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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氯硝柳胺杀灭钉螺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吕媛

易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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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耀珠

目的研究氯硝柳胺杀灭钉螺的效果并了解影响其杀灭效果的主要因素。方法采用

【摘要】

实验流行病学方法，对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钉螺通过随机分层抽样，抽取了１０个省（市）３３个县共
３７个点，采集钉螺，随机分组，用不同浓度的氯硝柳胺分别浸泡２４ ｈ、４８ ｈ，观察其杀灭效果，计算不同
药物浓度、不同作用时间和不同生境的ＬＣ，。。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结果氯硝柳胺溶
液１．ｏ ｍｇ／Ｌ浸泡２４ ｈ和０．５ ｍｄＬ浸泡４８ ｈ，杀螺率均达１００％。同一作用时间，对钉螺的杀灭效果随
着药物浓度降低显著下降，浸泡钉螺２４ ｈ，Ｌｃ，。均值为０．０９３９ ｍｄＬ，而浸泡钉螺４８ ｈ，ＬＣ５。均值为
０．０６２５

ｍｇ／Ｌ，浸泡２４ ｈ和４８ ｈ间的杀灭钉螺ＬＣ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００１，Ｐ＜０．０１）。在一定的

浓度范围内，氯硝柳胺对钉螺的杀灭效果在４８ ｈ、不同生境（山丘型、湖沼型和水网型）Ｓ１９ ＬＣ５。之间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２６４，Ｐ＜０．０５）。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浓度、时间、生境的标准化回
归系数估计值分别为２．０４７（０Ｒ＝５．５７３）、Ｏ．２６３（０Ｒ＝２．９２４）、Ｏ．１８７～０．２１０（１．９６９～２．５６０）。结论
氯硝柳胺能有效杀灭钉螺，药物浓度、作用时间以及钉螺孳生地类型为其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氯硝柳胺；钉螺；实验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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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氯硝柳胺的杀螺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以

氯硝柳胺杀灭钉螺ＬＣ５。，不同药物浓度浸泡钉螺

便有效地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我们采用实验

２４

流行病学方法，对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钉螺，在不

差为０．０３１２ ｍｇ／Ｌ，９５％可信限为０．０８３２～Ｏ．１０４５

同浓度和不同浸泡时间实验条件下进行了氯硝柳胺

（ｍｇ／Ｌ）（表３）。而不同药物浓度浸泡钉螺４８ ｈ，各

杀灭钉螺效果的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地区钉螺的ＬＣ５。均值为０．０６２５ ｍｇ／Ｌ，标准差为

ｈ，各地区钉螺的ＬＣ５。均值为０．０９３９ ｍｇ／Ｌ，标准

０．０２０８

资料与方法

ｍｇ／Ｌ，９５％可信限为０．０５５６～０．０６９４（ｍｇ／

Ｌ）（表４）。不同时间的ＬＣ如经￡检验，差异具有统

１．钉螺：随机分层抽样，共抽取了１０个省３３个

计学意义（≠＝５．００１，Ｐ＜０．０１）。

县３７个现场点，根据钉螺孳生的生态环境（生境）分
表１

为山丘型（１５个点）、湖沼型（５个点）和水网型（１７

不同浓度氯硝柳胺不同生境２４ ｈ浸泡钉螺杀灭率

个点），于４—５月份在各点采集钉螺。采集的钉螺
在阴凉处晾干，送至实验室饲养，饲养２４ ｈ后挑选活
力强的成螺用于实验ｕ。。
２．氯硝柳胺：５０％氯硝柳胺乙醇胺盐可湿性粉
剂（氯硝柳胺），淮南第三制药厂，批号：２００１０３２５，产
品质量符合ｗＨＯ／ＳＭＦ／１一Ｒ３规格要求。
３．灭螺试验：将各点采集到的钉螺以每份３０只
随机分配至１００ ｍ１的玻璃烧杯中；试验组：各烧杯分
＊均为试验钉螺数

别加入１００ ｍｌ用脱氯自来水配制的不同浓度的氯硝
柳胺（药物浓度见表１、２），每一浓度做２份；对照
组：加入１００ ｍｌ脱氯自来水。２５℃下分别浸泡２４

表２

不同浓度氯硝柳胺不同生境４８ ｈ浸泡钉螺杀灭率

ｈ、

ｈ，每份观察一次，鉴别死活，并计数。

４８

４．根据钉螺死亡数，用寇氏法计算半数致死浓
度（ＬＣ，。）陋１、ＬＣ，。对数值半数致死浓度（Ｓｌｇ ＬＣ５。），
并分别进行￡检验和方差分析。
５．统计学分析：因变量Ｙ：生存，Ｙ＝０；死亡，
Ｙ＝１。自变量：Ｘ１：氯硝柳胺的浓度，将浓度分为７
个水平；Ｘ２：氯硝柳胺溶液浸泡钉螺时间，２４ ｈ＝１，
＊ｌ司表１

ｈ＝２；ｘ３：钉螺生境，将钉螺生境进行哑变量；

４８

３．不同生境的钉螺杀灭情况：氯硝柳胺杀灭钉

ｘ４：Ｘ１和Ｘ２的交互作用；ｘ５：Ｘ１和Ｘ３的交互作
用，Ｘ２和Ｘ３的交互作用。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

螺Ｓｌｇ ＬＣ…氯硝柳胺溶液浸泡２４ ｈ，不同生境的氯
硝柳胺浸杀钉螺的Ｓ１９ ＬＣ５０．山丘型钉螺的均值为

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０．０６４５

结

果

ｍｇ／Ｌ，标准差为０．１０５８ ｍｇ／Ｌ；湖沼型均值

为０．０４７８ ｍｇ／Ｌ，标准差为０．０２５９ ｍｇ／Ｌ；水网型钉

１．氯硝柳胺杀灭钉螺总体情况：对照组钉螺死

螺的均值为０．０３９７ ｍｇ／Ｌ，标准差为０．００５０ ｍｇ／Ｌ。

亡计数均为０。氯硝柳胺能有效杀灭钉螺，随着药

三种生境的ｓｌｇ ＬＣ，。均值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氯硝

物浓度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杀螺效果增强，

柳胺对不同生境钉螺的敏感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０

ｍｇ／Ｌ溶液浸泡２４ ｈ和０．５ ｍｇ／Ｌ溶液浸泡４８

ｈ，

（Ｆ＝０．５２６０，Ｐ＞０．０５）。而氯硝柳胺溶液浸泡
ｈ，山丘型钉螺的均值为Ｏ．０３４３ ｍｇ／Ｌ，标准差为

杀螺率均达１００％。在山丘型、湖沼型和水网型三

４８

种生境地形中，钉螺对氯硝柳胺的敏感性不相同，但

０．００７

水网型的钉螺在一定的药物浓度和作用时间范围内

为０．００９２ ｍｇ／Ｌ；水网型钉螺的均值为

对氯硝柳胺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前两者（表１、２）。

０．０２１３

２．氯硝柳胺不同作用时间对钉螺的杀灭情况：

ｍｇ／Ｌ；湖沼型的均值为０．０２３３ ｍｇ／Ｌ，标准差

ｍｇ／Ｌ，标准差为０．０１２１ ｍｇ／Ｌ；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氯硝柳胺对不同生境钉螺的敏感性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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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Ｆ＝４．２６４，Ｐ＜０．０５）（表５）。三种生

讨

论

境钉螺的ｓｌｇ ＬＣ。的均值经ＳＮＫ法检验，结果山丘

钉螺分布在我国南方１２省（市），根据其形态学

型Ｓｌｇ ＬＣ５。平均水平比湖沼型和水网型高，湖沼型

可分为光壳与肋壳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分布于山丘

和水网型Ｓｌｇ ＬＣ，。平均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江湖滩及水网地区Ｈ’５｜。根

４．钉螺死亡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钉螺生存、

据流行病学特点及钉螺孳生地的地理环境，我国血

死亡为应变量，将氯硝柳胺溶液的浓度、钉螺浸泡时

吸虫病流行区可分为水网型、山丘型和湖沼型。但

间、钉螺生境作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这三种类型在同一地区有时也会交叉分布，与一个

析，引入水平为０．０５，剔除水平为０．１，拟合回归模

山区光壳钉螺的分布区相隔几百米处就有可能会是

型。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浓度、时间、生境和浓度

肋壳的水网或湖沼型钉螺分布区。鉴于钉螺在生

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浓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值

理、生化、遗传和对血吸虫易感性不同，一般认为钉

最大２．０４７，ｏＲ＝５．５７３，其次为时间的标准化回归

螺存在不同的亚种或地理株№ｊ。以上的这些差异，

系数估计值０．２６３，ｏＲ＝２．９２４，再次为钉螺生境及

是否会造成其对灭螺药氯硝柳胺的杀螺效果不同，

浓度和时间的交互作用（表６）。

是预防医学研究者一直在关注的问题。
表３

不同浓度氯硝柳胺（ｍｄＬ）２４ ｈ浸泡钉螺杀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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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表５

不同浓度氯硝柳胺（ｍｄＬ）４８ ｈ浸泡钉螺杀灭率

不同生境的氯硝柳胺浸杀钉螺的Ｓｌｇ Ｌ＿Ｃ巯方差分析表

完全杀灭各地钉螺，与卫生部血防手册规定的氯硝
柳胺现场灭螺剂量１ ｍｇ／Ｌ浸杀相符哺１。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浓度的ｏＲ值均＞１，氯
硝柳胺杀灭钉螺效果与浓度呈正相关。氯硝柳胺对
孳生在湖沼地区、水网地区的钉螺比山丘地区的钉

本次研究抽取了１０省（市）、３３个县３７个钉螺

螺灭螺效果好；在这３个因素中氯硝柳胺的浓度是

点，测定氯硝柳胺杀灭各点钉螺的死亡率，结果显示

影响杀螺效果的主要因素，其次为氯硝柳胺溶液浸

氯硝柳胺杀螺效果与文献报道一致‘７１；氯硝柳胺

泡时间，再次为钉螺孳生地的类型，另外不同生境的

１

ｍｇ／Ｌ浸杀钉螺２４ ｈ或０．５ ｍｇ／Ｌ浸杀钉螺４８ ｈ，能
表６

銮量
常数项

灭螺效果差异随浓度升高和时间的延长增大。

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

兰

坠型羔：篁

！堡

一７．８５６

０．１６１

２６４４．３４ｌ

Ｏ．０００

堡

塑篁！！！兰里！
５．５７３（５．５１６～５．６３３）
２．９２４（２．８０６～３．０４２）

ｘ１

浓度

１．７１８

０．０２９

４３５９．１２３

Ｏ．０００

２．０４７

Ｘ２

时间
水网型

１．０７３

Ｏ．０６０

３２９．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３

Ｏ．９７６

０．０８７

１２７．９４９

０．０００

Ｏ．１８７

湖沼型

Ｏ．７３７

０．０６２

１３５．９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

２．６５４（２．４８３～２．８２５）
２．０９０（１．９６９～２．２１２）

浓度×时间

Ｏ．８９０

０．０６４

１２７．３５２

０．ｏｏＯ

０．１７８

２．４３５（２．３１０～２．５６０）

Ｘ３

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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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氯硝柳胺杀灭钉螺效果受其药物浓

因组ＤＮＡ的限制性长度差异．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１９９４，６：

度、浸泡时间和钉螺孳生地的类型影响较大，在现场

５王少海，何立，康在彬．湖北地区肋壳钉螺与光壳钉螺种群间亲缘

１９６．１９８．

使用氯硝柳胺进行灭螺时应充分考虑以上因素，充
分发挥氯硝柳胺的杀螺作用。

关系的探讨．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１９９８，１０：２６７—２６９．
６

Ｘｕ

ＢＫ．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ｎ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ｃｏｍｅｌａｎｉａ Ｓｎａｉｌｓ

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ｃ曙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 ｐｍ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 Ｊ，１９９５，

７３：４７７。４９２．

参

考

文

献

１戴建荣，徐年风，梁幼生，等．氯硝柳胺悬浮剂的研制及其杀螺效

７戴建荣，梁幼生，徐年风，等．氯硝柳胺悬浮剂杀螺效果研究．中
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３，１５：１７３—１７６．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上海：

果评价．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３，１５：３—６．
２徐端正．生物统计．第１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８．
３孙振球．医学统计学．第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８．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１０）

（本文编辑：尹廉）

４周晓农，孙乐平，徐秋，等．中国大陆不同地域隔离群湖北钉螺基

·疾病控制·
零过多资料的统计方法在上呼吸道感染调查资料中的应用
张华君

闵捷

王蓓

胡晓江

本文采用零过多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模型（ＺＩＰ）和零过多负二

体者容易得病，后者可能是因为体质较弱者加强了自身锻炼

项分布模型（ｚＩＮＢ）对南京市某城区２００４年１２５户居民一年

的缘故。从表１中ａｌｐｈａ、～２ｌｏｇ、ＡＩＣ和ＢＩｃ可以看出ｚＩＮＢ

间的发病情况，实际分析１２４户家庭４３０名调查对象；其中

分布更适合本数据的分布。

男２０４人，女２２６人。一年中个人发病１次１２８例（频率

结论：在生物医学等领域零过多计数资料是很常见的，

２９．８），发病２次５６例（频率１３．０），３次１６例（频率３．７），４次

对于这类数据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采用ｚＩＰ或ｚＩＮＢ模型，

１７例（频率４．Ｏ），５次１０例（频率２．３），６次及以上７例（频率

因为如果忽略这些零的存在对参数的估计就会产生偏差。

１．６）；如果用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来拟合，则拟合优度ｘ２值为９５．４６，

在对零过多数据进行拟合时，当均数为１，如果用Ｐｏｉｓｓｏｎ分

自由度（ｄ，’）为４，Ｐ＜０．００１，不符合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所以拟合

布，零的概率为３６．７９％，本例为４５．５８％，同时拟合优度ｘ２

零过多模型。以调查对象一年内的发病次数作为反应变量，

检验的Ｐ值＜０．００１，故用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是不适合的，而零过

用单因素分析２０个变量进行筛选，满足条件（Ｐ＜０．０５）的４

多分布模型可以将数据分为２部分，对本例用ｚＩＰ分布的拟

个变量是：年龄、慢性疾病史（０＝无，ｌ＝有）、服用维生素Ａ

合优度检验＿）ｃ２值为４７．９７（彤＝５，Ｐ＜０．０５），不符合，使用

（０＝否，ｌ＝是）、锻炼身体（Ｏ＝否，１＝是），引人多变量模型

ｚＩＮＢ分布拟合优度检验）［２值为９．９９（谚厂＝５，Ｐ＞０．０５），因

后结果见表ｌ，在ＰｏｉｓＳｏｎ部分低年龄和有慢性疾病者在一年

此用ｚＩＮＢ分布拟合比较恰当。零过多模型可以由Ｍ—ｐｌｕｓ、

内得病的次数较多；零部分提示，有慢性疾病史者和锻炼身

ＳＴＡＴＡ等软件实现，本文采用ｓＴＡＴＡ ９．Ｏ分析。

表１

ｚＩＰ和ｚＩＮＢ统计结果

基金项目：江苏省卫生厅１３５项目开放课题资助项目（ｗＫ２００２１７）；江苏预防医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４３４）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统计教研室
通讯作者：闵捷，Ｅｍａｉｌ：ｍｉｔｌｊｉｅ９３＠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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