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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 4 类成蚊监测工具的现场诱捕效果。方法

2016 年 8 月 13－20 日选择河南省永城市高庄镇谢庄

村，在蚊虫活动高发季节于羊圈生境中，采用 4 种监测工具连续开展现场成蚊诱捕试验，对白天（09：00－18：00）和

夜晚（18：00 至次日 09：
00）捕获蚊虫分别进行分拣、
分类统计，依次轮换监测工具位置，共进行 2 轮，
比较捕获成蚊效
果。结果

4 类监测工具白天时段的蚊虫监测结果不具有统计分析意义；4 类监测工具在夜间均捕获鳞翅目蛾类昆

虫，以功夫小帅诱蚊灯捕获蛾类昆虫密度最高，为 24.43 只/（灯·夜）；功夫小帅诱蚊灯、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和

WJ ⁃ C 全自动蚊虫采样器捕获蚊虫均以三带喙库蚊雌蚊密度最高，分别为 797.29、62.57 和 85.17 只/（灯·夜）；BGS ⁃
trap 捕蚊器捕获蚊虫则以淡色库蚊雌蚊密度最高，为 22.71 只/（灯·夜）。结论

各类监测工具夜晚均能捕获居民区

的主要蚊种，均具有噪音昆虫诱捕干扰，功夫小帅诱蚊灯干扰昆虫数量最多，在捕获三带喙库蚊和中华按蚊数量上

具有优势；BGS⁃trap 捕蚊器和 WJ⁃C 全自动蚊虫采样器捕获蚊虫数量较少；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在蚊虫监测工
作中具有优势；
监测工具的选择和替换仍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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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4 adult mosquito sampling methods. Methods All the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in sheepfolds during mosquito active season around ⁃ the ⁃ clock continuously for 2 circles
rotating positions one by one in Yongcheng city, Henan province. The mosquitoes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separately in
the daytime (09: 00-18: 00) and nighttime (18: 00-09: 00 the next day). Results The results in the daytime did not give
us any specific indication except all the tools did not work well as surveillance tools during daytime. All the monitoring tools
caught the main mosquito species in the residential areas at nighttime, but all of them had the unexpected other insects
especially the most in Kung Fu Xiao Shuai. Kung Fu Xiao Shuai showed excellent results in trapping Cu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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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eneral;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mosquito monitoring tools partially and the selection and replac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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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bH（雷根斯堡，
德国）公司开发。

蚊虫作为一类重要的医学昆虫，骚扰吸血并传

1.2

播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三带喙库蚊（Culex

2016 年 8 月 13－20 日选择河南省

1.3 试验方法 选择 4 个羊圈，
两两间距离＞100 m，

主要传播媒介［4-5］；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和埃
［6］

及伊蚊（Ae. aegypti）主要传播登革热 、基孔肯雅热、

且相互间具有农户住房和围墙等隔离带。每个监测
点放置 1 个蚊虫监测工具，连续监测；于 09：00 前放

黄热病和寨卡病毒病等。随着病媒生物性疾病防控

置并开始监测，18：00 进行第 1 次收集，次日 09：00

工作的深入和执行，媒介生物监测作为当前防控工

完成第 2 次收集。于 09：00－10：00 间依次轮换位

作中循证和考核的依据，在疾病控制中一直发挥重
要作用。中国 CDC 自 2005 年以来连续开展全国蚊

置，8 月 13－20 日连续监测 8 d，共计 2 轮；其中 8 月

14 日因 WJ⁃C 全自动蚊虫采样器无试剂而对其剔除

媒监测工作，
《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 推
［7］

不作统计，8 月 15 日因 BGS⁃trap 插头损坏，功夫小帅

荐使用的功夫小帅牌诱蚊灯，具有客观、方便等优
点，
在执行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其利用蚊虫趋

诱蚊灯监测的羊圈点燃蚊香，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
蚊器也因工作失误未按时接通电源，故将 8 月 15 日

光性进行捕获，
在使用过程中，
所有具有趋光性的昆
虫均被收集在集蚊袋中，特别是鳞翅目蛾类昆虫因

结果整体剔除。收集蚊虫并鉴定计数，
依据文献［8］

其个体大、干扰性强，给后续蚊虫分拣、分类工作造

进行蚊虫分类形态学鉴定并记录。

成一定困难。本研究选择目前市场上 4 种类型成蚊

1.4

监测工具进行效果评价，以期初步筛选适合我国目

统计学分析

数据汇总和分析使用 Excel 2007

软件处理，统计全部有效记录蚊数，
对各类监测工具

前监测条件的监测工具。

捕获蚊虫总数进行分类，计算不同捕蚊器捕获不同
蚊种的日平均密度，密度〔只/（灯·夜）〕＝不同蚊种

材料与方法

捕获总数/有效捕蚊记录次数。

1.1 监测工具

2

1.1.1 光诱型 功夫小帅诱蚊灯，
220 V，
50 Hz，
24 W，

2.1

由武汉吉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1.2

试验现场

永城市高庄镇谢庄村（33°55′58″N，116°31′45″E）
作为研究现场。在村内选择羊圈环境。

tritaeniorhynchus）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主要
传播媒介［1-3］；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是疟疾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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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诱饵引诱型

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

WJ ⁃ C 全自动蚊虫采样器，

1.1.4

BG ⁃ Sentinel mosquito trap

白天蚊虫捕获情况

4 类监测工具白天捕获蚊

（Culex pipiens pallens）和 骚 扰 阿 蚊（Armigeres
subalbatus），同时还捕获一定数量的蛾，BGS ⁃ trap 捕

220 V，由深圳市隆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诱饵引诱型

果

种包括白纹伊蚊、中华按蚊、三带喙库蚊、淡色库蚊

器，
100～240 V，3.5 W，由荣金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1.1.3 CO2 自发生类型

结

蚊器捕获蛾最多，为 7 只。全部有效记录中，不同类
型捕蚊器在 09：00－18：00 捕获蚊虫总数均较少，见

（BGS ⁃ trap）捕蚊器，100～240 V，50 Hz，由 BioGents

表1。监测结果不具有统计分析意义。

表 1 4 种监测工具白天捕获蚊虫数量（只）
Table 1 Total number of mosquitoes captured by 4 surveillance tools daytime
监测工具

淡色库蚊

合计

0

0

17

0

1

7

雄

雌

雄

雌

雄

0

0

2

0

3

0

0

1

2

1

0
0

1

干扰昆虫捕获结果

0

8
0
4

0
0
0

4 类监测工具在夜间均

捕获到鳞翅目蛾类昆虫，以功夫小帅诱蚊灯捕获蛾
类密度最高，为 24.43 只/（灯·夜），迈斯萃/加康升级

版捕蚊器、BGS⁃trap 捕蚊器和 WJ⁃C 全自动蚊虫采样
器捕获蛾类密度分别为1.86、
1.57和1.00只/（灯·夜）。
2.2.2

蛾

雌

0

2.2.1

骚扰阿蚊

雄

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

2.2 夜间蚊虫捕获情况

白纹伊蚊

雌

5

WJ⁃C 全自动蚊虫采样器

中华按蚊

雄

功夫小帅诱蚊灯
BGS⁃trap 捕蚊器

三带喙库蚊

雌

蚊种捕获情况及其密度

4 类监测工具夜间

捕获蚊虫种类均包括淡色库蚊、
三带喙库蚊、中华按

1
0
0

0
0
0

2
1
8

0
0
0

1
5
6

1

7
0

16
20

蚊、骚扰阿蚊、
白纹伊蚊。功夫小帅诱蚊灯捕获到以

上各蚊种，
蚊密度远高于其他3类监测工具。BGS⁃trap
捕蚊器捕获了淡色库蚊、三带喙库蚊和中华按蚊雌
蚊及骚扰阿蚊和白纹伊蚊的雌雄蚊，以淡色库蚊雌
蚊密度最高，为 22.71 只/（灯·夜），其他蚊种密度均

较低。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除未捕获中华按
蚊雄蚊外，均捕获以上蚊种的雌雄蚊。WJ⁃C 全自动

蚊虫采样器捕获淡色库蚊、三带喙库蚊、
中华按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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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纹伊蚊雌蚊及骚扰阿蚊雌雄蚊。功夫小帅诱蚊
灯、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和 WJ ⁃ C 全自动蚊虫

采样器捕获蚊虫均以三带喙库蚊雌蚊密度最高，分
别为 797.29、62.57 和 85.17 只/（灯·夜），见表 2。

表 2 4 种监测工具夜间捕获蚊种密度〔只/（灯·夜）〕
Table 2 Species density captured by 4 surveillance tools nighttime
淡色库蚊

监测工具

雌

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
功夫小帅诱蚊灯
BGS⁃trap 捕蚊器

WJ⁃C 全自动蚊虫采样器

3

雄

26.43

4.29

22.71

0.00

120.57
16.33

三带喙库蚊

雌

62.57

0.29

雌

雄

骚扰阿蚊
雌

雄

0.86

0.14

19.29

0.57

0.14

0.00

1.14

0.14

3.00

0.57

11.71

12.71

0.00

85.17

0.00

4.17

0.00

白纹伊蚊

雌

0.00

797.29
14.29

雄

3.86

0.29

0.57
0.00

2.71
0.67

0.14
0.00

31.29
5.67

7.43
1.33

19：00），但白纹伊蚊的活动偏好阴暗潮湿的丛林

讨 论

3.1

中华按蚊

雄

环境。

蚊媒监测和监测工具的筛选是我国公共卫生

领域研究的课题之一 蚊虫作为引发公共卫生问题

3.3

不同监测工具捕获的干扰昆虫存在差异

鳞

翅目昆虫个体大、
活动性强，在吸入集蚊袋后易对蚊

的媒介昆虫，特别是近些年其引发的蚊媒疾病的高

虫个体造成损坏，为后续的种类分拣分类工作造成

发和流行，对其进行监测成为研究热点。文献［9］列

困难。4 类监测工具在夜间均捕获到鳞翅目蛾类昆

出的蚊虫监测方法中人工小时法和诱蚊灯法于

虫，以功夫小帅诱蚊灯捕获蛾类密度最高〔24.43 只/

2005 年纳入《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 。人

（灯·夜）〕，给后续的蚊虫分拣和分类鉴定造成麻烦

择功夫小帅诱蚊灯，两种方法对掌握我国居民活动

接受范围内，
不会影响捕获蚊虫的分拣和分类，
也不

［7］

工小时法是我国传统的蚊虫监测方法，诱蚊灯法选
范围内的蚊虫种类、密度和季节消长等有重要作
用

；但人工小时法受监测环境条件和监测人员

［10-25］

的业务熟练程度等限制，结果一致性具有较大差异，

和困难；另外 3 类监测工具捕获的干扰昆虫均在可
太会给工作人员造成情绪负担。
3.4

不同监测工具对主要媒介蚊种诱捕效果具有

差异性

三带喙库蚊作为乙脑重要的传播媒介，功

且该方法在执行过程中工作人员会不可避免地被蚊

夫小帅诱蚊灯对其表现出较强的引诱性，与郭玉红

虫叮咬。郭玉红等 比较了人工小时法和诱蚊灯法

等［26］研究结果一致，故该工具可作为三带喙库蚊的

的监测效果差异，认为诱蚊灯法在捕捉个体较小的

良好诱捕工具。中华按蚊是我国疟疾的主要传播媒

三带喙库蚊时具有优势，其获得的监测结果较人工

介，在我国分布广泛，功夫小帅诱蚊灯对其表现出较

小时法更为客观，适应生境更为广泛。石华等

强的引诱力，其是否可以替代我国疟疾媒介的监测

［26］

比

［27］

较了市场上 8 种常见诱蚊灯的诱捕蚊虫效果，基于

方法，仍需进一步在中华按蚊活动生境中将其与现

普通民用便利性，认为吸入式灭蚊器（GM903）效果

行监测方法进行比较；当然，功夫小帅诱捕的干扰昆

较好，
而未对蚊虫监测的专业用途进行考量。

虫数量较大，也需要工作人员对其造成的分拣和分

3.2

标性

对监测工具的筛选试验具有公共卫生学的靶
本研究选取 4 种较为普遍使用的成蚊监测工

具在河南省永城市高庄镇谢庄村进行试验。永城市
地处华中地区，陈传伟等［28］对该地区的蚊虫调查研

类的麻烦进行考虑。
3.5

监测工具的筛选在反映蚊媒客观密度前提下

尽量简单、方便、
易操作 监测是通过特定的监测手
段获得蚊虫真实活动状况，包括蚊虫种类、数量、分

究发现，该地蚊虫种类与我国居民区的主要媒介蚊

布及季节变化规律等，以便研究不同蚊媒疾病风险，

虫种类具有一致性，研究指出该地区的蚊虫活动高

及时预测预警传播疾病，进而指导防控策略的制定

发季节集中在 7－10 月。调查于该地蚊虫活动高发
季节进行，选取羊圈生境，连续完成了 2 轮的工具轮

换位置监测，
工作具有明确的靶标性，
可通过集约的
工作获得研究目的，了解 4 类监测工具对居民区蚊

和实施。从工作的便利性考虑，应用最简约工作量
获得客观真实的监测结果。需考虑监测工具的实用
性，即工具小巧、
结实耐用、便于携带和操作简单等。
而迈斯萃/加康升级版捕蚊器具有以下优势：①对靶

虫媒介成蚊监测的效果差异。在试验全部有效记录

标蚊虫具有一定的诱捕能力；②能够捕获不同媒介

中，
羊圈环境白天蚊虫活动少，
与该环境中主要蚊虫

蚊种，且捕获的蚊虫数量在工作人员可保证质量分

的生物学习性相关 。几类居民区分布的主要蚊种

拣的数量范围内；③干扰昆虫捕获数量少。故其具

中，仅白纹伊蚊有白天活动特性 。郭玉红等

备作为监测工具的特性。但监测工具的选用需要考

［8］

［8］

研

［29］

究永城市白纹伊蚊日活动高峰主要在傍晚（15：
00－

虑监测结果延续性对于理解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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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预警的重要作用，新方法是否能够替代原监测
方法需开展系列评估试验。

3.6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4 类饵诱型监测工具
仅对饵剂打开包装的最初时间内的诱蚊效果进行了
现场研究，而不同监测工具饵剂的持效性不同，
需对
其进行评价。本研究仅在蚊虫活动季节的羊圈中进
行比较，
不同蚊种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
各自偏好孳
生和栖息环境有所差异，而我国蚊虫监测包括人房、
医院、公园、牲畜棚等生境，仅牲畜棚包括猪圈、羊
圈、
鸡窝和养殖场等，应在以上生境中进行全面的监
测分析，从而得到比较客观全面的结果。监测工具
的转换需要考虑工作场所的条件是否能够在各类监
测生境中均获得理想效果，或不同生境中是否可以
选择不同的监测工具等；同时监测工作本身具有持
续性，
应从全局把握结果的连续性，
故全国蚊媒监测
工具的筛选仍需进一步验证。
志谢

· 529 ·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December 2017, Vol.28, No.6

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的专家

在评价工具的筛选和现场评价方案制定中给予帮助和支持；
永城市 CDC 的科研人员参与了大量现场工作，同时得到高庄
镇卫生院和谢庄村居民的支持与配合，
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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