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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对幼虫期淡色库蚊生理状态
及摄糖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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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淡色库蚊幼虫期营养对成蚊体型、生理状态及摄糖行为的影响。方法

于 2014 年 8 月在杭州市

某居民小区蓄水池内采集淡色库蚊幼虫，以 3 种食物量进行饲养，对新羽化的成蚊翅长、体质量及糖类、脂类和蛋白
质含量进行测定；
以葡萄糖溶液作为糖餐喂食新羽化的成蚊，对趋糖比例的时间变化进行测定。结果

不同营养条

件下新羽化的雌雄成蚊翅长分别为 4.26～3.57 和 3.53～2.99 mm，
雌雄蚊体质量分别为 3.16～1.53 和 1.95～1.12 mg，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雌雄蚊糖类含量分别为 41.76～19.90 和 39.62～14.66 μg/只，脂类含量分别为 48.23～
17.48 和 52.36～9.42 μg/只，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68.07～34.23 和 59.82～24.85 μg/只，雌雄蚊能量储备分别为 3.70～
1.58 和 3.68～1.03 J/只。幼虫期食物充足的新羽化成蚊摄糖比例最高，雌雄蚊分别为 70.80%和 53.30%，且自羽化后
成蚊摄糖比例不断升高。结论

不同营养条件下淡色库蚊新羽化的雌雄成蚊翅长、体质量、糖类、脂质及蛋白质含

量不同；
淡色库蚊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可显著影响成蚊的体型、生理状态和摄糖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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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on the body siz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and
sugar feeding behavior of Culex pipiens pallens adults. Methods Culex pipiens pallens larvae,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water pools in the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of Hangzhou city in August, 2014, were reared with three diet regimes, and the
wing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newly emerged adults,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glycogen, lipid and protein, were
determined. Newly emerged adults from different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were provided with glucose solution as sugar
source, and the temporal change of proportions of sugar⁃fed mosquitoes was determined. Results The wing length of newly
emerged female and male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groups was 4.26-3.57 mm and 3.53-2.99 mm respectively, their body
weight was 3.16-1.53 mg and 1.95-1.12 mg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se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P＜0.05). The content of sugar from individual newly emerged female and male mosquitoes was
41.76-19.90 μg and 39.62-14.66 μg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of lipid was 48.23-17.48 μg and 52.36-9.42 μg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of protein was 59.82-24.85 μ g and 68.07-34.23 μ g respectively; the energy reserves of newly
emerged female and male Cx. pipiens pallens were 3.70-1.58 J and 3.68-1.03 J,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sugar ⁃ fed
newly emerged mosquitoes from rich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was highest among the groups, which was 70.80% for
females and 53.30% for males, and the value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since adults emerged. Conclusion The wing length
and body weight,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sugar, lipid and protein, were different in newly emerged female and male
Cx. pipiens pallens from different nutritional regimes; the abundance of larval food c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body siz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of Cx. pipiens pallens adults and their tendency to sugar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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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蚊羽化后的飞行、
寻找栖息生境、
搜寻配偶与宿
主、
觅水产卵等生命活动均伴随能量消耗。若无充足
的能量储备及持续的能量供给，
几乎无法完成交配、
吸
［1］
血、
卵块发育及产卵等行为 。此外，
成蚊的营养物质
和能量储备显著影响其群舞、
交配、
觅食等［2-3］及寿命
［4-5］

和繁殖力等

。研究表明，
疟原虫在成蚊体内的发育
［6-7］

及传播疾病能力与成蚊生理状态密切相关

。

类和蛋白质，而成虫期所摄食的糖餐和血餐是补充
能量的重要来源［1］。单独摄食水的新羽化成蚊仅存
活几天，而摄食糖餐或血餐可显著延长其寿命

。

［8-9］

有研究表明，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可显著影响成蚊对
糖餐/血餐间的选择［10］，但不同幼虫期的食物丰富度
如何影响成蚊对糖餐的趋性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
提供淡色库蚊（Culex pipiens pallens）幼虫期不同量
的食物，研究淡色库蚊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对成蚊能
量物质储备的影响及淡色库蚊幼虫的摄糖情况，为
不同栖息生境孳生的成蚊防治提供参考。

1.1

材料与方法
试虫

糖含量测定

将 0.2 g 蒽酮溶于 100 ml 浓硫

酸配制蒽酮试剂，参照 Shin 等［11］方法，用硫酸钠溶

液对单只成蚊进行匀浆，加入氯仿甲醇混合液充分
混合，
离心后吸取上清液，
加入蒽酮试剂加热 10 min，
待室温冷却后于波长 630 nm 下测其吸光度。在相

同条件下，以不同浓度的无水葡萄糖溶液制作标准
曲线，计算成蚊体内的糖含量。

蚊虫的能量储备主要来自于幼虫期所储存的脂

1

1.5.1

于 2014 年 8 月在杭州市某居民小区蓄

1.5.2 脂类含量测定 将120.0 mg香草醛溶于100 ml

68%磷酸溶液配制磷酸香草醛试剂，参照 Shin 等［11］
方法加入氯仿甲醇混合液对单只成蚊进行匀浆，吸

取上清液并加热使溶剂挥发，加入浓硫酸后密闭加
热，待加入磷酸香草醛试剂后于波长 525 nm 下测其

吸光度。在相同条件下，以溶于氯仿的不同浓度的
大豆油制作标准曲线，计算成蚊体内的脂类含量。
1.5.3

蛋白质含量测定

将考马斯亮蓝溶于 95%乙

醇后，加入磷酸配成考马斯亮蓝 G-250 试剂，参照

Shin 等［11］方法用氢氧化钠溶液对成蚊进行匀浆，经

离心后吸取上清液加入考马斯亮蓝溶液，混合均匀
后于波长 595 nm 下测其吸光度。在相同条件下，以

不同浓度的 BSA 溶液制作标准曲线，计算成蚊体内
的蛋白质含量。

水池内采集淡色库蚊幼虫，在室内条件下喂食小鼠

1.6

蔗糖溶液，并以小鼠血液作为血餐喂食。将装有纯

润湿的脱脂棉作为成蚊的水源，以添加 1%食用色素

饲料（浙江省实验动物中心），待成蚊羽化后喂食 5%
净水的小烧杯置于养虫笼内供雌蚊产卵，收集产卵
块于纯净水内孵化。
1.2

试剂

蒽酮和香草醛购自西格玛奥德里奇（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考马斯亮蓝 G-250 和牛血清白蛋

成蚊摄糖比例

取相同食物量喂养的同一时

间羽化的雌雄蚊各 50 只，置于养虫笼内，以蒸馏水
的 10%葡萄糖溶液作为成蚊的糖餐。在暗周期开始
时将糖溶液置于笼内，于光周期开始时（12 h 后）取

出，并吸取笼内的成蚊于-80 ℃冷冻。利用体式显

白（BSA）均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微镜观察成蚊腹部颜色，判断成蚊是否摄糖。
1.7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和氯仿等试剂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同组雌雄成蚊的翅长、体质量及各营养物质含量进

大豆油购自阿拉丁公司；
浓硫酸、
85%磷酸、
无水乙醇
1.3

不同食物量饲养幼虫

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LSD test 对不

吸取新孵化的淡色库

行分析，数据以平均数±标准误（x±sx）表示。P＜

饲料，按照不同食物量饲养，
并记录蚊幼虫开始化蛹

蚊能量储备情况，
将成蚊体内的糖原、
脂类及蛋白质

蚊幼虫，按 100 只/L 饲养于蒸馏水烧杯内，饲喂小鼠
的时间。高食物量组，于孵化后第 1～3 天，饲喂饲

料 50 mg/d；第 4～6 天 ，100 mg/d；第 7 天 至 化 蛹 ，
150 mg/d。中食物量组，
于孵化后第1～3天，
饲喂饲料

20 mg/d；第 4～6 天，40 mg/d；第 7 天至化蛹，60 mg/d。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评估不同处理组的成
含量分别按 0.017、0.038 和 0.017 J/μg 转化为相应的
能量储备值［11-12］。
2

结

果

低食物量组，于孵化后第 1～3 天，饲喂饲料 5 mg/d；

2.1

1.4

化后平均 7.5 d 后开始化蛹，而中食物量和低食物量

第 4～6 天，10 mg/d；第 7 天至化蛹，
10 mg/d。
成蚊体型测定

分别吸取各组新羽化的雌雄

蚊约 200 只，称量其体质量，并分别取其前翅，置于
解剖镜下测定其翅长。
1.5

生理状态测定

将不同食物量饲养的淡色库

蚊新羽化成蚊分别吸取 30 只雌雄蚊，于-80 ℃冷冻
保存，重复 3 批，
用于研究雌雄蚊的生理状况。

幼虫发育历期

食物丰富度对淡色库蚊幼虫

的发育有一定影响。高食物量组淡色库蚊幼虫自孵
组分别需要 8.75 和 10.75 d。
2.2

成蚊体型

幼虫期高食物量的雌蚊翅长大于

中、低食物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59.71，df＝2，
P＜0.001）。不同幼虫期食物量的雄蚊翅长间差异亦
有统计学意义（F＝451.27，
df＝2，
P＜0.001）。此外，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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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期食物量的丰富度也显著影响成蚊的体质量，
幼虫
期食物越充足，成蚊体质量越高（雄蚊：F＝232.39，

df＝2，P＜0.001；雌蚊：F＝341.20，df＝2，P＜0.001）。
此外，雄蚊翅长与体质量均低于同组的雌蚊（图 1）。

注：数据为（x±sx）；A、B、C 为不同食物量组的雌蚊翅长（E）与体质量（F）差异性比较，P＜0.05；a、b、c 为不同食物量组的雄蚊翅长（E）与体

质量（F）差异性比较，P＜0.05；不同组雄蚊和雌蚊的翅长与体质量经 LSD 检验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图 1 不同营养条件雌雄淡色库蚊成蚊的翅长（E）与体质量（F）
Figure 1 The wing length（E）and body weight（F）of Cx. pipiens pallens adults from different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成蚊生理状态及能量储备 不同食物组羽化的

雄蚊体内脂类和蛋白质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1.04，
df＝2，
P＜0.05；
F＝55.64，
df＝2，
P＜ 0.05），
高食物量组与中食物量组羽化的雄蚊体内糖类含量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均与低食物量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F＝39.69，df＝2，P＜0.05）。不同幼虫期

食物量对雌蚊的糖类含量及脂类含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13.59，df＝2，P＜0.05；F＝32.14，df＝2，P＜

0.05），
高食物量组的雌蚊与中食物量组的雌蚊蛋白质

含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与低食物量组的雌蚊蛋
白质含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5.77，df＝2，P＜

0.05）。幼虫期的食物丰富度影响成蚊的能量储备，
幼
虫期食物越丰富，
成蚊储备的能量也越充足（表1）。

表 1 不同营养条件新羽化雄雌蚊生理状态及能量储备
Table 1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and energy reserve
of newly emerged male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类别 营养条件

糖类
（μg/只）

脂类
（μg/只）

蛋白质
能量储备
（μg/只） （J/只）

雄蚊 高食物量 39.62±3.04a 52.36±3.03a 59.82±3.37a

3.68

低食物量 14.66±1.32b 9.42±0.89c 24.85±1.77c

1.03

中食物量 39.23±2.11a 27.65±2.31b 42.36±1.58b

雌蚊 高食物量 41.76±2.34a 48.23±2.37a 68.07±2.40a
中食物量 30.84±3.30b 36.65±2.23b 65.12±2.08a

低食物量 19.90±2.38c 17.48±2.00c 34.23±1.74b

2.43
3.70

成蚊摄糖比例变化

蚊摄糖个体比例为高食物量组＞低食物量组＞中食

物量组；羽化 24 h 后高食物量组和中食物量组雄蚊
摄糖个体比例相当，
均高于低食物量组；
羽化 36 h 后

低食物量组雄蚊摄糖个体比例最高，约为 75%；在羽

化 48 h 后 不 同 食 物 组 的 雄 蚊 摄 糖 个 体 比 例 约 为

80%，其中高食物量组和低食物量组雄蚊摄糖比例
相当，均高于中食物量组（图 2）。新羽化的雌蚊以
高食物量组摄糖比例最高，达（70.80±5.76）%，而中
食物量组和低食物量组雌蚊摄糖比例约为 50%；羽

化 12 h 后各食物组雄蚊摄糖个体比例依次为中食物
量组＞高食物量组＞低食物量组；羽化 24 h 后的高

食物量组雌蚊与中食物量组雌蚊摄糖个体比例持
平，约为 86%，而低食物量组雌蚊摄糖个体比例为

（76.98 ± 3.91）%；羽化 36 h 后的低食物量组雌蚊摄

糖个体比例高于高、
低食物量组，
达（94.23 ± 2.70）%；
羽化 48 h 后不同组雌蚊摄糖个体所占比例约为 90%，
其中高食物量组和低食物量组雌蚊摄糖个体比例均
高于中食物量组，
达 93.52%～95.61%（图 2）。
3

3.02
1.58

注：数据为（x±sx）；雄蚊同列数据不同字母代表经 LSD 检验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雌蚊同列数据不同字母代表经 LSD
检验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F＝66.62，df＝2，P＜0.05）；羽化 12 h 后各食物组雄

对羽化后不同处理组的

讨

论

蚊虫的能量储备主要为幼虫阶段摄食的有机物
类合成自身糖类、
脂类及蛋白质等，
并通过成蚊阶段
摄食糖餐或血餐进行补充［9］。淡色库蚊幼虫期食物
丰富度不同，
羽化的成蚊体型明显不同，
且成蚊体内
糖类、脂类和蛋白质含量也有差异。此外，
淡色库蚊

雌雄蚊摄糖个体比例进行分析发现，幼虫期食物丰

幼虫期食物丰富度亦影响成蚊的摄糖趋性。

富度不同，成蚊摄糖个体比例不同。随着羽化后时

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对成蚊体型的影响

间的延长，不同处理组的雌雄蚊摄食糖餐的个体比

3.1

成蚊

体型通常与其幼虫期食物丰富度相关 。本研究发
［7］

例不断升高。刚羽化后即喂食糖溶液的雄蚊个体幼

现，不同食物量组淡色库蚊成蚊翅长和体质量差异

虫期营养越丰富，
摄糖比例越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有统计学意义，
幼虫期食物越充足，
其成虫翅长越

· 317 ·

图 2 不同营养条件新羽化雄蚊和雌蚊在羽化后不同时间摄糖个体比例
Figure 2 Temporal change of proportions of sugar⁃fed male and female Cx. pipiens pallens
from different larval nutritional regimes

长，
体质量越大；
相同食物组雌蚊的翅长和体质量均

高于雄蚊，与 Takken 等 和 Shin 等 研究结果一致。
［7］

［11］

有研究表明，成蚊翅长与体质量对成蚊存活和交配
有重要影响［13］，体型较大的雄蚊在群舞过程中可优
先完成交配［12］，而雄蚊在选择配偶时也偏好体型较
大的雌蚊，使其后代更具有体型优势［14］。自然条件
下，体型大的雌蚊寿命长于体型小的雌蚊，
成蚊体型
对其传播疾病能力有显著影响［6］。

3.2 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对成蚊生理状态的影响 本

研究发现，淡色库蚊生理状况和能量储备与幼虫期
食物丰富度密切相关。以不同食物量饲养冈比亚按
蚊（Anopheles gambiae）、斯氏按蚊（An. stephensi）和骚
扰库蚊（Cx. molestus）幼虫后，对其成蚊营养物质含
量分析也得到相似结果［5，7］。正常食物量与高食物
量饲养的雄蚊糖含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糖类是
蚊类飞行的主要能量来源，很大程度上优先用于最
基本的生命活动［15］。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对于雌蚊的
能量储备影响较大。自育雌蚊成虫阶段卵巢发育所
需营养主要来自幼虫阶段储备的糖类和脂类，而非
自育雌蚊糖类和脂类储备对成蚊的繁殖力同样有显
著影响［16］。因此，雌蚊体内的各营养物质如何影响
其繁殖力有待深入研究。
3.3

幼虫期食物丰富度对成蚊趋糖性的影响

大

多数蚊虫在羽化后 24 h 内即需取食糖餐 。目前研
［1］

究 表明，成 蚊摄食糖 餐 的 频 率 与 成 蚊 的 日 龄、糖
源的丰富度和引诱力及蚊虫自身能量需求等因素相
关［2，10］。在相同时间内，相同幼虫期食物营养条件
下的雌蚊摄糖个体比例始终高于同组雄蚊，证实了
糖餐对于淡色库蚊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性，且
幼虫期的食物丰富度影响成蚊对糖餐的趋性，对利
用其摄糖习性防治蚊虫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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