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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中华按蚊雌成蚊体内海藻糖及海藻糖酶含量的变化规律。方法

利用 ELISA 测定羽化不同时间

的中华按蚊雌成蚊体内的海藻糖及海藻糖酶含量，利用单因素方差和 Tukey 多重比较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中华按蚊体内海藻糖及海藻糖酶含量随羽化时间的延长先增加后减少，成蚊产卵后，体内海藻糖及海藻糖酶含量低

于吸血前。海藻糖含量在羽化第 2 天达最大值〔（2.658 5±0.116 5）mg/g〕，不同羽化时间海藻糖含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21.383，df＝100，P＜0.05）；海藻糖酶在羽化第 3 天达最大值〔（0.111 6±0.002 5）μmol/g〕。结论

中华按

蚊雌成蚊体内海藻糖及海藻糖酶含量在羽化后均呈规律性变化，可能与蚊虫能量的积累和消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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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nges of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in female Anopheles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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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of Anopheles sinensis. Methods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was used to detect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contents of female adult. ANOVA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contents. Subsequently, Tukey 
s multiple
comparison was applied for significance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of female
An. sinensis increased first and decreased there after post adult emergence. The females after oviposition had lower levels of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contents. The contents of trehalose which reached the peak approximately on the second day in
adult stage ［（2.658 5 ± 0.116 5） mg/g］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21.383, df＝100, P＜0.05）. However, the
contents of trehalase reached the peak stage approximately on the third day in adult stage［（0.111 6 ± 0.002 5）μmol/g］.
Conclusion The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contents of female An. sinensis have a regular patter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nergy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opheles sinensis; Trehalose; Trehalase; Mosquito⁃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是我国平原地区

海藻糖是由 2 个葡萄糖分子以α，α-1，1 糖苷键

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分布范围广，
除青海省和新疆

连接的一种非还原性双糖，广泛存在于除哺乳动物

维吾尔自治区外均有分布

。蚊幼虫的主要孳生

外的高等或低等生物体内［5］。昆虫是动物界中最早

场所为稻田、苇塘、灌溉沟和有水草的缓流等［3］。中

发现有海藻糖的物种，海藻糖占昆虫血淋巴糖类的

偏嗜畜血兼吸人血 ，吸血活动属黄昏型，不同地区

多种生理功能，在生物能量代谢和抗逆等方面具有

［1-2］

华按蚊为半家栖性蚊种，成蚊在羽化 3 d 左右吸血，
［4］

80%～90%［6］，是其重要的能量储备物质，同时参与

中华按蚊的活动习性和季节消长差异很大，
受温度、

重要作用，尤其在低温环境中，
海藻糖可以在细胞表

降雨量和耕作方式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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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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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生命过程和生物特征［7-9］。海藻糖酶是昆虫
体内水解海藻糖的唯一酶，也是滞育激素调控代谢
的关键酶，在昆虫的滞育越冬中发挥重要作用。研
究中华按蚊成蚊体内海藻糖和海藻糖酶的含量变
化，有助于了解其生理发育状态及其对不良环境的
适应机制，
为其抗寒性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虫

中华按蚊敏感品系引自江苏省血吸虫

病防治研究所，由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蚊虫

饲养室传至 11 代。饲养温度为蚊幼虫（28 ± 1）℃，
成 蚊（26 ± 1）℃ ；相 对 湿 度 约 75% ，光 照 周 期

（L∶D）＝14 h∶10 h。在水体表面撒播酵母粉饲养
1、2 龄蚊幼虫，以酵母粉和猪肝粉的底饲料饲喂 3、4

龄蚊幼虫。成蚊羽化 3 d 后放入固定的小白鼠供其
吸血。实验用中华按蚊为羽化 1～3 d 的雌成蚊及吸
血产卵后的雌蚊。
1.2

仪器与试剂

酶标分析仪 Rayto RT-6100；昆

虫海藻糖和海藻糖酶 ELISA 检测试剂盒（上海酶联

生 物科技 有限公司）。 试 剂 盒 主 要 包 括：标 准 品

稀释液 40 μl，再加待测样品 10 μl。将样品加于酶
标板孔底部，
尽量不触及孔壁，
轻轻晃动混匀。
（3）加

酶：每孔加入酶标试剂 100 μl，空白孔除外。
（4）温
育：用封板膜封板后置 37 ℃温育 60 min。
（5）配液：

将 20 倍 浓 缩 洗 涤 液 用 蒸 馏 水 20 倍 稀 释 后 备 用 。

（6）洗涤：小心撕掉封板膜，弃去液体，甩干，每孔加

满洗涤液，
静置30 s后弃去，
重复5次，
拍干。
（7）显色：
每孔先加入显色剂 A 50 μl，再加入显色剂 B 50 μl，
轻轻振荡混匀，37 ℃避光显色 15 min。
（8）终止：每

孔加终止液 50 μl，终止反应。
（9）测定：以空白孔调
零，450 nm 波长依序测量各孔 A 值。

1.3.2 海藻糖酶含量测定 海藻糖酶测定方法同海
藻糖。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 SPSS 11.5 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海藻糖及海藻糖酶含量经单因素方差分析
后，用 Tukey 多重比较方法进行显著性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中 华 按 蚊 雌 成 蚊 体 内 海 藻 糖（y＝215.95x －

1.8 ml，酶标试剂 10 ml，样品稀释液、显色剂 A 液、显

6.396 6，R2＝0.991 1）和 海 藻 糖 酶（y＝8.730 7x －

1.3 方法

海藻糖含量在中华按蚊雌蚊羽化后第 2 天最高，达

色剂 B 液、终止液各 6 ml，20 倍浓缩洗涤液 25 ml。

0.121 2，R2＝0.996 9）含量标准曲线拟合较好（图 1）。

1.3.1 海藻糖含量测定 随机挑选不同羽化时间的

（2.658 5 ± 0.116 5）mg/g，产卵前雌蚊体内海藻糖含

（pH 7.4），用匀浆器将标本匀浆充分。离心半径

海 藻 糖 含 量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F＝21.383，df＝

中华按蚊各 5 只，称取重量，加入一定量的 PBS 溶液

13.5 cm、3 000 r/min 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分装后

冷冻备用。每个处理重复5次。操作步骤如下：
（1）标
准品加样：
设置标准品孔和样本孔，
标准品孔各加不
同浓度的标准品 50 μl。
（2）加样：分别设空白孔、待

测样品孔。在酶标包被板上待测样品孔中先加样品

Figure 1

3

量高于产卵后，
不同羽化时间、
产卵前后雌成蚊体内
100，P＜0.05）。中华按蚊吸血前后体内海藻糖酶

含量随羽化时间延长逐渐增加，吸血产卵后降低，
不同羽化时间、产卵前后雌成蚊体内海藻糖酶含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5.592，df＝100，P＜0.05），
见表 1。

图 1 中华按蚊雌成蚊海藻糖（A）和海藻糖酶（B）的标准曲线
The standard curve diagram of the trehalose（A）and trehalase（B）contents of female An. sinensis

讨 论
昆虫体内海藻糖含量变化受自身发育及温度、

湿度、寄生虫感染等因素的影响。海藻糖是能量储

备物质，
在抵抗环境压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
越冬滞育昆虫体内的海藻糖含量变化进行研究，发
现海藻糖的累积与昆虫的抗寒性密切相关［10-12］。另
有报道海藻糖含量影响冈比亚按蚊（An. gambiae）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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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华按蚊雌成蚊吸血前后海藻糖及海藻糖酶的含量变化
Table 1 The trehalose and trehalase contents of female An. sinensis
95%CI

数量
（只）

海藻糖含量（mg/g）
（x±sx）

1d

25

2.084 4±0.176 1ab

1.677 7

2.573 9

0.072 3±0.000 9a

0.070 1

0.074 5

3d

25

2.230 2±0.053 4

2.044 8

2.401 2

0.111 6±0.002 5c

0.104 9

0.118 2

2d
产卵后

25
25

2.658 5±0.116 5c

b

1.723 8±0.045 9a

上限

2.239 2
1.322 6

注：同列数据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Tukey）

播疟疾能力［13］。本研究发现中华按蚊体内海藻糖和
海藻糖酶含量在羽化后均有明显变化，随着羽化时
间的延长其含量先增加后减少，
吸血产卵后，成蚊体
内海藻糖和海藻糖酶含量均低于吸血前，该现象在
其他生物中也存在［14］，可能与能量的积累与消耗有
关。今后应对中华按蚊体内海藻糖含量与抵抗极端
环境能力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下限

海藻糖酶含量（μmol/g）
（x±sx）

2.930 2

0.107 4±0.006 1c

95%CI

羽化时间

1.956 1

0.081 7±0.002 6b

上限

0.091 7
0.076 2

下限

0.123 1
0.0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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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进入梅雨季节，降雨较多，

气温也快速升高，适宜的环境和温度使按蚊生长繁
殖加快［7］。
中华按蚊生态习性一般为野栖，在室外活动时
间多于室内，本次调查也证实室外平均灯诱按蚊数
量明显多于室内，且中华按蚊在上半夜保持较高的

及影响因子［J］. 食用菌学报，2014，
21（3）：18-22.

治理环境，减少人-蚊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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