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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按蚊形态学
及基因特征分析
李基旭 1，
宋振海 2，
朴光明 3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科，吉林 延吉 133001；2 图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 图们 133100；3 龙井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 龙井 133400

摘要：目的
方法

了解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图们江流域按蚊种类，掌握常见按蚊形态特征和基因特征。

于 2012－2013 年 5－10 月选择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月晴镇、曲水镇和龙井市开山屯镇 3 个边境村，利用诱蚊

灯法采集当地按蚊雌成虫，提取其基因组 DNA，利用其核糖体核酸内转录间隔 2 区段（rDNA ITS2）基因特征，应用

PCR 基因鉴别技术，确定其种类。对按蚊基因组 DNA 扩增产物进行测序，与 GenBank 中按蚊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
进一步确定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按蚊基因特征。根据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反向分析其形态特征。结果

在延边

州图们江流域共发现赫坎按蚊种团（Anopheles hycranus group）类中华按蚊、克莱按蚊、雷氏按蚊、暗灰按蚊（近黑按

蚊）和比伦按蚊，其蚊种基因组 DNA 扩增序列与 GenBank 中已发表相应按蚊序列的同源性达 97%～100%。克莱按

蚊、暗灰（近黑）按蚊和雷氏按蚊的亚缘脉白斑、亚尖端白斑、尖端白斑和翅 5.2 纵脉末端繸斑（fringe）在形态学上存
在明显种特异性。结论

在延边州图们江流域未发现中华按蚊和朝鲜按蚊。比伦按蚊为该地首次发现，与已发现

的克莱按蚊同为该地首次纪录种。将原纪录种嗜人按蚊订正为雷氏按蚊，原八代按蚊订正为暗灰按蚊。利用按蚊
雌成虫翅白斑种特异性可对克莱按蚊、
暗灰（近黑）按蚊和雷氏按蚊等新蚊种和近缘种快速、
便捷地进行形态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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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Anopheles mosquitoes from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of Jilin province based on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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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pecies of Anopheles mosquitoes in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of Jilin
province, and master the morphological and gen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Anopheles mosquitoes. Methods The three
border towns were chosen in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Yueqing, Qushui, Kaishan in 2012-2013. From May to
October every year, the black light trap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female adult of Anopheles monthly, from which the genome
DNA was extracted. The PCR gene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Anopheles spec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ts ribosomal nucleic acid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 segment（rDNA ITS2）gene. The genome DNA
amplification products of Anopheles were sequenced, and homology analysis with gene sequence of Anopheles in GenBank of
NCBI was carried out to further determine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Anopheles mosquitoes in Tumen river basin of
Yanbian area.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results, reverse analyses was conducted to provide the
confirmation for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Five Anopheles species including An. hycranus group An. sineroides,
An. kleini, An. lesteri, An. pullus, and An. belenrae were found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homology between their genomic
DNA amplification sequences and that of Anopheles published in GenBank reached 97%-100%. The subcostal, preapical,
apical fringe and fringe had obvious species specificity in morphology among An. kleini, An. lesteri, and An. pu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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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nopheles sinensis and An. koreicus were not found in Tumen river basin of Yanbian area, An. belenrae
was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area and became the new recorded species with An. kleini. The initial recorded species of
An. anthropophagus was revised to An. lesteri. The An. yatsushiroensis was revised to An. pullus. According to the white as
spots of wings as species specificity of female adults Anopheles mosquitoes, we can identify the morphology of new and
related species rapidly and conveniently, such as An. kleini, An. lesteri, and An. pullus.
Key words: Anopheles; Species identification; Morphology; Internal transcription spacer; Malaria

按 蚊（Anopheles）隶 属 于 双 翅 目（Diptera）蚊 科

（Culicidae）按蚊亚科（Anophelinae），全世界记录 7

个亚属共 537 种 ；中国分布 2 个亚属，即按蚊亚属
［1］

（Anopheles）和塞蚊亚属（Cellia）。
《中国动物志》记载

特征，填补了形态学鉴定的空白，
为媒介生物监测提
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了 59 种（亚种）按蚊［2］。 2008 年文献［3］共记录 61

1.1

采集地点

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月晴镇、曲水

染病流行病学及制定防制对策方面有重要医学地

1.2

监测方法

于 2012－2013 年 5－10 月，每个监

种（亚种）。 按蚊可传播疟疾等传染病，其在蚊媒传
位，
尤其是按蚊属赫坎按蚊种团（An. hyrcanus group）

中的中华按蚊（An. sinensis）、雷氏按蚊（An. lesteri）、
暗灰按蚊（An. pullus）和克莱按蚊（An. kleini），
已被确
定为传疟蚊种。据我国学者现场调查，
雷氏按蚊传播
疟疾的媒介能量较中华按蚊高 6.2～34.4 倍

［4-5］

。按蚊

属赫坎蚊种团广泛分布于古北界和东洋界，
东起日本，
西至地中海和里海，
北起俄罗斯、
南至印度、
印度尼西
亚和菲律宾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
［6］

地处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交界，位于 41°59′47″～

44°30′42″N 和 127°27′43″～131°18′33″E 之间，东与

俄罗斯滨海区接壤，
南隔图们江与朝鲜咸镜北道、两
江道相望，边境线总长 755.2 km，中国-朝鲜边境线
522.5 km，中国-俄罗 斯 边境线 232.7 km，其自然环

境和气候条件较适合蚊虫孳生繁殖。因此，在延边
州边境地区开展传染病媒介生物调查研究，对边境
传染病的预警防治有重要意义。
目前，通常采用形态学分类方法对按蚊进行分
类，但对于形态上相似的近缘按蚊种类可能存在分
类鉴定错误等问题。研究表明，按蚊核糖体 DNA

（Ribosomal DNA，rDNA）第 2 内转录间隔区（second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2）序列和 28S 第 3 编码

区（Third domain，D3）部分片段的序列在种内保守、
种间具有良好的解析度，是按蚊客观、
可靠的鉴别特
征

。因此，可利用按蚊分子生物学鉴定方法作为

［7-8］

其形态学鉴定的有效补充。为更好地解决传统按蚊
鉴 定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借 鉴 韩 国 国 立 保 健 院
（KNIH）提供的按蚊核酸分子分类生物学鉴定方法，
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以按蚊形态学特征为基础，
对不同按蚊 ITS2 序列进行扩增分析，研究快速、有

效的按蚊种类鉴定方法。同时以按蚊分子鉴定结果
为依据，采用从分子生物学到形态学的反向分类学
方法 ，经过反复对比，掌握了单纯形态学分类方法
［9］

无法准确鉴定的近缘按蚊和本地新纪录按蚊的形态

镇和龙井市开山屯镇 3 个边境村大型养殖场。

测点放置诱蚊灯 2 个。自日落后 20 min 开始，天亮
前收灯。每月监测 2 次，两次监测相隔 15 d。
1.3

样品保存和分类

现场采集到的蚊虫送回实

验室冷冻处死后自然干燥保存和冷冻保存。参照
［10］
《中国动物志》
和文献［11］对雌性按蚊进行分类。

1.4 DNA 检测方法
1.4.1

样品前处理

挑选按蚊雌成虫放入 1.5 ml 离

心管中，每管 1～15 只，加 600 μl PBS 溶液。研磨时

每只离心管放入 2 颗 ϕ 2 mm 经高压灭菌的玻璃珠

进 行 研 磨（GIAGEN TissueLyser Ⅱ），程 序 设 定 为
20 次/s，共 20 s，间隔 20 s 再研磨 1 次，12 470 × g 离
心 1 min，取上清液 200 μl 提取 DNA。
1.4.2 DNA 提取

采用磁珠法。使用核酸提取盒

（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每孔加入 20 μl 蛋白

酶 K，200 μl 样品。加样完成后于自动核酸提取仪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按设定的提取程序运行。
程序结束后取 70 μl 核酸作为待测模板。

1.4.3 DNA 模板扩增 对每种按蚊设计特异性引物

序列，
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引物，
用PCR方法进行目标片段扩增（PTC-200），
见表1。

试 剂 使 用 BIONEER AccuPower PCR Pre ⁃ Mix

（BIONEER Corp. Republic of Korea）。第 1 次反应体

系配制为 PCR Pre ⁃ Mix，加 Primer F1 0.5 μl，Primer
R1～R5 各 0.5 μl，样品 DNA 3 μl，DW 14 μl，最终反

应体系为 20 μl，
第2次反应体系配制为PCR Pre⁃Mix，
加 Primer F1 0.5 μl，Primer R6～R7 各 0.5 μl，样品

DNA 3 μl，DW 15.5 μl，最终反应体系为 20 μl。反

应条件为 94 ℃反转录 10 min，1 个循环；94 ℃变性
30 s，
60 ℃退火60 s，
72 ℃延伸60 s，
30个循环；
72 ℃延

伸 5 min，1 个循环。扩增产物用 2.0%琼脂糖凝胶电

泳，
分子质量标准采用DNA 100 bp Marker（TaKaRa）。
1.4.4

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同源性分析

将 PCR 阳

性扩增产物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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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所用引物序列
Table 1 Sequences of primers

蚊种
中华按蚊

引物
名称

引物序列（5′
～3′
）

F1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R1 ATT GTT GTC CAG CCC GCT AAC

扩增产
物（bp）
493

暗灰（近黑）按蚊 F2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222

F3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281

F4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163

F5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390

F6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518

F7 TGT GAA CTG CAG GAC ACA TGA A

200

雷氏按蚊
比伦按蚊
克莱按蚊
类中华按蚊
朝鲜按蚊

R2 ATA TCA TGG CTT AAC ACC GCG T
R3

TGC CTA GAA CTT CCG CCA ATC

R4 CAT TTT TCA CGA CTG CGA CGG

R5 GCG TCC ATA CTG TCT CAA CGA
R6 ACC ACC GAG TGG CCT CAC TC

R7 GTA TAC ACG CTT TGT ATG TGG GG

注：引物序列由韩国国立保健院（KNIH）提供

注：M. Marker 100 bp；S1～S4. 实验样品；163 bp. 比伦按蚊；
518 bp. 类中华按蚊

图 2 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部分按蚊 rDNA ITS2
基因扩增结果
Figure 2 The results of partial Anopheles rDNA ITS2
gene amplification from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表 2 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按蚊核酸检测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Anopheles species nucleic acid detection
from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进行双向测序（ABI 3730 型 DNA 测序仪），并使用

地 点

DNAStar 软件进行拼接和校正。将得到的序列与
GenBank 中按蚊核酸碱基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
2

结 果

2.1 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 2012－2013年采集4 276只

按蚊制成干性标本，分为 300 个组进行核酸检测

须喙按蚊
种团

赫坎按蚊种团

图们市曲水
图们市月晴
龙井市开山屯

暗灰
中华 类中华 克莱 比伦 按蚊 雷氏
按蚊 按蚊 按蚊 按蚊 （近黑 按蚊
按蚊）
＋
＋
＋
＋
-

＋

＋

＋

＋

＋

＋

＋

-

＋

＋

注：＋. 按蚊核酸检测阳性；-. 按蚊核酸检测阴性

朝鲜
按蚊
-

（图 1、2）。结果发现，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主要按

性达 99%，同时与韩国登记的八代按蚊同源性达

按蚊、暗灰按蚊（近黑按蚊）、雷氏按蚊，未检测到中

性达 99%，与中国江苏省发现的雷氏按蚊同源性达

蚊种为类中华按蚊（An. sineroides）、克莱按蚊、比伦
华按蚊和朝鲜按蚊，
见表 2。

99%。雷氏按蚊与日本、韩国发现的雷氏按蚊同源
99%。克莱按蚊与韩国发现的克莱按蚊同源性达
99%～100%，见表 3。
2.3

部分按蚊形态特征分析

挑选具有明显形态

特征的部分按蚊冷冻标本分 16 个组再进行分子生

物学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反复研究其形态特征，总
结其形态学分类要点，见图 3。
3

讨

论

目前，传统按蚊形态学分类方法具有操作简单
注：M. Marker 100 bp；S1～S8. 实验样品；163 bp.比伦按蚊；
222 bp. 暗灰（近黑）按蚊；281 bp. 雷氏按蚊；390 bp. 克莱按蚊

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部分按蚊 rDNA ITS2
基因扩增结果
Figure 1 The results of partial Anopheles rDNA ITS2 gene
amplification from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图1

2.2 同源性分析 对获得的按蚊ITS2序列通过BLAST

（http：//blast.ncbi.nlm.nih.gov/Blast.cgi）与 GenBank 数

等特点而常用于蚊虫鉴定，但较多按蚊存在隐形种
或种内形态变异，故单纯的形态学方法已无法满足
对按蚊的分类需求。鉴于此，按蚊分子生物学特征
作为按蚊鉴别的重要依据已在多个复合体或种团中
应用，为确认其分类地位起关键作用［12］。本研究综
合应用形态学鉴定和分子生物学鉴定两种方法对按
蚊种类进行鉴定，明确了吉林省延边州图们江流域
部分按蚊蚊种，
确定了新纪录种和近缘种形态特征，

据库中不同来源的默认按蚊序列进行对比分析。比

为今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边境地区蚊虫防制及相关疾

伦按蚊与韩国发现的比伦按蚊（GU384711.1）同源

病预警预测奠定了基础。

性达 100%。暗灰按蚊与韩国发现的暗灰按蚊同源

本研究对符合形态学特点的中华按蚊、暗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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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延边地区图们江流域按蚊同源性分析
Table 3 The homologous analysis of Anopheles species from the Tumen river basin in Yanbian area
蚊 种

采集地点

比伦按蚊

图们市月晴镇

暗灰（近黑）按蚊

龙井市开山屯镇

雷氏按蚊

164
224

图们市月晴镇

226

图们市曲水镇

226

龙井市开山屯镇

图们市月晴镇

图们市曲水镇
克莱按蚊

扩增产物序列
长度（bp）

龙井市开山屯镇
图们市月晴镇
图们市曲水镇

284

284

274
369
381

比对序列号

序列来源

比对按蚊名称

GU384711.1

韩国

比伦按蚊

AY339277.1

韩国

八代按蚊

AY339274.1

韩国

暗灰（近黑）按蚊

AY339277.1

韩国

八代按蚊

AY339274.1

韩国

暗灰（近黑）按蚊

AY339277.1

韩国

八代按蚊

AY339276.1

韩国

八代按蚊

AF543860.1

中国江苏

嗜人按蚊

AB159606.1

日本

雷氏按蚊

GU384722.1

韩国

雷氏按蚊

AF543860.1

中国江苏

嗜人按蚊

AB159606.1

日本

雷氏按蚊

AF384172.2

中国辽宁

雷氏按蚊

AF543860.1

中国江苏

嗜人按蚊

AB159606.1

日本

雷氏按蚊

GU384713.1

韩国

克莱按蚊

同源性（%）
100（141/141）
99（223/224）
99 (223/224)

99（221/224）
99（221/224）
99（223/224）
99（223/224）
99（279/282）
99（262/263）
99（259/260）
99（280/282）
99（262/263）
97（272/279）
99（269/270）
99（262/263）

100（356/356）
99（368/369）

384

99（369/370）

注：A. 克莱按蚊翅白斑；1. 前缘脉有亚缘脉白斑；2. 亚尖端白斑比亚缘脉白斑短或等长，亚尖端白斑有时呈点状或缺失；3. 有明显的尖

端白斑；4. 翅 5.2 纵脉有末端繸斑且较长。B. 暗灰（近黑）按蚊翅白斑形态；1. 前缘脉有亚缘脉白斑，亚缘脉白斑明显比亚尖端白斑短；2. 有明

显的亚尖端白斑；3. 尖端白斑缺失或不明显；4. 翅 5.2 纵脉末端有繸斑但不明显。C. 雷氏按蚊翅白斑；1. 前缘脉有亚缘脉白斑；2. 亚尖端白
斑和亚缘脉白斑几乎等长；3. 有明显的尖端白斑；4. 翅 5.2 纵脉末端繸斑缺失

Figure 3

图 3 克莱按蚊（A）、暗灰（近黑）按蚊（B）和雷氏按蚊（C）翅白斑形态特征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white spots of the An. kleini, An. pullus, and An. lesteri wings

蚊和雷氏按蚊进行 ITS2 区段 PCR 扩增和碱基序列

未能总结其形态特征，需进一步研究。关于类中华

同源性分析发现，暗灰按蚊和雷氏按蚊分子生物学

按蚊的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的相关性有待

鉴定结果与形态学鉴定结果基本一致。但形态学鉴

深入研究。本研究发现本地雷氏按蚊与中国江苏省

序列同源性分析结果均为克莱按蚊，无中华按蚊的

按蚊从分类名表中删除，确认为雷氏按蚊的同物异

定结果为中华按蚊的经 ITS2 区段 PCR 扩增和所测
证据显示。比伦按蚊与克莱按蚊为 2005 年在韩国

记录的中华按蚊近缘新种［13］，随后在我国多地也有
［9，14-15］

发现

。文献中关于比伦按蚊和克莱按蚊形态

学方面描述较少，而类中华按蚊和朝鲜按蚊有明确
的形态学鉴定描述。本研究的类中华按蚊、比伦按
蚊和克莱按蚊在缺少形态学鉴定结果的情况下仅通
过 ITS2 区段 PCR 扩增发现。此次形态学和分子生

物学鉴定均未发现朝鲜按蚊。鉴于克莱按蚊缺少形
态学相关资料，根据其 PCR 扩增产物测序结果及同

发现的嗜人按蚊同源性达 99%。国内学者已将嗜人

名，重新订正并恢复使用雷氏按蚊［3，13，16-17］。因此，
应将本地区原记录种嗜人按蚊订正为雷氏按蚊。据
文献资料，比伦按蚊已被订正为新种［13］，并作为我国

新纪录种［18］。克莱按蚊为 2006－2007 年在延边州

CDC 和 KNIH 在本地区进行蚊种本底调查时首次被

发现［19］，之前我国未曾报道过，
本次调查在本地区首
次检测到比伦按蚊。因此，将比伦按蚊和克莱按蚊
定为本区域新纪录种。对形态学分类和分子生物学
鉴定结果综合分析表明，本地区按蚊优势种为克

源性分析确定其种类后，逐项总结其形态特征，从而

莱按蚊。在韩国疟疾高发地区克莱按蚊有较多分

掌握其形态特征分类要点。比伦按蚊因样本量太少

布［19］。因此，需对克莱按蚊引起高度重视。韩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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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据八代按蚊形态、染色体和分子特征质疑其分
类地位，认为是暗灰按蚊的同物异名

。我国部分

92-97.

［18］

学者认为，四川和辽宁省的八代按蚊均应订正为暗
灰（近黑）按蚊，并为我国新纪录种［13］。在本研究中，
利用韩国 CDC 提供的暗灰按蚊引物扩增出与其形

［10］ 陆宝麟.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 8 卷. 双翅目：蚊科（上、下
卷）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60-566，2-113.

［11］ Lee KW. A revision of the illustrated taxonomic keys to genera

and species of female mosquitoes of Korea（Diptera：Culicidae）

［C］//5th Medical Detachment，168 Medical Battalion，18th

态 学 特 征 相 符 的 按 蚊 特 异 性 条 带 ，所 得 序 列 与
GenBank 中 的 暗 灰 按 蚊 和 八 代 按 蚊 同 源 性 均 达

99%。因此，认为八代按蚊是暗灰按蚊的同物异名，
应将原八代按蚊订正为暗灰按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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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发表论文可直接使用的
英文缩写名单
本刊发表论文可直接使用的英文缩写如下。
DDT

滴滴涕

DEET

避蚊胺

DDVP

敌敌畏

OR

比值比

CI

可信区间

RR

相对危险度

DNA

脱氧核糖核酸

IHA

间接血凝试验

RBPT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PAGE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IFA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SAT

试管凝集试验

PFGE

脉冲场凝胶电泳

Ct 值

每个反应管内荧光信号达到设阈值时所经历的循环数

RNA

核糖核酸

A值

吸光度值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几何平均滴度

RT⁃PCR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GMT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HO

世界卫生组织

CD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