通过幼虫监测程序进行监控.
5.5.2.1 未成熟蚊子取样测量工具的组成部分

1. 一个尺寸足够大的帆布采集袋
2. 碗状的长柄勺 (― 300 毫升容积)
2. 筛子/过滤器
3. 带螺旋帽的塑料容器
4. 装有橡皮吸球的玻璃吸量管 (长和短)
5. 手持放大镜头
6. 手电筒和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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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钳子/镊子
8. 现场用的笔记本和笔
9. 肥皂
10. 小毛巾
11. 驱蚊乳液或者驱蚊霜
12. 可贴在标记容器上的不干胶纸标签
为一个操作人员和一个检查员组成的小组提供一个野外工具箱.
5.5.2.2 幼虫抽样技术

不同的繁殖环境应采用不同的抽样技术 (http://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
atoz/9789241505819/en/). 按蚊、库蚊和伊蚊幼虫都有各自独特的习性. 虽然按蚊幼
虫平行于水面是为了通过呼吸孔呼吸, 库蚊幼虫利用呼吸管穿透水膜悬挂在水面, 伊蚊
幼虫像库蚊幼虫一样悬挂, 但是伊蚊幼虫更喜欢呆在有同伴的“学校”里并且表现为鞭
打侧向运动, 这是它们独一无二的特点. 这些基本事实为大部分的昆虫学家和从事日常
幼虫监测工作的人员所熟知. 蚊子表现出显著的繁殖栖息地选择性, 这些知识可以系统
地应用在幼虫抽样和物种特异性控制方面. 例如如果怀疑或证实了在任何入境口岸有按
蚊入侵, 工作人员就应排查口岸中适合按蚊幼蚊的以清洁水为主的栖息地 (自然或人造
的). 另一方面,可以在积水—容器、废品、水泥搅拌机或轮胎等类似的栖息地找到伊蚊
幼虫. 库蚊幼虫很可能会在有机物质丰富的水体中被发现.
寻找蚊虫栖息地时, 要小心地、面对太阳行动、慢慢靠近, 以防止你的影子照到孳生
地, 不然幼虫会受到惊吓而潜到了水底, 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它们再次上升到表面. 一
些品种例如斯氏按蚊可以长时间保持潜水. 如果水面被强风干扰, 迎风面则是抽样的首
选. 幼虫往往喜欢在池塘、游泳池、湖泊中接近边缘的地方活动, 特别喜欢靠近漂浮植
物, 尤其是在浮游植物或水草还有藻群组成的不受阻碍的小区域里, 这些地方为蚊子幼
虫提供了保护, 幼虫的捕食者很难能游进去. 在浸渍法取样之前可以先用视觉评估幼虫
的存在. 在漂浮的树枝或原木的附近将最有可能发现幼虫, 在这里抽样是最有收获的.
目前有不同的取样方法, 包括在浅水面用碗捞取采集按蚊、使用完全或部分浸没的取
样设备或者使用显影容器作为背景来找出幼虫或蛹, 然后收集它们. 最常用的技术是利
用简单的吸取来从长柄勺中收集幼虫. 虹吸管可以用于从树洞、叶腋或容器和轮胎中
的幼虫采集. 其他采样设备如网和过滤器也可用于幼虫的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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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蚊子在港口、机场、陆路口岸和边境可能的孳生和栖息地栖息地

孳生地

栖息地

池塘

民居/公共洗手间

水坑

棚屋

河沟

室内悬挂的物体

地面排水沟

裂缝

草地和沼泽地

野生的和花园中的灌木丛/植被

矿井和洼地

家具下方

大片的废弃的、积水的洼地

窗帘

不同种类和形状的容器

储水池旁边和下方

水箱

货箱/货舱

消防龙头

工作台

轮胎包括挡泥板

建筑墙壁和屋顶下方

地面和高架水箱

敞开的行李箱/货箱或者集装箱

化粪池

纸箱和集装箱

露台/屋顶/门楣

报废的工艺品, 车辆、船舶等

工地/在建工程的养护用水

轮胎废物

天井

遗弃的构筑物/建筑物

铁矿石装载机铲斗

树洞

下面是在口岸的港口、机场平台、起重吊架、行李、货物区域和陆地过境点对蚊子幼
虫进行调查和识别的步骤和方法:
步骤1: 在入境口岸、人居地和口岸周边 400 米范围内, 对所有潜在的媒介孳生地进行
探测和绘制地图.
步骤2: 对孳生地进行拍照.
步骤3: 盘点潜在媒介/蚊子孳生地, 并且随着季节和时间及时更新. 并把它们分类为临
时性和永久性孳生地.
步骤4: 采用适当的抽样方法来组织幼虫调查 (附件 4).
步骤5: 将幼虫 (如果在同一栖息地发现蛹则同样需要收集) 和幼虫栖息地的水一同收
集到带有螺旋帽的塑料容器中, 并将样本送往昆虫饲育所进行养育和培养成虫. 集水容
器的水量应在水瓶的 3/4 处, 并拧紧瓶盖, 对每个集水瓶做好标签标记. 标签内容应有:
孳生地点、详细位置和取样日期. 注意, 在交通工具运输样品时, 必须避免急促的动作,
这些动作可能导致幼虫的机械损伤和死亡.
步骤6: 轻轻地把水和蚊子幼虫及蛹倒入容量为 300 毫升的碗或盆或塑料/搪瓷托盘中.
步骤7: 按照 60:40 的比例混合酵母粉和研磨的狗饼干作为幼虫日常饲料. 也可以将婴
儿配方食品连同研磨的鱼粉片按相同比例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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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用棉布覆盖碗口, 在碗口的边缘用橡皮筋捆上.
步骤9: 把蛹从幼虫中分离出来, 并且将它们分别放在同样碗口被捆绑牢固的碗里, 直到
成虫的出现.
步骤10: 利用一个标准手持口抽吸器塑料管或使用电动抽吸器插入网孔, 从碗中把成
虫小心的取出. 尽可能利用口抽吸器, 这可避免使用电动抽吸器时对成虫造成的可能出
现的损伤. 将成虫轻轻转移到试管里并使用棉塞封闭试管以防止蚊子逃逸.
步骤11: 使用几滴乙醚麻醉成虫, 直到蚊子被迷晕并且运动完全停止为止.
步骤12: 利用标准的形态学关键点在解剖双目显微镜下鉴定被迷晕的成虫, 将他们移
送到一个指定的推荐实验室, 或如果本地有能力的话看可保留样品来进行PCR为基础
的分子鉴定.

5.6 成虫监测
在计划采集成虫之前有以下这些重要的注意事项:
1. 必须有入境口岸及周边地区的本地物种列表.
2. 必须重视蚊子种群积累与季节天气情况的关系. 因此定期监控时,收集到的成虫的在
数量上的自然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
3. 	不同的蚊子种类可能有不同叮咬规律、宿主选择和休眠偏好.
必须在策划阶段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因此对于收集成虫,

4. 当收集到一个侵入性/外来物种时, 可以遵循推荐程序, 物种的特性应该发送给指定
的推荐实验室进行外来物种鉴定 (附件 4). 必要时可以在该地区组织采集更多的标
本. 为了减少/消除风险应迅速启动控制措施, 控制措施必须首先杜绝媒介在入境口
岸、周边引发疾病和传播的机会. 假如不良事件发生, 如暴发, 为了监测影响评价,
相比其他方法来说诱捕器可能是收集成虫的首选方法. 病原体和寄生虫的特性可通
过当地实验室 (如果有设备) 进行鉴别或者把样品送到指定的区域或全球参比实验
室进行鉴定.
5.6.1 捕捉成蚊的准备材料
以下是捕获蚊子成虫需要的材料:
1. 一个足够大现场工作包
2. 手持式和/或电动抽吸器和成虫诱捕器 (有或没有二氧化碳的诱虫灯, CDC诱蚊灯、
紫外线或BG-Sentinel诱蚊灯) (图 17)
3. 试管
4. 标记成虫收集试管的贴纸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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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棉花卷
6. 手电筒和电池
7. 镊子(一个钝的和一个锋利的)
8. 隔开喷雾的白布单
9. 处死蚊虫的杀虫药罐
10. 现场用的笔记本和笔
11. 肥皂
12. 小毛巾
13. 防护装备
在高风险地区, 成蚊采集至少每月一次, 只要气象条件
适宜媒介栖息和生活, 应增加频次至每周或每两周进
行一次.

图 17. 雌性库蚊诱蚊产卵器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5.6.2 实施成蚊控制措施的流行病学方面的注意事项
当实施成蚊总体控制措施时应考虑到以下流行病学观点:
• 为风险评估, 阐述本地丰富的关键物种的季节性和时间性数据.
• 利用绘图来研究媒介/蚊子的分布是否是零散的或随机的, 并研究它们的流行
病学意义.
• 识别口岸及周围媒介监测的风险/薄弱地区. 当怀疑按蚊物种入侵时, 监控可
以扩展到超出推荐半径 400 米以外范围, 这个也取决于蚊虫的飞行范围.
• 描述健康风险相关的媒介、病原体/寄生虫和宿主的存在. 确定船舶是否来自
疫区, 专设特别的靠泊检疫点. 同样, 我们需要知道作为飞机始发地的、一些
有病毒/疟原虫为地方性流行或广泛流行疾病的国家, 现在上述疾病是否正在
流行. 这些内容将支持在薄弱地区为风险评估而开展选择性监测.
• 利用一个输入性媒介描绘当地的传播风险.
• 根据当地的流行病分布情况作为基础,不论是地方性流行还是广泛流行的病
原体, 可对本地媒介携带病原体输出的风险进行评估研究, 的.
• 用于蚊子控制的杀虫剂会伤害食肉动物、传粉昆虫或其他经济物种例如桑
蚕. 可根据政府政策将这些领域/小块地区的媒介控制措施排除在外.
除了建立一个风险管理策略之外, 还可以组织开展对蚊子的影响因素监测、监控和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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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啮齿类:鼠类监测
啮齿动物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鼠型伤寒和食源性沙门氏病菌. 啮齿动物监测对
于鼠种鉴定、判断侵扰程度和采取控制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根据行为和活动模式
追踪、监测和控制啮齿动物.
5.7.1 鼠道和擦痕
老鼠经常活动的路线被称为鼠道. 当老鼠沿着
相同路径来回行进时,

通常会留下变色的痕

迹, 据此可辨认出鼠道 (图 18). 这些鼠道是
由啮齿动物皮毛上的油脂与表面摩擦而产生
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痕迹的颜色会变深,
被称为磨损痕迹. 有时鼠道不容易被发现, 因
为它们可能在管道或空壳的内部, 在隧道的开
口处才可以看见. 屋顶鼠可以在高架电线或管
道、空壳、通风管、铁杆、电缆或覆盖物的
顶部等处留下痕迹.

图 18. 鼠擦痕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5.7.2 鼠迹
用手电筒以一定角度照向甲板观察灰尘中的
鼠迹或滑石粉中啮齿动物的足印.
将会留下清晰的阴影.

这些鼠迹

新鲜鼠迹边缘锐利、

清晰 (图 19), 而陈旧鼠迹可能因为灰尘的堆
积而不明显. 后爪的 5 个指印比前爪的 4 个
指印常见, 也可能两个都能看见. 沿鼠道撒上
一层薄薄的滑石粉,
图 19. 新鲜鼠迹

对于弄清啮齿类的活动

的方向和近期活动量都非常有用.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5.7.3 咬痕
啮齿动物啃咬是为了保持门齿的锋利. 它们啃
咬木头、塑料管道、容器、水泥或金属表面 (
图 20). 表面留下的咬痕和细屑是鼠患的一项
指标. 啃咬面由于老鼠身体的摩擦而逐渐变得
光滑.

图 20. 啃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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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粪迹
新鲜鼠粪呈现柔软、光泽、色深的外
观, 而且不同鼠种粪便的形状和大小各
异 (图 21). 几天后, 粪便变得干而硬.
旧粪便的颜色暗而灰, 容易被棍子碾碎.
粪便常常在食物附近出现, 也可以沿着
鼠道发现.
5.7.5 鼠尿

图 21. 鼠粪挪威鼠钝 3/4”, 屋顶鼠尖 ½”, 家鼠尖 ¼”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鼠类无法自主控制排尿, 因而总是在便溺. 为了沿着鼠道寻找啮齿类的痕迹, 可以用黑
光 (紫外线) 以一定角度照射甲板. 新鲜的鼠尿发出石灰绿的荧光色, 陈旧的鼠尿则成
蓝白色. (图 22、23)

图 22. 船舶检验中用紫外光检查鼠尿

图 23. 紫外光下的尿点

© Tianxiao Chen, 中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Chunxiao Liu, 中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5.7.6 啮齿类动物皮毛
啮齿动物皮毛, 尤其是鼠毛, 在黑光灯下成青白色.
5.7.7 鼠类监测技术
下面监测技术对于检查啮齿动物的存在和评价控制措施的影响非常有益.
5.7.8 诱捕器
专门为啮齿动物设计的诱捕器常用于监测. 小鼠和大鼠诱捕器是不同的. 因为大鼠常常
比小鼠大的多, 它们常常可以从小鼠诱捕器中逃脱. 同样, 小鼠不能触发大鼠的诱捕器.
诱捕器的质量应该是耐用和符合标准的. 不易生锈, 对于目标老鼠的触碰应该灵敏. 一
般建议使用便携和有效地专业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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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1 诱捕器的使用和维护

使用诱捕器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 新诱捕器触发臂的末端通常需要锉得非常光滑, 以保证最大的灵敏性.
• 诱捕器不使用时, 应该放在室内避免弹簧生锈.
• 为了减少生锈, 使用前后都应该用鱼油或融化的蜡处理所有的金属部分. 不能使用抗
锈喷雾剂, 否则其味道会阻止啮齿动物.
• 用钢丝、植被或其他合适的物品牢牢地固定住鼠夹, 避免它被受伤的老鼠、大鼠或
捕食啮齿类的动物拖走.
5.7.8.2 诱捕器的布放

• 啮齿动物经常出现在存放有粮食、剩食、植被或食物残渣的区域. 当看到鼠粪、鼠
迹或鼠擦痕时, 就在那儿布置诱捕器.
• 诱捕器应布置在船舶停靠的平台附近. 要注意的是, 老鼠往往会沿缆绳向下移动, 除
非使用防鼠板.
• 所需诱捕器的数量取决于检查区域的大小、能够熟练操作的人员数量以及捕鼠器的
供给情况.
• 啮齿类, 尤其是挪威大鼠, 对人类的气味或香味非常敏感. 诱捕装置必须牢固地放置
在地上, 并且有防止受惊老鼠逃逸的措施.
• 如果监测地不止有一种老鼠, 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布置不同的诱捕器 (图 24). 应该
检查捕获鼠带蚤情况等 (图 25).
• 在同一个区域布置2种诱捕器, 彼此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 鼠类喜欢沿着墙边走动, 诱捕器应该尽量靠墙布置.

图 24. 鼠疫监测中放置鼠笼采集鼠蚤

图 25. 在捕获鼠中采集鼠蚤

©Chunzhong Zhao, 中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Chunxiao Liu, 中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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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3 诱捕器的遮盖

• 诱捕器的遮盖物应确保老鼠从鼠笼最优一侧接近鼠笼并被捕获.
• 遮盖物可以防止诱捕器受天气或其他动物的影响, 并且有助于减少非目标动物被
捕获的可能.
• 遮盖物可以由任何可用、便携的材料制成 (如金属丝网、透明的塑料片或塑料排
水管).
• 诱捕器应该始终有一个遮盖 (通道).
• Black Trakka™ 追踪垫所配合使用的黑塑料管也适合遮盖鼠夹.
• 用石头、小棍子或线钉将遮盖物固定到位. 将弯曲的铁丝圈或类似的东西放置在
入口处, 以防非目标动物的进入.
• 如果使用遮盖物, 一个遮盖物下可以背靠背设置两个诱捕器. 两者之间放置铁丝
圈或分叉的细棍有助于防止一个诱捕器触发另一个.
• 确保遮盖物不妨碍诱捕器发挥作用. 为了测试, 在选定的遮盖物内触发选定的诱
捕器. 如果诱捕器的长臂触碰到遮盖物的任一点, 就需要加大遮盖物.
5.7.8.4 诱捕器的诱饵

• 为了保证监测一致性, 常使用同种类诱饵.
• 一定比例花生酱和燕麦片的混合物是鼠夹指数用可靠而标准的推荐诱饵, 持续性
非常好. 其他合适的诱饵还包括烤椰子、奶酪、坚果、巧克力、培根或浸过鱼油
的肉皮.
• 每 当诱饵因雨水、炎热的天气、发霉或部分被蚂蚁或其他昆虫吃掉而降低引
诱力时, 需要更新诱饵.
5.7.8.5 鼠夹指数

• 密度指数在同一地区不同季节之间鼠密度的变化方面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 鼠夹放置的越多, 捕获的个体就越多. 例如, 取两个鼠密度相同的地方 (地点1和地点
2). 如果在地点1放置了 50 个鼠夹, 在地点2放置了 100 个鼠夹, 其他不变, 你将看到
地点 2 捕获的个体数是地点1的两倍. 密度指数是对鼠夹放置数量校正后被捕获的个
体数量的一种测量.
计算鼠密度指数的例子如下:
鼠夹放置的数量 = 100
夜间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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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鼠夹夜间数 = 100 x 3 或 300
假设捕获 14 只老鼠, 36个鼠夹被触发但未捕到老鼠
失效的鼠夹夜间数 = 1/2 (捕获数+被触发但未捕到老鼠的鼠夹数)
= 14 (捕获数) + 36 (被触发但未捕到老鼠)
= ½ x 50
= 25
因此, 校正后的鼠夹夜间数是:
= 总的鼠夹夜间数－失效的鼠夹夜间数
= 300 – 25
= 275
密度指数 = 捕获数 x 100 / 校正的鼠夹夜间数:
= 14 x 100/275
= 5.09 捕获数每 100 鼠夹夜间数
来源: 摘自Seniloli E and Rasalato S. Bird Life International Pacific Secretariat. Unpublished information: Post
eradi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Ringgold Islands), 2009.

5.7.8.6 诱捕指数的计算方法

• 常常使用相同品牌的诱饵来完成诱捕指数 (否则诱饵效力不同带来的误差会使结
果之间无法比较);
• 一条指标线上最好至少均匀分布 25 个点. 每个点的遮盖物下有 2 个诱捕器.
• 为了发现老鼠的夜晚变化和活动, 常常需要监测 3 个夜晚.
•诱
 捕指数方案中, 每个生境校正夹夜数至少是 100. 例如, 每个晚上50个诱捕器,
3 个夜晚最多 150 个夹夜数.
• 鼠夹布放点之间的间隔应尽可能的大, 并处于 25-50 米的范围内. 必要的时候可
以使用卷尺. 对于鼠类的周期性监测, 固定的鼠夹指数标志线要准确测量, 要标明
鼠夹设置点.
• 为了保持一致性, 诱捕期间每个布放点可以有或没有遮盖物. 经验标明, 诱捕器的
遮盖物会影响诱捕的成功, 因此, 在诱捕期间应将它们留在原处, 以便老鼠习惯它
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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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6.1 捕鼠器普查法

用神奇捕鼠器或谢尔曼捕鼠器捕获活鼠, 在鼠脚趾上标记并释放. 大约一周左右再重新
捕获该鼠. Lincoln 指数计算如下:
N = Mn
m
这里
N = 总鼠数
M = 第一次捕获的老鼠数
N = 第二次捕获的老鼠数
M = 第二次捕获中再次被捕捉 (已被标记的) 的老鼠数
5.7.8.6.2 活穴计数法

活穴计数法是估计老鼠数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因为它基于对指定区域内鼠类活穴
的直接观察. 此法包括第1天封闭所有的洞穴, 第2天再封闭所有活跃的 (打开的) 洞穴,
并在封闭前放置诱饵混合物, 最后在第3天统计洞穴被打开的实际数. 这就是该地区老
鼠数量的一个粗略数. 然而, 该方法的局限性是不能确定同一个洞内生活的鼠数量.
5.7.9 追踪隧道
鼠夹的一种替代品是追踪隧道——长方形硬纸盒, 内有吸引包括鼠类在内的小动物的
美味诱饵, 例如烤椰碎、巧克力、花生酱或鱼 (Gillies and Williams 2013). 可通过这
些动物留下的足印来追踪它们. 外来啮齿动物的足印很容易被有经验的监测者区分. 使
用追踪隧道有许多优点:
• 追踪鼠类比活穴计数法更有效;
• 必要时可以放置许多夜晚;
• 不会杀死啮齿动物, 因此也不会吓到其他接近笼子的动物;
• 易放置和维护;
• 不伤害非目标物种;
其最大的缺点就是, 如果监测期间发现有外来啮齿动物, 就必须用进一步的控制措施杀
死它们, 而追踪隧道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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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1 追踪隧道的放置

对于大鼠来说, 可以沿着网格 (这样更容易定位和监控追踪隧道) 的样线间隔 50 米
放置隧道, 而对于小老鼠, 间隔 10-25 米即可. 追踪隧道容易制作, 但现成的 Black
Trakka™ 隧道效果更好, 而且使追踪的结果具有可比性. 利用以下信息可对足印

进行鉴定:
http://www.doc.govt.nz/Documents/science-and-technical/
inventory-monitoring/im-toolbox-animal-pests-using-tracking-tunnels-tomonitor-rodents-and-mustelids.pdf

5.8 鼠蚤的监测
蚤类是鼠疫的主要媒介; 掌握本地蚤类种属及其宿主对于评估人间鼠疫感染的风险并
制定出符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控制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本地蚤类种属作为鼠疫传播媒
介的相对重要性通常由分析相关监测数据决定,
包括每一宿主的平均蚤数、宿主喜
好和采集蚤的鼠疫杆菌的感染率.
因此今后的监测精力可以集中在重要媒介及其宿
主方面, 从而在提供最相关的控制信息的同时降低成本. 宿主/蚤类数据也提供了有
关何种哺乳类宿主参与了地方流行病传播的间接线索. 例如, 鼠疫流行期间, 岩松鼠
(Spermophilus variegatus) 的死亡数高, 而且常见的是, 此时岩松鼠上的常见的寄
生蚤: 蒙大拿山蚤 (山穿手蚤) 也被发现存在其他宿主上, 例如其他的松鼠科动物、兔
子、老鼠或木鼠等. 每一宿主携带的蚤数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某种蚤不是鼠疫的主要传
播媒介时, 每一宿主上蚤的平均数量的增加也就关系不大. 然而, 当某种蚤是疾病的传
播媒介 (如Xenopylla cheopis), 且鼠体上的蚤数增加超过一定水平时, 就需要启动控
制措施, 以降低人类感染和流行鼠疫的风险 (WHO 2009b).
5.8.1 鼠蚤指数
鼠蚤是体外寄生物, 可以在老鼠的颈部、颈部下方和背部发现. 采用神奇捕鼠器或谢尔
曼捕鼠器捕捉活鼠. 第二天清晨收集所有的捕鼠器. 将捕鼠器置于袋中并拿回实验室,
用乙醚麻醉老鼠. 处理老鼠的过程中要始终带着手套. 用梳子梳理活鼠, 并用吸管收集
白色搪瓷盆中的鼠蚤. 检查脱落到袋中的鼠蚤并同样收集起来. 有超过1500种的蚤类.
入境口岸应有一指导手册用以鉴别本地蚤属和主要的全球性蚤属. 用以下公式计算鼠
蚤指数.
收集到的鼠蚤总数
绝对鼠蚤指数 =
捕获到的老鼠总数
换句话说, 绝对鼠蚤计数是捕获鼠的平均带蚤数.
收集到的特定种鼠蚤总数
特定鼠蚤指数 =
捕获到的老鼠总数
换句话说, 特定鼠蚤计数是捕获鼠的某一特定种鼠蚤的平均带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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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白蛉监测
为了对白蛉种群进行抽样研究, 采用人诱采集 (HLCs) 、粘性蓖麻油诱捕器、有或无
CO2 源的CDC简易无饵型、白炽灯或紫外灯诱捕器 (图 26、27). 尽管人诱采集法
远比其他方法有效, 且有能捕捉到活白蛉的明显优势, 但其主要缺点是人饵和收集者
暴露于感染利什曼病的风险之中, 因而成为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 人诱采集法的成效
也有赖于收集者的熟练程度和警觉性. 不同的人引诱力的相对差异也会影响到采集
结果. 另一方面, 粘性诱捕笼、无光源或无饵诱捕器可以收集就近的白蛉, 而CDC白
炽灯和紫外灯诱捕器可以吸引远处的白蛉, 紫外灯配合 CO 2 的使用将增强引诱力.
(Kline等, 2011)

图 26. CDC白蛉白炽诱捕灯

图 27 CDC紫外线白蛉诱捕灯

©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6. 口岸媒介控制
6.1 原则与目的
口岸的虫媒控制工作在预防病媒物种通过陆路 (货车或火车) 、空港 (飞机) 及水路 (港
口船舶) 的传入及传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 病媒生物经口岸侵入其它国家,
不仅适应了当地气候还传播了疾病的情况非常多. 例如在法国、摩洛哥、突尼斯及其
它一些国家曾在机场发生疟疾疫情, 另一个例子是白纹伊蚊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
到达地中海国家的地理扩散.
媒介生物综合防治 (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 IVM)
媒介生物综合防治 (IVM) 被定义为: 为媒介控制选择最佳资源利用方式的理性决策过
程. 其中包括五个要素: 1) 决策必须有据可依; 2) 综合应用疾病控制方法处理问题; 3)
卫生部门间以及与其它相关部门间的协作; 4) 宣传、社会动员及法制化; 5) 开展能力
建设. (Beier 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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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要求, 媒介生物综合防治工作是一个处于动态变化和不
断发展的领域. 媒介生物综合防治 (IVM) 策略目的是: 用投入最小的方式达到疾病控
制效果收益的最大化, 同时也能够实现对生态系统 (如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及公共卫
生的不良副作用最小化. 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的风险范围从杀虫剂的急性暴露到
残留杀虫剂导致的有毒化学物质富集, 同时还要注意病媒生物对某些广泛使用的杀虫
剂产生耐药性的问题. 关于媒介生物综合防治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www.who.
int/heli/risks/vectors/malariacontrol/en/.
WHO新的全球策略大纲将媒介生物综合防治 (IVM) 定义为: 一项提高效率、成效
比、生态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病媒生物控制策略. IVM鼓励实施多种疾病控制方法, 与
其它病媒控制方法相结合, 通常系统化考虑、综合和协同应用一系列干预措施. 2004
年, WHO在全球范围内采用媒介生物综合防治策略, 对所有媒介传染病进行控制.
6.1.1 蚊媒
媒介生物综合防治是口岸进行媒介控制的一项重要措施. 有许多已经检测的控制措施,
以下列出最优几项:
1. 环境治理:
• 清除孳生地
• 栖息地环境改造、管理
2. 物理防制
• 安装纱门纱窗
• 给排水设施的挡泥板钻孔
• 清理并合理放置废弃物
3. 生物防制
• 投放食蚊鱼
• 使用生物杀幼虫剂
4. 化学防制/杀虫剂处理
• 应用幼虫杀灭剂
• 成蚊控制
- 喷雾
- 室内喷洒
- 使用经杀虫剂处理过的物品或特殊部位
- 蚊虫驱避剂

47

6.1.2 蚊媒控制方法的选择
根据各口岸、陆路过境点或交通工具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选择适合的媒介防控方法.
生物控制方法的选择, 以生物杀虫剂随时间推移体现出更高的安全性和成效比为优. 在
疫情暴发/紧急情况发生时, 则需要结合其它疾病控制方法, 采取更加直接、有效的行
动地去杀灭入侵的蚊媒或阻止疾病暴发. 如: 在疾病暴发或有证据证实外来物种入侵的
情况下, 使用热/冷烟雾法即可快速扑灭.
6.1.3 蚊媒控制的准备
蚊媒控制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准备措施包括如下:
• 足够的合格实验室及现场工作人员
• 配备化学杀虫剂/生物杀虫剂、喷雾器及个人防护用具
• 有工程部门或者工程承包商支持实施物理防制、环境改造的防控措施
• 常规监测方案为蚊媒控制行动和及时确定蚊媒控制措施提供决策证据
• 幼虫及成蚊的生物鉴定工具
• 与参比实验室保持联系
• 影响评估方案
注: 以上系显而易见的要求. 蚊媒控制工作必须由专业人员或者机构开展.

6.2 幼虫控制
6.2.1 清除媒介
在口岸防控工作中, 可在本地工程师的帮助下, 采用开挖沟渠、填充低洼积水及清理瓶
罐积水等方法来永久消除蚊虫的孳生地.
口岸环境卫生设施应进一步加强, 方法包括: 定期清理垃圾及粪便等污物、合理布设有
盖垃圾箱, 并定期清理. 口岸公共厕所应是冲洗式的, 而不是旱厕. 建造三格化粪池, 并
严密加盖, 防止溢漏, 清除苍蝇孽生地.
6.2.2 环境治理
控制媒介的环境治理措施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被证实其有效性; 这些措施在长期应用
中体现了长效、安全、成本效益高的特点. 措施包括: 建立防护带减少媒介侵入、环境
改造和使用工程方法消除媒介的栖息场所. 这种不使用杀虫剂的方法的好处在于对港
口脆弱的生态系统不产生危害. 这些环境管理工作可作为工程部门和养护部门在日常
进行例行维护服务的一部分, 同时也要有一套特殊的备选方案以防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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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废弃物

在港口的商业区域和住宅区产生的废弃物, 给许多病媒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 特别
是在雨季 (图 28). 口岸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必须得到有效组织并应该作为日常基础工作
的一部分. 废弃物可断断续续地储存积水, 成为孵育蚊子的合适场所, 如安全帽、马桶
水箱、料槽、玻璃纤维器皿、水桶和鼓状物体, 都必须将开口朝下放置 (图 29).

图 28. 口岸的废弃物为蚊子特别是伊蚊提供了落脚点

图 29. 等待处理的废弃物应开口朝下倒置在地面上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6.2.2.2 轮胎

臭名昭著的轮胎为伊蚊提供了安全的孳生场所. 轮胎已经被证实是将白纹伊蚊由日本
海运到美国, 并在美国成功繁育的元凶. 无论是散乱地放置还是整齐地编排, 都是很难
使用杀虫剂对单个轮胎进行处理 (图 30).

图 30. 轮胎的蓄积雨水为伊蚊提供了孳生地 (有时也可
能偶尔有按蚊的孳生)

图 31. 轮胎垂直码放并在上覆塑料布, 下雨时加盖平板
以防雨水蓄积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轮胎应放置在干燥的室内, 也可以把它们垂直地叠起来 (如图 31), 在每一叠的轮胎顶部
盖上塑料布, 并加盖一块木材/金属平板在上面以防止进水. 轮胎还可以一个个地被绑
在码头上, 作为防止船体碰损的防护垫 (如图 32); 那么对这些轮胎要在第 3、6、9、12
点钟的位置钻孔, 防止水在轮胎内蓄积而成为蚊子特别是伊蚊 (图 33) 的孳生场所. 钻
孔尺寸必须足够大, 以免出水口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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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当避碰轮胎蓄积了雨水, 就非常有可能给随船到
港的蚊子提供了首个落脚点

图 33. 在轮胎上第3、6、9、12点钟的位置打孔, 防
止水蓄积.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6.2.2.3 矿物装载机铲斗

闲置的大型矿物装载机铲斗能够蓄积雨水, 在雨季为蚊虫提供孳生的场所 (图 34).
把这些铲斗倒置才是安全的保管方式 (如图 35).

图 34. 蓄积雨水的矿物装载机铲斗

图 35. 倒置的矿物装载机铲斗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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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地面储水罐

工地上开口的储水罐为蚊子提供孳生场所而产生健康风险 (图 36). 当这些储水罐不用
时, 罐口必须保持封闭并且罐体倒置放置 (图 37). 任何时候半开放式高架水箱也应保
持气密盖封闭、溢流管应该用纱布覆盖, 以防止蚊虫进入 (图 43).

图 36. 工地上敞开罐口的储水罐
(© Ashwani Kumar)

图 37. 断开式高架槽应保持倒立
(© Ashwani Kumar)

6.2.2.5 地表排水沟

地表排水沟应该边缘平滑, 以确保水流顺畅不起波纹; 这是因为排水渠波状的边缘会形
成口袋状的水洼, 成为库蚊良好的孳生地. (图 38 和图 39)

图 38. 排水沟波状的边缘和漂浮的塑料袋形成了孳生
库©蚊的口袋
(© Ashwani Kumar)

图 39. 边缘平直的地表排水沟能让流水自由流动
(© Ashwani 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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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 防蚊箱

防蚊盖的组件应该安装在港口和机场的所有位置的防蚊箱上 (图 40).

图 40. 为防蚊箱盖能够与检修箱边缘紧密地契合

图 41. 密封化粪池防止库蚊尤其致倦库蚊的孳生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化粪池: 化粪池能够为滋扰的蚊虫和传播丝虫的致倦库蚊提供良好的繁育场所. 密封化
粪池, 确保蚊子无法进入并繁殖 (图 41). 化粪池的通风管也应覆盖尼龙网 (图 42).

图 42. 通风管顶端敷尼龙网阻止蚊子进入

图 43. 高架水箱的溢流管缠上尼龙网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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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水箱的防蚊盖: 水箱的溢流管应覆盖尼龙网 (图 43). 高架水箱的锻铁防蚊盖能防
止蚊虫进入. 当关闭防蚊盖组件时, 圆形的盖子应覆盖整个边框 (图 44).

图 44. 高架水箱的防蚊盖组件

图 45. 口岸放置的铸铁弯管为蚊媒提供了孳生地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口岸其他有助于蚊子孳生的环境:
弯管: 管材的接头可以蓄积雨水并利于蚊虫繁殖, 因此应该把它们倒置于室内防止蓄积
水 (图 45).
铸铁平台: 港口的铁浮平台在雨季也能蓄积雨水 (图 46), 这种情况必须合理地进行处
理.

图 46. 积水的铸铁平台

图 47. 积水堵塞的屋顶天台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积水堵塞的屋顶平台: 平台的排水管被堵塞并积水时, 为蚊子孳生提供良好的条件
(图 47).
口岸新建项目: 口岸周边的建筑工程应被谨慎地监控, 并应采取多种措施预防蚊子孳
生 (图 48 和图 49). 凡是能够储蓄积水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外来媒介的理想孳生地和
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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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口岸建筑工地是蚊子孳生的极大隐患

图 49. 港口内新建工地的积水

(© Ashwani Kumar)

(© Ashwani Kumar)

6.2.3 生物防治
生物控制剂 (苏云金杆菌或鱼) 可以被利用去影响媒介的繁殖、生长和活动, 或改变媒
介传染病的疾病传播动力学, 而又不会危害环境和生态系统.
6.2.3.1 生物杀幼虫剂

生物杀幼虫剂由苏芸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种配制成湿性粉剂、颗粒和块状已在市面上
销售. 可湿性粉剂是水悬浮液, 并且可以用背负式喷雾器进行喷洒; 而颗粒剂可以人工
播洒使用.
6.2.3.2 食蚊鱼

食蚊鱼和孔雀鱼是两种被广泛应用于媒介生物控制的以幼虫为食物的鱼类. 他们是很
小的浮游鱼类, 自主繁殖 (每 2-3 个月繁殖一次), 繁殖幼鱼 (即卵胎生). 在他们活动范
围内, 喜好并积极觅食蚊子幼虫. 全球各地有很多本地极小鱼种可经当地评估并用于媒
介生物控制.
6.2.4 化学杀虫剂
有机磷 (OP) 化合物液体配方对按蚊幼虫通常是有效的. 当用1ppm浓度的药物间隔
两周使用背负式喷雾器或机动式喷雾器喷雾, 或按产品标签上说明使用可以有效的控
制库蚊和伊蚊.

6.3 成蚊控制
滞留化学杀虫剂可根据目标蚊种、杀虫剂的敏感性、可控性和残留功效来使用. 认真
计划喷雾操作是很重要, 须提前通知社区. 应该告知公众杀虫剂喷洒目的以及在喷洒时
和喷洒后必要的注意事项.
屏障滞留喷洒对于防止媒介生物入侵陆地边境很有意义. 根据所使用的杀虫剂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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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在最敏感的季节, 特别是在热带国家, 需要两轮或三轮喷洒才能提供防护. 此外,
浸渍长效滞留杀虫剂的布可以贴在内墙上来有效控制蚊子、臭虫、蟑螂、苍蝇和白
蛉. 建议在口岸周边 400 米范围内的工人休息室和居民区内使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港口、机场的建筑物和办公室以及周边 400 米以内的居民区可建议使用经杀虫剂处
理的窗帘.
冷/热烟雾可以有效地快速杀灭口岸本地和外来媒介生物的. 热和冷烟雾使用的设备和
药剂不同. 喷雾的时机 (如喷雾的时间、天气状况尤其是风速和风向) 是成功作业的重
要因素. 热烟雾是可见的, 渗透率大于冷雾, 冷雾是不可见的, 但可很好的应用于建筑和
户外植被上. 为了避免哮喘患者、婴儿和公众接触到冷热烟雾, 应及时预告公众.
所推荐杀虫剂的更多信息、剂量、方法、器械设备、和冷热烟雾的防护装备等, 请访
问: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00791_eng.pdf
6.3.1 杀虫剂的抗药性管理问题
重复使用同一杀虫剂可能会导致耐药性的出现, 因此有必要建立当地耐药性管理方案.
• 组织监测以确定最近喷洒杀虫剂是否已经在目标种群中取得了预期的影响.
• 使用标准的生物鉴定 (包括幼虫和成虫) 以确定所使用杀虫剂的效果.
• 对同一类杀虫剂的交叉耐药迅速发生在媒介生物种群. 因此不同类型的杀虫剂可以
交替式或轮换式使用来延迟对一种特定杀虫剂的耐药性.
• 使 用 不 同 的 媒 介 生 物 控 制 技 术 ,
如 交 替 使 用 化 学 和生物杀幼虫剂或使用多种
方法控制媒介生物 (例如使用杀虫剂和非杀虫剂方法) 有可能延缓耐药性的产

生. 杀虫剂耐药性管理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ho.int/iris/bitstre
am/10665/44846/1/9789241564472_eng.pdf.

6.4 飞机除虫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休闲、医疗旅游的增加使航空运输大为增加. 曾发生多起疟疾经
输入染疫病蚊媒而传播的事件, 导致在无疟疾国家 (如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
意大利和德国) 机场周边居住人群感染疟疾. 这些被传染的人们过去既没有到过疟疾
流行区, 也没有输血或静脉注射药物史. 媒介生物从流行地区 (如非洲) 经飞机运送并
引起疟疾散发病例. 这一机场周边感染疟疾的现象即俗称为“机场疟疾”. 最近的例子
是 2013 年发生在突尼斯的四例疟疾 (Siala et al. 2015). 目前世卫组织推荐的四种预
防机场疟疾和其它媒介传播疾病的飞机除虫方法是: 飞行前喷洒、离港喷洒、下降前
喷洒、滞留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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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起飞前喷洒
飞行前由地勤人员快速地采取有限杀虫剂滞留喷洒作业, 对驾驶舱、客舱等区域进行
喷洒, 包括厕所、客舱上方和侧方的储物柜、衣物柜和机组人员休息区域. 在乘客登机
前但不超过关机舱门前一小时实施喷洒. 目前应用推荐使用 2% 的氯菊酯, 按照顺式:
反式 (25:75) 制剂配制, 即 0.7 g a.i./100 m3. 各种型号飞机配方为每 100m3 使用 35

克, 雾滴大小为 10-15 微米. 飞行前喷洒结束后, 下一步就是飞行中喷洒, 即当飞机开
始下降到达机场前进行喷洒.
6.4.2 离港喷洒
当乘客登机后, 机舱门关闭后和飞机起飞前, 喷洒工作由机组人员来执行. 使用含有速
效作用杀虫剂的气雾剂罐来喷洒. 客舱喷涂时空调系统应被关闭. (驾驶舱在驾驶员和
乘客登机前喷洒). 顶部行李架的门只有在喷洒完毕后才能关闭. 目前 WHO 推荐含有
2% d-苯醚菊酯气雾剂, 气雾剂的喷雾量应控制在 0.35g/m3 (即 0.7 克 a.i./100 m3).
货舱也应除虫.

6.4.3 下降前喷洒
在飞机开始下降到达机场前实施下降前喷洒. 目前 WHO 推荐使用含有 2% d-苯醚菊
酯的气雾剂, 并在空气再循环系统正常流动时实施. 喷雾量按照标准喷雾率 1 g/s 和
0.35g 每 100 m3 (即 0.7 克 a.i./100 m3) 实施. 如 «国际卫生条例» 附件 9 所指出, 飞

行过程中每个除虫的细节 (部位、日期、时间、方法等) 都需要在飞机总申报单的卫
生部分注明.
6.4.4 滞留喷洒

按照 WHO 的规范要求, 除了食物准备区外的客舱和货舱的内表面, 均应用带有恒流
阀和扇形喷嘴的压缩喷雾器进行喷洒 (WHO, 2010) 1. 目前世卫组织推荐氯菊酯 25:75

(顺式: 反式) 制剂, 一次用量为 0.2 g/m 2, 使用间隔不超过两个月. 乳液用 10ml/m2,
避免流失. 滞留喷洒由专业防虫公司在飞机内部表面进行喷洒, 目的是为了持续残留.
在电敏感地区, 可能需要使用一个气雾罐来代替压缩喷雾器. 处理完成之后, 在工作人
员和乘客登机来清除空气中喷雾的挥发性组分前, 空调系统至少运行一个小时. 处理
间隔期的重点清洗部位需要进行修补式喷洒. 杀虫剂, 包括喷雾罐, 应符合国家法规和
国际标准以及 WHO 有关杀虫剂的规定. 喷雾操作应遵循国际法规和 WHO 推荐的程
序, 也符合抵达国家的检疫要求.

2

https://extranet.who.int/iris/restricted/handle/10665/4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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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啮齿动物预防
6.5.1 卫生
啮齿动物很容易被食物和垃圾吸引, 并为了往返该场所而藏在附近的洞所. 在船上, 通
过正确处理和存储干食品和消除垃圾将大大减少鼠类进入的机会. 在客货船舶上必须
一直保持高质量卫生状况.
6.5.2 防鼠板
使用防鼠板可以防止老鼠入侵船舶或从船舶逃窜到
港口 (图 50). 一个标准的防鼠板最小直径有36英寸
(91.4 厘米), 锥角 30o, 应该由18 型 钢或铝制成. 防
鼠板必须安装在朝向船的锥体最尖处, 距离码头至少 6
英尺 (1.8 米), 距离船舶至少 2 英尺 (0.6 米).
抹布可以被用来填塞防鼠板的空隙. 抹布要牢固, 以防
止松动或被老鼠拉开. 供电线应保持在水面外. 如果两
条线彼此靠的很近, 要么将两条线通过同一个防鼠板,
图 50.带有防鼠闸板的抛锚船只
要么并行式或接触式安装防鼠板. 这将防止老鼠从一
(© Ashwani Kumar)
条线跳到另一条, 绕开防鼠板使它们失效. 需要指出的
是, 除港口发生瘟疫外, «国际卫生条例» 不再要求船舶停泊时使用防鼠板. 然而, 防鼠
板仍被建议用于防止啮齿动物在船舶和港口之间的活动, 特别是在大量的啮齿动物存
在的港口. 不管是否使用防鼠板, 在每个船舶上应时刻保持对食物和食物残渣的适当处
理措施, 以减少对啮齿动物的引诱.
6.5.3 光照限制啮齿动物运动
老鼠是夜行动物, 因此它们躲避灯光. 如果在夜间照亮港口、货舱、机场、仓库和船舶
过道的行李区, 啮齿动物将不能在港口和船舶之间的自由活动. 当不采取此方法时, 必
须拉高货运网, 以防止啮齿动物穿过.
6.5.4 码头检验/登船监测
所有传入物品和物质必须彻底检查任何啮齿动物活动的迹象. 如在其他地方出现啮齿
动物粪便、毛发、尿液和明显咬痕, 则提示可能有鼠类进入了船舶. 因此一旦发现这些
情况, 应该立即开展活鼠监测与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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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鼠类控制
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鼠夹控制啮齿动物. 老鼠对新物体持怀疑态度, 如果他们看到其他
老鼠被鼠夹捕获, 他们会可能避开它. 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鼠夹可能只能捕捉年轻、缺
乏经验的老鼠. 下面讨论其他不同类型的鼠夹.
6.6.1 传统鼠笼
老鼠笼是一个金属盒子形状的笼子, 主要
是为了抓住老鼠而不杀死他们 (如神奇鼠
笼, 图 51). 面包和花生酱等食物组成的
诱饵被(不含毒)放在笼子里. 当动物进入
笼子里走向诱饵时, 可触发机关使入口门
自动关上. 动物被活捉而没有受伤, 可随
后处死.
图 51. 带有圆锥入口的传统鼠笼 (神奇鼠笼)
(© Ashwani Kumar)

6.6.2 弹簧板鼠夹
弹簧板鼠夹专为老鼠设计, 强大到足以毁坏老鼠的脖子或脊柱; 它们同样可能会打伤
人类手指 (而一个普通弹簧捕鼠器不太可能打伤人类手指). 注意, 专为老鼠设计的弹
簧鼠夹中, 当老鼠吞饵上钩时弹簧可能不够敏感.
6.6.3 粘鼠胶捕鼠器
粘鼠胶捕鼠器是涂有无毒粘性胶的硬纸板. 如果一只老鼠试图越过它时被卡住了, 最
终会死于脱水和窒息. 诱饵可以被放置在硬纸板上去吸引老鼠. 这些捕鼠器尤其对于
降低老鼠的数量非常有效. 粘鼠胶捕鼠器应该连续放置两到三周以诱捕更多的老鼠.
这种方法在很多国家被禁止使用, 因为被困动物在死之前会遭受很长时间的痛苦, 所
以并不被推荐.
6.6.4 电子捕鼠器
电子捕鼠器通过地板上的金属板检测到啮齿动物, 然后通过电池释放一个致命剂量的
高压电力. 一些品牌的捕鼠器操作时会提供遥控指示.
6.6.5 谢尔曼捕鼠器
这种捕鼠器是由八个铰链板组成, 可完全折叠, 旨在捕获活鼠. 鼠类被放置在鼠笼附近
的诱饵吸引. 当它通过地板块时, 其体重触发弹簧机关而使入口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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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白蛉: 个人防护和控制
预防控制白蛉叮咬效果较好的措施, 以下可供参考:
1. 个人防护:
• 使用合适的防护服, 能够覆盖胳膊和腿 (不能对白蛉暴露皮肤)
• 在开展白蛉监测和控制工作中,
咬伤

使用头网装置来遮盖头部和脸部,

以防

• 在暴露的皮肤处使用避蚊胺液作为驱虫剂
• 穿制服的人员可按照标签说明使用40%氯菊酯浓缩液处理他们的制服
• 随时使用的个人动态吸附 (IDA) 试剂盒和扑灭司林气雾剂已被用于处理个人制
服 (http://www.afpmb.org/sites/default/files/whatsnew/2012/Sandfly_
PocketGuide_2012.pdf).
2. 白蛉控制:
喷洒合成菊酯类农药,例如, 扑灭司林, 联苯菊酯, 高效氯氟氢菊酯可以有效地控制白
蛉. 小范围喷洒可以使用手动加压泵, 对于植被和较大的区域, 可以应用背负式机械加
压泵和车载液压喷雾器. 应用热烟雾和超低容量喷雾控制白蛉效果一样. 应该注意的
是, 杀虫剂使用之前、期间和之后, 必须采取手册中所提及必要的预防措施, 以使喷雾
剂效力最大化, 而对人类和动物的暴露最小化. 成员国在选择杀虫剂时, 可以利用出口
港当地数据,或必要时与国家卫生服务部门和白蛉控制项目等协调获取数据, 以评估传
播物种对各种杀虫剂的抗药性.

6.8 跳蚤: 个人防护和控制
跳蚤控制措施应在以下情况实施:
• 当在任何位置观察到老鼠或发现老鼠出没的迹象.
• 当跳蚤的数量的增加/报告有跳蚤危害 (跳蚤指数增加) 时.
• 主动监测港口特别是在啮齿动物出没的地区, 如仓库发现特定跳蚤指数大于 1.0.
以下为鼠疫媒介控制措施建议: 个人预防, 吹入法, 滞留杀虫剂喷洒.
个人预防措施包括以下:
• 在皮肤或衣服上使用驱虫剂: 像苯甲酸苄酯、二乙甲苯酚胺(避蚊胺)、邻苯二甲
酸二甲酯 (DMP) 、避免跳蚤叮咬.
• 穿着高筒鞋子或将袜子穿到膝盖
• 睡在至少离地面0.5米以上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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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入法是用 10% 的DDT或5% 马拉硫磷粉尘 (可湿性粉剂) 处理啮齿动物的洞穴和鼠
道. 应该用旋转活塞式喷粉机或氰钙粉泵将杀虫剂粉尘吹入啮齿动物的洞穴, 入口处粉
尘的厚度约 0.5cm-1.0cm, 宽度约 20cm-25cm.
用于滞留喷洒的杀虫剂包括马拉松、溴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 以下
为每个具体配方及其处置地点.
25% 马拉硫磷可湿性粉剂喷雾制剂
• 悬浮液内含 2.0g/m2 的活性成分.
• 若配制 5% 的悬浮液, 需将 2.0kg的 25% 可湿性粉剂混入10L 的水.
• 可每年喷洒或根据当地需要开展.
2.5% 溴氰菊酯可湿性粉剂
• 悬浮剂内含 20mg/m2 的活性成分.
• 若配制 0.125% 的悬浮液, 将 400g 的 2.5% 溴氰菊酯混入10L 的水.
• 可每年喷洒或根据当地需要开展.
10% 氟氯氰菊酯可湿性粉剂
• 悬浮剂内含 25mg/m2 的活性成分.
• 若配置 0.125% 的悬浮液, 将 125g 的 10% 的氟氯氰菊酯的混入10L 的水.
• 可每年喷洒或根据当地需要开展.
10% 高效氟氯氰菊酯可湿性粉剂
• 悬浮液内含 25.0mg/m2 的活性成分.
• 若配置 0.125% 的悬浮液, 将 125g 的 10% 氟氯氰菊酯混入10L 的水.
• 可每年喷洒或根据当地需要开展.
喷洒处置地点
因为跳蚤只能跳到半米, 所以在疫区室内进行滞留喷洒时达到一米即可.
喷洒的区域还应包括人类和动物的休息区、地毯下、地板的裂纹和裂缝等.
啮齿动物、猫和狗等时常出入的所有区域都应进行外部处理. 利用手压泵滞留喷洒各
个区域, 以下技术用于成蚊的防控3.

获取更多信息, 请登录 (http://www.searo.who.int/entity/emerging_diseases/documents/ISBN_9789_92_9022_376_4/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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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蟑螂防治
6.9.1 药粉
硼酸是经测试的对付蟑螂侵扰的良好武器. 可将其制成诱饵或者当作残渣放在蟑螂的
过道. 当蟑螂走过处置区时, 硼酸粉会粘住它的腿部和身体, 然后通过清理自身而吸入
硼酸粉末. 硼酸粉必须小心使用, 以免沾染. 避免接触食物和厨房用具并在处理之前遮
盖所有可能接触到的食物表面.
6.9.2 气雾剂
建议采用2% 的d-苯醚菊酯或除虫菊酯配置气雾剂, 可使用填充器尖头喷入裂缝和缝
隙.
6.9.3 诱饵
将诱饵放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 胶体诱饵包含各种活性成分, 其中几种可以对蟑螂起
作用. 蟑螂食用了诱饵就会被其中的活性成分杀死. 一旦有部分蟑螂分食了诱饵, 那么
相当大数量的蟑螂就会很快死亡.
注意: 如果蟑螂侵扰程度很大或在杀灭蟑螂后发现卵鞘 (可以孵化出若虫) 、则其又可
快速建立种群.

6.10 家蝇控制
家蝇的滋扰不仅令人讨厌, 而且如前面所提是造成人类诸多感染的源头. 苍蝇易被食
物、厨房、服务区和垃圾所吸引. 当存在有利的饲养繁殖条件时, 他们的数量可以大量
扩增. 作为人类的无处不在的亲密“伙伴”, 在入境的每一关口他们都成为一个重要的
问题. 例如, 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飞进锚泊船、飞机、卡车或者火车里, 尤其是当在这
些处所存在有利于繁殖的条件时.
控制疾病主要依靠清洁卫生: 防止苍蝇接触食品、食物区和人类, 并鼓励良好的卫生习
惯. 此外, 苍蝇的数量可以通过减少孳生地的方式加以控制; 清洁卫生措施同样有助于
减小某一区域对苍蝇的吸引力.
苍蝇孳生地的消除措施包括了反复冲洗厨房地面, 用消毒剂清洁炊具表面、餐具和其
他食品准备区和用餐区 (例如在厨房), 以及掩盖吃剩的食物. 下水道内的垃圾、牛粪、
排泄物和废物需被清理干净并保持掩盖直到被处理. 入境关口的下水道表面尤其需要
定期清洗干净, 因为任何的污泥或有机废物将会成为苍蝇的孳生点. 最理想的是入境关
口的所有下水道应具有混凝土基底.
入境关口产生的垃圾可以被运到几公里之外的卫生填埋场 (在那里垃圾被压实并覆盖
上 15-30cm 厚的新鲜土壤以防止苍蝇孳生). 纱门纱窗可防止苍蝇. 在食物准备区和用
餐区固定于门上方的风幕同样可以防止苍蝇进入. 电死昆虫的装置也可以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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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通常利用蓝光进行引诱, 并进而利用电网杀死昆虫.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粘蝇纸, 从
天花板上垂直悬挂, 苍蝇很喜欢在那里活动. 这个方法很有效直到粘蝇纸上粘满苍蝇为
止. 还可以用糖做诱饵吸引苍蝇飞到粘蝇纸上.
化学方法既可快速灭蝇也可长期控制, 前者伴短期药物残留, 后者则会残留杀虫剂. 在
使用杀虫剂前确定苍蝇种群对杀虫剂的抗性状态是必要的. 敌敌畏汽化器条缓慢释放
杀虫剂, 尤其是在通风不良的地方其杀虫药效可持续两到三个月. 夜间, 苍蝇喜欢大量
聚集在窗帘、弦状物、悬挂物、电线等上面休息. 可利用苍蝇的这一习性, 采用从天花
板上悬挂用有毒杀虫剂浸染过的切割成条带状的材料的方法来控制它们. 苍蝇在休息
时就会暴露于杀虫剂之中并进而得到控制. 许多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化合物可用于
致命的捕蝇器之中. 有多种诱剂能增加捕蝇器的捕蝇效率, 包括传统的糖浆、麦芽、氨
基甲酸铵、源于全蛋的更高级的合成性实蝇诱剂 (SFA) 、以及由88%商业鱼粉、5%

硫酸铵、5%盐酸三甲胺、1%亚油酸和1%吲哚的组成的混合物. 有多种饵料如干性饵
料、液体喷洒饵料、液体饵料分配器和粘性涂液可以使用.
建议在动物棚和农场使用滞留杀虫剂. 一些含有机磷和拟除虫菊酯成份的制剂可作为
滞留杀虫剂防治蝇类. 可用手持喷雾器进行大面积的喷洒, 杀虫效果可持续几周时间.
重要的是针对性地在蝇类喜好的区域进行喷洒. 室内喷洒可快速控制苍蝇种群数量并
优于所有其他方法. 室外反复喷洒可在较大范围内控制蝇类, 但主要缺点是对已飞入
室内的和尚未破蛹的苍蝇无效. 因此, 反复控制是必要的, 尽管花费有些高. 一旦苍蝇
聚在一起, 直接喷洒杀虫剂会击倒眼前的苍蝇和之后接触染药表面的苍蝇. 蝇类孳生
点如垃圾堆或粪堆, 可直接用杀虫剂处理. 由于蝇蛆深殖孳生点之下, 需要更多的杀虫
剂溶液来渗透并润湿孳生点表面以发挥杀虫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 在经常性的垃圾处理
点由于不断有更多的垃圾被倾倒, 因此需要反复进行灭蝇处理. 更多有关家蝇 (WHO
1997) 的资料, 请登录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resources/
vector302to323.pdf

62

7. 应急措施
如果媒介传播疾病爆发或在入境口岸的日常监测中发现了外来媒介物种, 并需要采
取应急措施时, 必须立即启动与所列风险 (表 11) 相应规模的行动. 如监测和评价部
分 (第 8 章) 所示, 工作组应立即召开应急协调会议以讨论疫情/媒介侵扰. 全面实施
的遏制措施并评估其影响. 必须持续进行遏制直到外来的媒介生物/啮齿动物被根除.
表 11. 在入境口岸检测到媒介或疾病时需采取的行动

媒介

紧急状态

监测措施

控制措施

蚊子

在日常监测中或疫情爆发
(如疟疾、登革热、基孔肯
雅或黄热病) 之后检测到
外来媒介生物的幼虫和/
或成虫

在检测到外来物种或疫情
报道之地及其周边实施全
面的监测

在孳生点实施抗幼虫喷洒
和采取抗成虫措施, 特别
是熏蒸, 用推荐的杀虫剂 (
热/冷喷雾) 快速杀灭入侵
媒介. 必要时采取室内滞
留喷洒.

啮齿类

检测到一种大型本土啮齿
类的种群数量激增、外来
啮齿类、或鼠疫发生的
证据时

部署鼠情监测的哨点陷阱

在鼠道上放置毒饵 (抗凝
剂); 如果发生鼠疫, 啮齿类
和蚤类都应成为控制对象
(使用杀虫剂)

家蝇

检测到蝇类激增或胃肠道
疾病爆发

对可能的孳生地 (如垃圾
堆) 进行监测

移除垃圾消除蝇类孳生
地. 使用抗成虫喷雾剂、
苍蝇诱饵、捕蝇器和蝇蛆
控制措施

白蛉

检测到白蛉入侵/激增或有
本土利什曼病病例的报道

在受影响的地区对白蛉进
行应急监测

尤其在白蛉为患之地喷洒
推荐的杀虫剂 (室内滞留
喷洒). 白蛉控制方案中杀
幼虫剂的使用通常被认为
是无效的.

蟑螂

有蟑螂激增的报道特别是
外来种属或种群

对蟑螂的成虫、幼虫和卵
鞘展开监测

使用气雾剂尤其是在缝隙
处, 放置诱饵陷阱. 用推荐
的杀虫剂采取局部室内滞
留喷洒的方法快速逼出蟑
螂或通过熏蒸尤其是热烟
雾以达到深层渗透和冲洗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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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与评价
监测和评价是入境口岸媒介监控的基本要素. 两者确保了方案的充分管理实践和成功.
表 12 列出了与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 步骤有关的指标, 即在入境口岸建立起媒介监控
的能力包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表 12. 入境口岸与国际卫生条例实施相关的指标

类别

进度指标

结果指标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相关政策

成员国就 «国际卫生条例» 作为国家
政策在重要入境口岸和陆路过境点的
实施发布通告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通过立法法
案或通告的形式在国家层面强制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实施倡导

由利益相关方发起的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国家层面实施的倡导

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所采取
的步骤和路线图

指定入境口岸

指定主要入境口岸并并上报给WHO

指定入境口岸就 «国际卫生条例» 各
项规定的实施提出具体方案

«国际卫生条例» 在
入境口岸的实施

评价媒介监测与控制所需的基础设施
和人力资源开发

必要的基础设施到位以及具备所需技
能的各方面的人才的招聘; 授权外包
给专业公司.

媒介监测与控制的核
心能力

对大规模旨在进行能力建设/技能开
发的人才培训需求进行评估并制定培
训计划, 开展媒介监控方面的课堂教
学和实践培训, 包括个人防护装备使
用, 确保相关师资及合适的教学用品
到位; 讨论必要的实验室和现场数据
格式; 根据需求确定蚊子 (幼虫和成
蚊) 控制措施; 讨论并确定其他媒介生
物 (如蟑螂、白蛉、家蝇和啮齿类) 的
控制措施.

媒介监测与控制的基础设施完善, 人
才得到培训, 实验室和现场数据格式
被确定, 完成现场测试, 并在测试后得
到完善; 启动现场作业; 采购足够的个
人防护装备并建立起供应链

影响评价

制定媒介监测方案, 并列出影响评价
指标; 制定影响评价的媒介数据格式;
决定进行影响评价的频率

效益指标, 检验媒介数据格式, 已实际
开展影响评估; 从监测数据对媒介种
群进行了评估; 如果观察到异常事件
就会计划进一步的行动; 如果在监测
中检测到外来媒介, 就会启动紧急控
制措施直到该媒介被清除掉

应急准备

在模拟演练中确定并检验针对每一种
媒介的应急措施. 不断训练直到掌握
该专业知识. 与整个媒介控制团队共
享应急计划.

成立应急工作组并建立起协调机制,
确定行动指令并让所有成员知悉. 如
有必要, 尤其为适应新知识、技能和
媒介控制措施的发展, 随时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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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入境口岸野生植物和动物管理规定
从入境口岸通过的鸟类和哺乳动物, 无论是宠物或牲畜或猎物, 都有可能对人类健康和
当地动物种群构成严重的威胁. 对于人们携带宠物和牲畜过境都有严格的许可和卫生
要求, 比如疫苗接种, 如果未能满足相关规定则会导致延后检疫或者拒绝入境 (例如携
带犬只的旅客必须拥有狂犬疫苗的有效证明). 成员国的兽医卫生法规可能会要求对在
港口和陆路口岸不许入境的动物作销毁处理. 随旅客返回本国的宠物也要接受与第一
次入境相同的健康检查和检疫. 与濒危物种一样, 外来物种也将受到限制 (例如许多国
家不允许进口猴子作为宠物).
一些国家已建立了监管制度, 该制度将“屏蔽”那些有可能入侵或带给人类或动物病
原体的潜在有害动物, 据此已有国际共识. 全球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进口须服从各国按
照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和
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签署的协议. 这些规定的适用性应在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

此外, 鉴于近期某些疾病的全球大流行, 如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严重急性呼吸系统
综合征 (SARS) 和其它人畜共患病, 所以有必要在边境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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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个人防护装备
个人防护装备包括防护服、头盔、护目镜、鞋子以及其他用于避免杀虫喷雾剂暴露和
伤害的服装和装备.
表 A1-1. 个人防护装备及其用途 (图 A1-1 和图 1-2)

个人防护装备

尺寸

用途

抛弃式罩衣 (重量和厚度
取决于气候)

多尺寸

单次使用, 防止全身尤其是皮肤暴露于杀虫剂飞沫

反复使用式罩衣 (重量和
厚度取决于气候)

多尺寸

多次使用, 防止皮肤暴露于飞沫, 再次使用前应分
开清洗

宽檐帽和头盔

多尺寸

防止头面部接触飞沫

防护面罩和护目镜

标准尺寸

防止眼部接触飞沫

口罩及前置过滤器

标准尺寸

防止口鼻部接触和吸入大气颗粒

防毒面具

标准尺寸

防止吸入雾滴、沙尘、烟雾

防护手套

多尺寸

保护手部, 衣袖应包裹在手套内部

靴子

多尺寸

保护足部, 连体裤应穿在靴子外面

雨衣

标准尺寸 (分男女)

在喷洒期间用来防雨

A. 帽子
B. 护目镜
C. 面罩
D. 长袖连体裤
E. 橡胶手套

F. 靴子

Source: WHOPES

图 A1-1. 对集装箱进行喷洒杀虫剂时工作人员所穿的
个人防护装备

图 A1-2. 喷洒操作人员个人防护服编号图解

世卫组织 «卫生和安全条例» 建议所有人员喷洒杀虫剂时必须进行充分的防护, 避免在
处理、运输、贮存、使用、清理杀虫剂或杀虫剂污染的物品时暴露于杀虫剂, 从而造
成伤害. 这些人员必须依据产品标签或产品安全数据表 (MSDS) 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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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守以下指导方针:
• 连体裤应为棉质, 其重量和厚度应与气候相适应.
• 罩衣和靴子的尺寸应与特定的工作场所相适应 (分男、女尺寸).
• 必须准备额外的手套、靴子、面罩、头盔以备用.
• 喷洒人员至少有两套工装以保证频繁变更.
• 喷洒的操作人员的面具过滤器必须每天更换. 8小时过滤式防毒面具必须每两天更换
一次.
• 手套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有破损迹象, 特别是在指缝的地方. 如果对他们的防护性有
任何疑问, 都应进行更换. 每天使用完后, 手套在再次使用前必须进行内部和外部清
洗.
• 手套一旦被穿破应该立即更换新手套.
• 使用氨基甲酸盐、拟除虫菊酯、有机磷酸酯进行喷洒的操作人员的连体裤应该每日
更换. 使用 DDT 的喷洒操作人员应每两天进行更换.
• 当连体裤被直接溅撒时, 则必须立即更换.
• 连体裤的裤脚不能塞进靴子里
• 清洗喷洒装备时, 清洗人员应该在袖子外面戴上长手套
• 监督员应确保所有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
来源: 改编自 (世卫组织, 2015) 和 (总统疟疾倡议,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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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病媒工作的实验室要求
以下列表包括进行病媒检测的实验室里的建议条目. 实验室必须符合国家实验室质量
控制系统和国家法律与政策要求. 以下列表内容不尽详细, 必要时可以进行扩充.

一. 室内陈设
1. 充足的照明
2. 空调
3. 空气帘
4. 操作台
5. 纸质/软木黑板
6. 舒适的转椅或凳子
7. 成蚊笼子或桌子的铁架
8. 储物柜
9. 昆虫标本箱
二. 设备
1. 解剖显微镜及其配件 (当使用室内光源时应配有灯泡)
2. 复式显微镜及其配件 (当使用室内光源时应配有灯泡)
3. 放大镜
4. 冰箱
5. -20℃ 冷冻箱
6. 用于蚊媒监测的CDC诱蚊灯或其它类似诱蚊器, 及其相应配件
7. 台式电脑, 打印机, 并有不间断的电源和网络连接
8. 复印机
9. 实验室温度计和湿度计
10 捕鼠器 (弹簧板, 常规的铁笼, 粘黏板)
三. 化学药物及试剂
1. 浸镜油
2. Distrene-Plasticiser-Xylene (DPX) 封片剂
3. 对二氯苯
4. 氯化钠
5. 吉姆萨染色剂 (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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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玻璃器皿、塑料器皿、小工具和材料
1. 皮氏培养液皿
2. 载玻片
3. 盖玻片
4. PCR 管
5. 试管
6. 表面皿
7. 镊子
8. 解剖针
9. 耦合罐
10. 量筒 (50,100, 500ml 容量)
11. 棉花
12. 面巾纸
13. 餐巾纸
14. 手套
15. 胶头滴管
16. 塑料盆
17. 塑料碗 (300ml 容量)
18. 纱布
19. 橡皮筋
20. 幼蚊饲料 (值得信赖的品牌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鱼粉片按一定比例混合, 酵母和狗饼
干按照 60: 40 的比例进行混合)
21. 手持喷头和手持电子诱蚊器
22. 蚊子笼的支架 (1 ft3 或 2 ft3)
23. 细毛刷 (0 号)
24. 用于样品包装和运输至哨点实验室的塑料容器
25. 包装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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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在入境口岸的蚊子和啮齿类动物的监测方法
媒介 (成长阶段)

方法

工具

蚊子 (未成熟)

1. 绘制繁殖栖息地地图

1. 未成熟蚊子的现场
监测工具包

2. 栖息地的清单和照片
3. 入境口岸半径 400 米的范围内集中采样
4. 将未成熟的虫类样本送往实验室
5. 饲养幼虫并对羽化的成虫进行品种鉴定

(参见第 16 和 17 页)
2. 对繁殖栖息地进行
拍照的相机

6. 分析现场数据和媒介偏爱的繁殖栖息地
7. 基于事实依据撰写媒介控制策略 (IVM)
蚊子 (成熟)

1. 本地物种的清单
2. 在时间和空间上全方位覆盖的抽样方案
3. 根据蚊虫叮咬活动、群集和休息地制定抽
样方法
4. 针对收集到的入侵物种样本寻求鉴定和专
家意见

1. 成虫现场收集工
具包
(参见第 19 和 20 页)
2. CDC 诱蚊灯或类似
诱捕器

5. 样品可送至参比实验室进行确认
6. 在此期间, 在物种标本原始收集地及其周
围必须用 CDC 诱蚊灯/类似诱捕器进一步
收集蚊子
7. 一旦疾病暴发, 病原体应在当地或指定的参
比实验室进行鉴定
啮齿类 动物

1. 研究鼠道和擦痕
2. 研究鼠迹
3. 观察啃咬活动
4. 观察粪便, 鉴别啮齿动物
5. 用紫外灯进行尿液观察
6. 部署用于监测的捕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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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覆有遮盖和/或弹簧
夹的捕鼠器
2. 捕鼠器的诱饵
3. 鼠洞
4. 放大镜 (用来观察
尿液)
5. 紫外灯

附件 4. 鉴别、保存、运输样本至指定实验室
媒介 (成长阶段)

样本环境

方法

包装

备注

蚊子 (成年)

干燥

用昆虫针穿过腿部中间的
胸部来固定成虫标本或蛹,
钉子的另一端定在软木上.
用镊子将适量对二氯苯晶
体放入壳管底部, 然后在烛
焰加热直到晶体融化 (一旦
冷却下来便会迅速凝固). 这
可以防止标本滋生真菌. 将
固定好的标本放入足够体
积的玻璃管内, 用软木封口
并给管子贴上合适的标签

用气泡膜保护标
本管, 放在箱子
里. 用聚苯乙烯
微粒或其他包装
材料填充箱内间
隙以提供足够的
缓冲. 贴上易碎
标签. 通过接受
生物材料的快递
分送标本 至所
需地址

寄送时附上介绍
信并通过电话或
者电子邮件联系
参比实验室告知
其紧急性, 并要
求快速鉴定

蚊子 (未成熟)

潮湿

保存在装有70%酒精溶液的
密封玻璃管中, 给管子贴上
合适的标签

密封性好以防止
酒精挥发

保存在酒精里的
标本在运输时
可能存在限制 (
由于酒精的易燃
性). 如果可行,
此类标本可通过
人工运送到参比
实验室

蚊媒 (成虫)

数字图像

在解剖显微镜下拍摄一组
清晰的标本照片, 突出重要
的生态特征/特性以方便对
标本在物种水平上进行分
类学分类

通过电子邮件给
指定实验室发送
图像以及由训练
合格的人员记录
的观察到的特性
清单. 如果可能
的话, 提出初步
鉴定

为了对外来物种
采取迅速且合理
的措施, 可要求
实验室紧急鉴定
或确认标本. 很
多国家禁止生物
标本海外转运,
因此数字图像传
递不仅方便、迅
速、省钱而且
省事.

白蛉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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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病原体监测的实验室要求
1. 显微镜 (检测疟原虫和利什曼原虫种类):
• 高倍相位差显微镜 (100 x 物镜)
• 无菌采血针
• 即用型袋装棉签 (或者异丙醇浸湿的棉花)
• 载玻片
• 现有的着色剂 (吉姆萨/雷世曼/菲尔德/JSB)
• 耦合罐
• 甲醇 (用来固定薄膜血片)
• 烧杯
• 量筒
• 干燥器
• 用来标注薄膜血片的铅笔
2. 快速诊断实验 (检测疟原虫):
• 标准化快速诊断试剂盒
o 单价 (基于 HRP-2) 恶性疟原虫或者
o 二价恶性疟原虫 (基于 HRP-2) 和间日疟原虫 (基于 LDH)
o 多价人类疟原虫物种检测 (HRP-2、种特异的 LDH、黑猩猩属 LDH 等结合)
3. 疟原虫和利什曼原虫ELISA或PCR检测的要求*
• 酶标分析仪
• 聚合酶链式反应仪
• 琼脂糖凝胶电泳装置
• 微量吸管
• 紫外透射仪
• 凝胶成像系统

*不适用于鼠疫、登革热、基孔肯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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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的化学药品和试剂要求
• ELISA 试剂
• PCR 缓冲器
• 引物
• 脱氧核苷酸三磷酸腺苷
• Taq 酶
• DNA 模板
• 去离子水
电泳的化学药品和试剂要求
• 琼脂糖
• TBE 缓冲液
• 溴化乙啶
• 示踪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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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入境口岸潜在蚊子繁殖地和应对措施
繁殖地

潜在问题

补救措施

地表积水

开放的泥泞的边缘, 由于土堆、
固态废物垃圾、错误的梯度等
导致阻碍

提供密封边缘和合适的梯度; 进
行定期检查; 确保垃圾的清除和
水流的畅通

饮用水箱

水箱未密封、 盖子丢失或破损,
溢流管未密封, 没有防护网或防
护网被撕开

安装防蚊的盖子装备, 溢流管道
口应始终安装有穿孔螺旋帽或者
覆盖孔径不超过 2.5 毫米的坚固
的塑料网

化粪池

未密封或半密封, 出口未密封

用水泥将盖子密封以确保没有
缝隙让蚊虫进出, 出口应该在正
常的基础上覆盖结实的塑料网,
经常检查

检查室或维修室

开放或半开放

日常检查, 应该有贴合良好的
防蚊盖

水闸阀室

从水闸漏出来开放的流水

必须保持覆盖的状态, 通过日常
维修防止漏水

矿石装载桶

垂直存放

朝下放置

废弃或者不合格的
轮胎、挡泥板

在雨天会导致雨水集聚

在轮胎 3、6、9、12 点钟的方
向各剪2平方英寸的孔, 定期组
织处理使用过的轮胎. 同时, 轮
胎的应重叠堆放, 并在顶部覆盖
上塑料布, 塑料布上加放厚实的
平木板 (图 25).

海港或港口附近
建筑工地

凹坑、固化板上、桶里、砖槽
里的积水

避免积水 (超过一周). 在较大的
坑里养殖以幼虫为食的鱼 (孔雀
鱼、食蚊鱼或其他当地鱼种) 并
监测积水情况. 对于较浅的积水
可使用批准的生物或化学杀幼虫
剂, 持续监测直到消除为止.

阻塞的露台

水会滞留形成适宜繁殖的场所

排除排水管道的阻塞, 如果梯
度错误应及时纠正确保水的正
常排出

码头的工人或司机
休息室

开放的门窗, 夜间

在门窗上安装防蚊纱 (最好是金
属的) 防止鼠类咬穿玻璃纤维或
尼龙的纱窗.

碎片

大量废弃的物品或容器积水

至少一个月进行一次碎片清理

废弃的船舶

正面朝上时积聚雨水

船面朝下存放

有凹陷的平板漂浮物

铁质漂浮物表面上有小水坑

垂直存放,防止雨水积聚

76

装饰性喷泉

如果未进行日常清理,喷泉会藏
匿浮游生物和蚊子幼虫

入境口岸应避免出现装饰性喷
泉. 如果有喷泉, 应在喷泉里养
殖以幼虫为食的鱼 (外来或者本
地种类), 养殖密度始终保持表面
5只/平方米. 清理喷泉里的碎片
和藻类以确保鱼类自由活动.

草地和沼泽地

持续积水导致蚊子繁殖

用土填平, 推平或清理草木, 养
殖以幼虫为食的鱼类

水坑

下雨时, 坑里填有积水成为繁
殖地

填平水坑或者排除坑内积水

井

可能的常年繁殖地

养殖以幼虫为食的鱼, 养殖密度
始终保持表面5只/平方米. 确保
鱼类长期存在.

消火栓

边缘有浮游生物和藻类

表面进行日常清理, 养殖以幼虫
为食的鱼, 养殖密度始终保持表
面5只/平方米

大的软管和管道

未正确存放, 管道积水导致蚊
子繁殖

应在室内存放或者存放的方式可
防止积水

货仓或集装箱

开放时会积水

确保它们随时都处于关闭状态
防止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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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蚊子监测现场记录表
A 7.1. 未成熟的蚊子监测
港口/机场/陆路口岸的名称:
日期:
类别
编号

孳生地
的名字

位置/
详细
地址

若阳性, 样本的幼虫数和/或虫蛹数
按蚊
L

库蚊
P

L

伊蚊
P

L

P

L

*制定你所在地区的繁殖地清单. L: 幼虫; P: 蛹

调查的房屋数/建筑数/区域总数:
发现幼虫的房屋数/建筑数/区域总数:
检查的容器数:
阳性容器数:
孳生指数:
房屋指数:
容器指数:
布雷图指数:
蛹指数:
采取的行动: 源头减量/生物防治/化学防治/使用昆虫生长调节剂
细节:
现场调查员签字:
港口卫生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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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混合

现场监督员签字:

P

A7.2. 成蚊监测的记录表
港口、机场、陆路口岸的名称:
收集方法: 人工捕获/喷流幕收集/CDC诱蚊灯收集
收集时间:
日期:

类别
编号

样本收
集地点

随机或
固定
收集点

物种数量
按蚊
M

库蚊
F

M

备注
其他
(详细说明)

伊蚊
F

M

F

M

物种名单

F

M, 雄蚊; F, 雌蚊.

每个工时的平均密度 (人工捕获):
每间房的密度 (喷流幕收集):
每晚每个诱蚊灯的密度 (CDC诱蚊灯收集):
阳性容器总数:
采取的行动: 室内滞留喷洒/冷热烟雾法/使用经杀虫剂处理的材料
细节:
现场调查员签字: 		

现场监督员签字:

港口卫生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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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 以啮齿类动物为媒介的寄生虫监测表
港口名称:
日
期

诱捕
器的
个数

国家:

位置

啮齿动
物的物
种
种
类

数
量

性别
雄
性

雌
性

诱捕器
个数
阳
性

阴
性

梳理动物毛发收集
到的寄生虫
螨
虫

扁
虱

虱
子

样本数

备注

跳
蚤

设置的诱捕器数:
松开的诱捕器数:
捕获到老鼠的诱捕器数:
收集到的鼠蚤/螨虫/扁虱/虱子数:
采取的行动: 啮齿类动物诱捕器、放置诱饵 (抗凝剂). 喷洒杀虫剂如: 25% 马拉硫磷
可湿性粉剂/2.5% 溴氰菊酯可湿性粉剂/10% 氟氯氰菊酯/10% 高效氟氯氰菊酯可
湿性粉剂

现场调查员签字:

港口卫生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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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督员签字:

附件 8. 蚊媒监测的统计指数
指标

定义

A.

未成熟的虫媒

1

孳生指数

观察的地点中发现未成熟的蚊媒孳生地 (所有蚊种) 的
百分比

2

房屋指数 (HI)

房屋中有幼虫或蛹的百分比. 房屋指数反映一个地区媒
介繁殖的空间分布

3

容器指数 (CI)

盛水容器中有幼虫或蛹的百分比. 该指数反映一个地区
的容器被媒介繁殖感染情况

4

布雷图指数 (BI)

观察的每 100 间房屋里 (伊蚊幼蚊) 阳性容器的数目.
BI反映一个地区幼虫孳生的容器密度

5

蛹指数 (PI)

观察的每 100 间房屋里蛹用的数目. 蛹指数是衡量传
播风险的较好措施, 特别是对于伊蚊导致的登革热

6

每浸水密度

某栖息地最小生物代表性样本中未成熟虫媒 (幼虫和
蛹) 的平均密度. 通常考虑一个水域中每个栖息地5次
浸水的最小值.

B.

成虫

1

人工捕获: 每个工时的密度

每小时捕获的成虫数. 它可用于所有物种或特定物种

2

总捕获数

在地面放置白棉板, 由于空间喷洒而落地的成蚊数 (每隔
15 分钟的喷洒核对一次)

3

每晚每个诱捕器的密度 (或者对于伊
蚊, 每个白天每个诱捕器的密度)

12 小时内 (夜间按蚊和库蚊: 下午6点至凌晨 6 点, 白
天活动的伊蚊: 凌晨 6 点至下午6点) 持续工作的诱捕
器所捕获的成蚊数. 它可以表示全部蚊子数和收集到
的不同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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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用于控制媒介的化学/生物杀虫剂
媒介

推荐的杀虫
剂/剂型

使用方法

使用频率

蚊子

有机磷酯
乳油

压缩喷雾泵/背负式喷雾器/使用苏云金杆
菌手工播撒

依据国家指导
方针和产品标
签上的推荐
使用

室内滞留喷
洒: 推荐的杀
虫剂

压缩喷雾泵、喷雾罐、冷/热喷雾法

网眼小于 2.5
毫米

经杀虫剂处
理过的材料

长效药物网或帘幕

纱门、纱窗

玻璃纤维/铁网

1. 未成熟

昆虫生长调
节剂

注意事项

苏云金杆菌
以色列亚种
(可湿性粉
剂/乳油/颗
粒剂)
2. 成虫
喷雾剂
(速效)

啮齿类

预防
1. 环境卫生

使入境口岸和船上的货物、商店、仓库尽
可能保持干净, 没有垃圾.

2. 防鼠板

当船舶在码头 (至少距离 6 英尺) 和距离
另一艘船 2 英尺抛锚时应在缆绳、锚链上
设置防鼠板.

啮齿类动物
控制

防鼠板在安装时, 其圆锥形的尖端必须朝
向船舶. 防鼠板的外径应至少3英尺, 锥角
呈 30 度, 材质为 18 型钢或铝.
照明和行动限制: 啮齿类动物具有夜行的
特性, 所以货物区、货舱、仓库应有充足
的照明, 同时在夜晚照亮船上的舷梯和着
陆坡道可以阻止啮齿类动物上船
码头检查: 检查所有进港物资是否有受啮
齿类动物感染的迹象 (如: 粪便、尿液、毛
发、咬痕或者活的啮齿动物) 拒收可能有
啮齿类动物粪便和尿液的货物. 应谨慎处
理这些物品避免直接接触.
应使用合适的捕鼠器, 如: 鼠笼、鼠夹、电
子捕鼠器或捕鼠胶.
可吸收的毒饵 (抗凝血药) 可有效敌杀死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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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喷洒或处
理杀虫剂的人
员需穿戴合格
的个人防护用
品, 杀虫剂的
剂量由国家控
制规划确定

媒介

推荐的杀虫
剂/剂型

使用方法

使用频率

注意事项

白蛉

室内滞留喷
洒: 推荐的杀
虫剂

压缩喷雾泵

2-3 次, 或者
依据国家指导
方针

所有喷洒或处
理杀虫剂的人
员需穿戴合格
的个人防护用
品, 杀虫剂的
剂量由国家控
制规划确定.

气雾剂/空间
喷雾

雾化器/冷、热雾

当被感染的
证据明显时
使用

经杀虫剂处
理过的材料

长效药物网或帘幕墙衬

定期使用.

环境卫

避免入境口岸存在有机垃圾是避免家蝇繁
殖的最佳方法.

随时

纱窗

阻止苍蝇进入室内或者食物区域

保证一次安装
好并进行定期
维修

电击

在厨房或者进餐区设置苍蝇器, 紫外线引
诱并用电网电死苍蝇.

定期使用

毒饵

甜的毒饵可诱杀苍蝇

合适时使用

定点喷洒杀
虫剂 (尽量
避免)

压缩泵

当数量激增
或来源被确
认时

家蝇

阅读杀虫剂标
签上的安全注
意事项和解
毒剂.

用于个人防止
白蛉叮咬和白
蛉的控制
避免食物、器
皿污染, 在处
理前盖上食物
的接触表面.
被处理区域的
应维持至少半
小时的活动
限制.
阅读杀虫剂标
签上的安全注
意事项和解
毒剂.
啮齿类动物会
啃咬纤维网,
因此建议使用
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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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推荐的杀虫
剂/剂型

使用方法

使用频率

注意事项

蟑螂

毒粉

对抗蟑螂侵扰最有效的武器是硼酸. 可将
硼酸洒在诱饵或者蟑螂经过的残渣上. 当
蟑螂经过处理过的区域, 硼酸粉会粘附在
它的腿和身体上. 在它梳理自己时, 蟑螂会
消化硼酸粉尘.

硼酸粉末必须
谨慎用于蟑螂
频繁出没的
区域, 这样才
有效.

气雾剂

用扩充器的尖端将2% d-苯醚菊酯气雾剂
或者推荐使用的除虫菊酯喷洒在裂缝、
裂隙中

杀虫诱饵

在蟑螂频繁活动的区域放置诱饵. 胶体诱
饵里含有大量可作用于蟑螂的活性成分.
蟑螂食用诱饵后会被这些活性成分杀死.

取决于侵袭的
严重程度. 如
果发现蟑螂的
卵囊或者蟑螂
被消除后附着
有卵囊, 那么
蟑螂的数量会
在卵囊孵化
成蛹后急剧
上升.

*注: 杀虫剂的选择依据每个国家的注册登记、标签规格, 剂量由国家规划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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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食物、器
皿污染, 在处
理前盖上食物
避免接触. 被
处理区域的
应在 30 分钟
内避免人类
接触.

附件 10. 飞机除虫
世卫组织推荐使用杀虫产品的要求和评估指标
使用方法

使用的要求

评估方法和指标

起飞前喷洒

为了快速起效和有限的残余作
用 (在登机后舱门关闭前 1 小时
内), 在乘客登机前使用含有杀虫
剂的气雾剂

舱内生物鉴定: 对使用杀虫剂后
60 分钟的击倒数和 24 小时的死
亡数进行评估

在使用杀虫剂 1 小时后对接触
的表面进行 30 分钟的死角生物
鉴定: 对使用杀虫剂后 60 分钟
的击倒数和 24 小时的死亡数
进行评估
离港喷洒

在舱门关闭后, 起飞前快速使用
气雾剂

舱内生物鉴定: 对使用杀虫剂后
60 分钟的击倒数和 24 小时的死
亡数进行评估

下降前喷洒

当飞机开始下降时快速使用气
雾剂

舱内生物鉴定: 对使用杀虫剂后
60 分钟的击倒数和 24 小时的死
亡数进行评估

滞留喷洒

在飞机内表面, 为了持久的残余
效果, 通过压缩喷雾使用杀虫剂

对每一个接触的表面进行 30 分
钟的死角生物鉴定: 对使用杀虫
剂后 60 分钟的击倒数和 24 小
时的死亡数进行评估

使用后的第 1 天以及定期 (如每
周) 进行评估, 直到 24 小时内的
死亡数小于 80%
来源: 世卫组织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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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日志
其他

食品储藏室

仓库

在以下日期采取所示的控制措施.

再检查日期

有关所见条件的意见

免予卫生控制措施证书和卫生控制措施证书的最长有效期为六个月, 但如不能在港口进行检查, 而且未发现感染或污染证据, 则有效期可延长一个月.

2

舱内采样取得的结果, 以最方便的方式向船长提供分析结果, 如需要再检查, 则向与证书上标明的在检查日期相一致的下一个核实的停靠港口提供上述分析结果.

1

(a)感染或污染的证据包括:所有生长期的媒介、媒介的动物宿主、能携带人类疾病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它类动物、有害人类健康的微生物、化学物和其他危害,说明卫生措施不力的迹象.
(b)有关人间疾病的信息 (列入航海健康申报单).

签发官员的姓名、职称 ................................................... 签名和印章 .................................... 日期 .........................................

未发现证据, 海轮/船舶被免予控制措施.

凡不适用区域, 须注明“不适用”

规定的其他区域-见附录

医疗设施

机舱

不流动水

固体和医疗垃圾

压水舱

垃圾

饮用水

-甲板

-旅客

-高级船员

-船员

住舱区

货舱/货物

医学日志

厨房

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
审查的文件

采取的控制措施

样品结果2

检查地区 (系统和服务)

所见证据1

船舶免予卫生控制措施证书

港口 . ......................................................................................................................... 日期 . ..................................................
此证书记录检查及 1 免予控制措施和 2 采取的控制措施
远洋轮或内陆船舶的船名 ..................................................................... 船旗 .................. 登记号/国际海事组织编号 . .............
检查时, 船舱未装货/装载……………….吨 …… 货物. 检查官员姓名和地址 ..............................................................................

附件 11. 船舶免予卫生控制措施证书/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示范格式

表 A10-1 是证据报告的样表. 该表列出了所见证据、样品、审核的文件以及在船舶
检查后采取的控制措施和纠正措施并且支持船舶卫生证书.
当被附在卫生证书里时, 附件的每一页均需主管部门签名、盖章、标注日期. 如果是附
在已有的卫生证书里, 则必须在卫生证书里进行标注 (如通过盖章).
表 A10-1: 样品证据报告表/
证据报告表
该表支持船舶卫生证书, 并提供所见证据的清单和采取的控制措施.
当附在卫生证书里时, 附件的每一页均需主管部门签名、盖章、标注日期. 如果该文件作为已有船舶卫生证书的附件,
那么该附件必须标注在卫生证书里 (如通过盖章).
船舶的名字和国际海事编号/登记号:

船舶负责官员的姓名和签名:

签发官员的姓名

实际检查日期 (年/月/日):

船舶卫生证书的提交日期 (年/月/日):

船舶卫生证书签发的港口:

没有检查的区域:
 住舱区

 厨房,, 食品柜, 服务区

 商店

 儿童保育设施

 医疗设施

 游泳池/温泉疗养地

 固体和医疗废物

 机舱

 饮用水

 垃圾

 压舱水

 货舱

 其他 (如: 洗衣房和洗衣机)
是

签发官员的姓名

签发官员签名

实施的措施

签发官员盖章

推荐的

所见证据 (根据世卫组织清单简要描
述, 在每个证据的项目上划线以保证每
个条目清楚地隔开

否
要求的

证据代码

船上发现卫生事件

成功采取的措施
(复查官员的签名
盖章)

页......................................
关于...................................

来源: (世卫组织, 2011) 船舶检查手册和船舶卫生证书发行: 获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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