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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依据形态特征对海南省常见白蛉种类进行分类，确定该地常见白蛉的种特异分子特征。方法

利用诱

虫灯法，于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每月在海南省海口市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猪圈、鸡鸭圈或人房等环境，2017 年 8

月在三沙市宿舍周围的院落、废弃的猪圈等环境通宵采集白蛉，统计白蛉数量。随机挑取白蛉样本依据形态学特征

进行分类鉴别，对应标本提取基因组 DNA，测定和分析线粒体 DNA（mtDNA）细胞色素 b（Cytb）基因片段序列，确定种
特异的分子特征。对采自海南省三沙市的白蛉应用种特异分子特征鉴定种类，并探讨其分类地位。结果

在海口市

共捕获白蛉 377 只，隶属于 2 属 4 种，即贝氏司蛉、应氏司蛉、鳞胸司蛉和施氏白蛉；白蛉全年均有活动，密度高峰出现

在 6、11 月。4 种白蛉的 mtDNA Cytb 基因序列在个体间的遗传距离为 0～0.046，在我国分布的 9 种（5 种为网络下载）
白蛉间的差异范围为 0.112～0.219。应用 mtDNA Cytb 基因序列分析显示，在三沙市采集的白蛉均为贝氏司蛉，与海
口市贝氏司蛉间的遗传差异最大为 0.049。结论

白蛉在海口市全年均有活动，有 2 个密度高峰；确定了海南省常见

4 种白蛉的 mtDNA Cytb 基因分子特征；
基于分子特征的贝氏司蛉已出现群体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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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common species of sandflies in Haikou city based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e the species specific molecular identity. Methods Sandflies were collected overnight by light ⁃ trap monthly in
the pigsty, chicken or duck coops or human dwellings around village and urban ⁃ rural fringe areas in Haikou city during
August 2015 to July 2016, as well as in Sansha city in August, 2017. After counting, partial sandfli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classified by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n the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identified specimens, the mtDNA
Cytb gene fragment was sequenced and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species ⁃ specific molecular identity. The sandflies collected
from Sansha city were identified by molecular marker, and the taxonomic status was discussed. Results A total of 377
sandflie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Haikou city, which belonged to 4 species in 2 genera, as Sergentomyia bailyi Sinton, S.
iyengari Sinton, S. squamipleuris Newstead, and Phleboto musstantoni Newstead. The sandflies adults were active throughout
the year with the peak of density in June and November. The intraspecific genetic distance of mtDNA Cytb gene sequences
among the 4 species was from 0 to 0.046. The range of the interspecific distance among the 9 species（including 5 species
mtDNA Cytb gene sequences downloaded from NCBI database）was from 0.112（P. wui with P. chinensis）to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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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antoni and P. caucasicus). All sandflies specimen collected from Sansha city were S. bailyi by molecular identity. The
most genetic distance was 0.049 between Haikou and Sansha population. Conclusion Sandflies were active throughout the
year in Haikou city, including two peaks of density. The identity of mtDNA Cytb gene sequences of 4 common sandflies in
Hainan province was identified. There was obvious genetic divergence in S. bailyi populations.
Key words: Sandfly; Classification; Molecular identity; Mitochondrial DNA; Hainan province

白 蛉 隶 属 双 翅 目 （Diptera） 、毛 蠓 科
（Psychodidae）、白蛉亚科（Phlebotominae），全世界已

记录 8 属 900 余种 ，是一类体型较小的吸血昆虫，
［1］

部分种类可传播利什曼病、白蛉热和巴尔通体病
等 。经多年研究，我国白蛉区系已基本阐明，北起
［2］

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南至海南省，
东起沿海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均有白
蛉分布

。由于白蛉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不易捕

［3-6］

获，
且孳生地难以确定，
海南省白蛉相关研究报道较
少 。 1957 年 冷 延 家

［7］

在海南省发现方亮司蛉

解剖镜下根据外部形态分拣出白蛉并计数［3］。
1.3

形态鉴定

取成蛉干燥标本检视其形态特征，

分类鉴定至种。用 75%乙醇完全浸润白蛉，晃动去

除其体表的毛；
用水冲洗后，
在解剖镜下切下头部和
尾部（腹部第 8～10 节），置 10%KOH 溶液中，37 ℃

浸泡 20 h；用水洗净后，置于解剖镜下，持针解剖头

部的口腔、咽甲及雌蛉的受精囊，
移至显微镜下观察
并拍照，
根据形态特征鉴定至种［3］。
1.4 mtDNA Cytb 基因扩增与测序

收集经形态鉴

定的白蛉样本，将其解剖后的组织置 60 μl DNAzol

（Sergentomyia fanglianensis），2016 年笔者在海南省

（Invitrogen，美 国）中 ，按 照 说 明 书 抽 提 基 因 组

种类鉴定方法复杂，
需要解剖白蛉观察其咽甲、口腔

因部分片段，
序列如下：
正向（CB1）5′-TAT GTA CTA

三沙市发现贝氏司蛉（S. bailyi）分布 。传统的白蛉
［8］

和受精囊等形态特征进行鉴别。随着分子生物学技
术方法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利用分子特征进行
白蛉分类鉴定成为可能。目前，许多研究者尝试利
用 多 种 分 子 标 志 鉴 定 白 蛉 ，包 括 线 粒 体 DNA

DNA。参照文献［15］合成引物，扩增 mtDNA Cytb 基

CCA TGA GGA CAA ATA TC-3′，反向（CB3-R3A）

5′-GCT AAT TAC TCC TCC TAA CTT ATT-3′。
PCR 反应体系：1 × KOD FX Neo 缓冲液、0.4 mmol/L
dNTPs、 0.3 μmol/L 引 物、 0.5 U KOD FX Neo 酶

（mitochondrial DNA，mtDNA） 的 细 胞 色 素 b

（TOYOBO，日本）和 4.0 μl 模板，总体积 25 μl。反

及核糖体 DNA（ribosomal DNA，rDNA）转录间隔区

4 个循环；94 ℃ 30 s，51 ℃ 30 s，72 ℃ 1 min，30 个循

（cytochrom b，
Cytb）、
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Ⅰ（COⅠ）
和 18S 编码区等序列

［1，9-14］

，澄清了一些混淆问题，使

白蛉鉴别操作变得相对简单，而分子鉴别的前提是
必须确定种特异的分子特征。
通过对采集自海南省海口市的白蛉进行形态特

征鉴别，对应种类分析 mtDNA Cytb 基因部分片段序

列，
确定种特异的分子特征，
初步了解了海口市白蛉
的季节消长规律；并对种特异分子特征在海南省三
沙市的白蛉鉴别进行了初步应用，丰富和更新了海
南省白蛉的区系分布资料，为我国白蛉分子鉴定积
累了数据。
1
1.1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海南

省海口市选择不同的环境类型，即农村环境的演丰
镇，城乡结合部的新琼村、周仁村和农垦卫校，及猪

圈、鸡鸭圈或人房环境；2017 年 8 月在海南省三沙市
的永兴岛、石岛和赵述岛，选择宿舍周围的院落、废
弃的猪圈等环境。
1.2

调查方法

环；72 ℃ 8 min。扩增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1.5 μl/
40 ml Goldview）电泳检测后，送至铂尚生物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应用四色荧光标记的双脱氧末端终止
法，以正向引物进行测序。

1.5 mtDNA Cytb 序列分析

获得的序列用 SeqMan

检查峰图，应用 MEGA 6.0 软件包进行序列比对，结

合形态鉴定结果，计算序列在个体间的遗传距离（p

distance），确定白蛉的种特异序列。收集 GenBank
公布的我国白蛉与本研究蛉种的 mtDNA Cytb 基因

序列，用 MEGA 6.0 软件计算种间遗传距离，应用最
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构建系统发育

材料与方法
调查地点

应条件：
94 ℃ 2 min；
94 ℃ 30 s，
45 ℃ 30 s，
72 ℃ 1 min，

利用诱虫灯（MY-W-1 型，广州市

大四喜灭鼠除虫有限公司）每月至少 1 次进行通宵

采集（18：00－08：00）。将捕获的样本带回实验室，

树，并进行 1 000 次置信值分析，建树前检验其最佳
替换模型。
2

结

果

2.1 白蛉的季节消长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
在海口市共捕获白蛉 377 只。其中 2016 年 1－4 月
捕获的白蛉数量极少，5－6 月呈快速上升趋势，白

蛉密度在 6 月达到高峰，7－10 月维持在稳定水平，
11 月再次上升，
12 月再次迅速下降，
见图 1。
2.2

形态鉴定结果

随机挑取 58 只雌性白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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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量 为 30.50% 。 鳞 胸 司 蛉 个 体 间 序 列 保 守

（MF966766～MF966768）无任何差异，个体间遗传
距离贝氏司蛉（MF966769～MF966788，MF966790～
MF966799）为 0～0.046，应 氏 司 蛉（MF966751～
MF966752） 为 0.012，施 氏 白 蛉 （MF966753～
MF966765）为 0.002～0.007。
2.4

种间 mtDNA Cytb 基因序列差异

从 GenBank

中下载已公布的我国分布的白蛉 mtDNA Cytb 序列，
Figure 1

图 1 海口市白蛉季节消长曲线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sandflies in Haikou city

解剖和形态鉴定（图 2），检视其口腔、咽甲和受精囊

特征，
经鉴定隶属于 2 属 4 种，
分别为贝氏司蛉 36 只、
应氏司蛉（S. iyengari）3只、
鳞胸司蛉（S. squamipleuris）
4 只和施氏白蛉（P. stantoni）15 只。
2.3

种内 mtDNA Cytb 基因序列差异

共获得 49 条

白蛉 mtDNA Cytb 基因序列，片段长度为 410 bp，无
插入和缺失位点，其中保守位点 301 个（73.41%），变

异位点 109 个（26.59%），自裔位点 1 个，平均（G＋C）

包括吴氏白蛉（P. wui，HQ704685.1）、高加索白蛉

（P. caucasicus，
FJ217390.1）、
亚历山大白蛉（P. alexandri，
KX024723.1）、中华白蛉（P. chinensis，MF966800）和

鳞喙司蛉（S. squamirostris，MF966807），将这些序列

与本研究获得的贝氏司蛉、应氏司蛉、鳞胸司蛉和施

氏白蛉的 Cytb 基因部分序列进行比对，共 2 属 9 种。
种间遗传距离为 0.112～0.219，
见表 1。应用 GTR＋G
模型构建 ML 系统发育树，拓扑结构显示，中华白蛉

与吴氏白蛉、
鳞胸司蛉与鳞喙司蛉分别聚为一支，置
信值大于 50%，但其他分支置信值较低，可信度不
高，司蛉属种类与白蛉属种类未各自聚类，
见图 3。

注：a. 口腔和咽甲；b. 受精囊

Figure 2

图 2 海口市 4 种白蛉
Four sandfly species in Haikou city

表 1 我国 9 种白蛉间 mtDNA Cytb 序列的遗传距离
Table 1 The genetic distance ( p distance) of mtDNA Cytb
sequences pairwise 9 sandflies from China
种类
高加索白蛉

高加 亚历
吴氏
鳞喙 施氏 鳞胸 应氏 中华
索白 山大
白蛉
司蛉 白蛉 司蛉 司蛉 白蛉
蛉 白蛉

0.156

亚历山大白蛉 0.130 0.147
鳞喙司蛉
施氏白蛉
鳞胸司蛉
应氏司蛉
中华白蛉
贝氏司蛉

2.5

0.150 0.173 0.173

0.179 0.219 0.193 0.190

0.159 0.170 0.159 0.144 0.219

0.127 0.176 0.144 0.127 0.202 0.150

0.112 0.159 0.156 0.161 0.199 0.167 0.133

0.182 0.207 0.187 0.127 0.193 0.182 0.118 0.179

海南省贝氏司蛉群体遗传分化

对采自三沙

市永兴岛、石岛和赵述岛的 14 只白蛉 mtDNA Cytb

图 3 基于 mtDNA Cytb 序列的我国 9 种白蛉
系统发育关系（ML 法）
Figure 3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9 sandflies based
on mtDNA Cytb sequences（ML method）

基因片段序列进行分析发现，其个体间无任何差异，
与采自海口市的贝氏司蛉 mtDNA Cytb 基因序列进

行比对，差异范围为 0～0.049，确认采自三沙市的白
蛉均为贝氏司蛉。通过对本研究贝氏司蛉 38 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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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 mtDNA Cytb 进行比对，显示存在 19 个变异位

步调查证实。

口群体的样本中，海口群体的个体间差异为 0～
0.014。应用 T92＋G 模型构建 ML 系统发育树，拓扑

可能与海口市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孳生地减
少有关，也可能与海口市杀虫剂使用量较大有关［17］。

体的贝氏司蛉样本，
见图 4。

合分析，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海南省白蛉种群密度及

点，其中 15 个为固定差异，均存在于三沙群体与海
结构显示，可分为 2 个大支，分别对应海口与三沙群

海口市白蛉全年活动时间长，
但种群密度较低，

因此，应进一步收集海南省其他地区的白蛉进行综
其消长规律。海口市白蛉的季节消长规律与当地海
洋性热带季风气候的温湿度变化有关，当地 1－4 月

气温较低，不适宜白蛉活动，6 月和 11 月白蛉密度较

高，提示海口市白蛉每年至少可完成 2 个生活史周

期。目前，虽无海南省白蛉传播疾病的直接证据，但
本研究结果提示，
在 6 月和 11 月应加强个人防护，避
免白蛉叮咬吸血。

种类鉴定是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经典分类学通
常依据个体外部形态特征，白蛉个体较小，
主要依据
咽甲、口腔和受精囊等特征进行鉴别，
而这些结构需
要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解剖后于显微镜下观察，因此，
白蛉的形态学鉴定比较困难；且部分蛉种的形态存
在一定个体变异，为准确鉴定种类增加了难度［18-19］。
mtDNA 和 rDNA 部分片段序列具有种的特异性，近

年来 DNA 提取技术日益成熟和简化，测序费用越来

越低，故对白蛉进行分子分类已成为研究热点之
一。mtDNA Cytb 基因序列作为白蛉 DNA 条形码已

用于多种白蛉的种类鉴别和群体遗传差异分析［1，20-28］。
本研究采用该基因序列对海南省常见白蛉进行分子
分 类 ，发 现 种 内 遗 传 差 异 最 大 的 为 贝 氏 司 蛉
基于 mtDNA Cytb 基因序列的海口市与三沙市
贝氏司蛉群体的聚类关系（ML 法）
Figure 4 The clustering relationships of S. bailyi samples
from Haikou and Sansha city based on mtDNA
Cytb sequences（ML method）
图4

3

讨 论

（0.049），而种间遗传差异最小为吴氏白蛉与中华白
蛉（0.112），种间遗传差异显著大于种内差异，提示
mtDNA Cytb 基因序列可作为区分上述白蛉的 DNA

条形码。同时，
系统发育关系拓扑结构显示，
相同属
阶元种类并未聚在一支，可能因应用的蛉种代表性
不够，或 mtDNA Cytb 基因序列在种上阶元的解析

度不高，因此，需积累更多的白蛉种类数据进行深

我国白蛉区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利什曼病流行的

入分析。

地区，目 前 其 他 地 区 的 研 究 报 道 较 少 ，且 报 道 时

有报道分析，贝氏司蛉是包含多个隐种的复合

。我国海南省曾经记载 10 种白蛉，即印

体 ，其外部形态已有分化，触角鞭节和叉形刺的长

蛉（S. kwangsiensis）、施氏白蛉、应氏司蛉、马来司

蛉 A 种与 B 种（或Ⅰ和Ⅱ），两种间的 mtDNA COⅠ序

间较早

［4-6］

地格蛉（Geassomyia indica）、中 华 白 蛉 、广 西 司
蛉（S. malayensis）、鲍氏司蛉（S. barraudi）、贝氏司
蛉、平原司蛉（S. campester）和方亮司蛉［5，7］，其中贝
氏司蛉为优势种

。熊光华等 记载海南省分布的

［16］

［3］

白蛉为后 7 种及鳞胸司蛉。本研究基于形态和分子
特征进行分类，确定了 4 种白蛉，均为已报道的白蛉

种类，但尚有 7 种白蛉未检测到，可能因采集的范围

和环境不够广泛，或与生态环境变化有关。因相关
报道较少，海南省白蛉种群是否出现变化，
有待进一

［9］

度有所不同［29-30］。在印度及斯里兰卡，存在贝氏司
列差异大于 0.135［9，14，30］，但未见 mtDNA Cytb 基因序

列差异性。本研究共获得 38 条贝氏司蛉的 mtDNA
Cytb 序列，构建的 ML 系统发育树白蛉分为海口群体

和三沙群体，提示海南省贝氏司蛉不同群体已出现
遗传分化，
可能存在隐种，
本研究获得的mtDNA⁃COⅠ

序列数据也支持该结论（未发表数据）。但其形态特
征是否存在差异需进一步观察记录。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收集海南省海口市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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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的白蛉，
了解了海口市白蛉活动的初步规律，确

定了可用于种类鉴别的分子特征；基于 mtDNA Cytb

Miocene ⁃ Pliocene aridific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ubregion

［J］. Biol J Linn Soc，
2000，
70（2）：189-219.

分子特征分类的贝氏司蛉在我国可能存在隐种。

［16］ 冷廷家. 贝氏白蛉及其亚种分类的研究［J］. 暨南大学学报：

志谢

中国 CDC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金长发在本研究的标

［17］ 高景鹏，李凯利，陈辉莹，等. 菊酯类杀虫剂对海口市白纹伊

林忠岭，海南省 CDC 王善青、曾林海，解放军 91922 部队卫生

［18］ Zhang L，Ma YJ，Xu JN.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本形态鉴定中提供很大帮助，海口市 CDC 王晓花、林春燕和

防疫所詹道成，解放军 91892 部队医院凌晓敏、孙民民等协
助采集现场标本，
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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