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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建设与应用
王桂安，马晓，杨思嘉，陈小英，孙斌，朱光锋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制所，浙江 宁波 315010
摘要：目的

了解宁波市病媒生物种类分布信息，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对标本库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基层人员对病

媒生物种类的鉴定水平。方法 通过对病媒生物区系调查掌握物种分布特点，建立宁波市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实
现对监测物种的快速查询、比较和鉴定。结果

标本库的建立提高了基层专业人员对病媒生物种类鉴定的便利性

和准确性，通过建立宁波地区主要病媒生物分布地图，增强了相关人员对媒介传染病的分析研究能力，有助于全民
媒介生物传染病科普水平的提升。结论

宁波市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对标本库的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可为指导媒介生物监测及相关科研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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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based electronic library
network of vector specimen in Ningb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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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vector species in Ningbo area, managing specimens library with
internet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vector species. Method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disease
vectors to establish the internet ⁃ based electronic specimen library, achieving rapid species comparison and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et ⁃ based electronic specimen library has improved the convenience and accuracy
of identifying vector speci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in vector distribution map in Ningbo area, the research
ability of the vector borne diseases has been enhanced, which promoted the public popular science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Conclusion The internet ⁃ based electronic specimen library has carried on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provided materials for guiding the vector surveillance and resear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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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广阔，气候条件多样，病媒生物种类繁多，常见

疾控部门对某地区的媒介生物种类、密度及其变化趋势的分

病媒生物有蚊、蝇、鼠和蜚蠊等。病媒生物可直接或间接传

析，从而影响卫生行政部门对媒介传染病的发生风险进行研

播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并骚扰影响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情

判及控制。

绪，同时危害农林牧业、工业、交通等。我国法定传染病中有

为提高宁波市病媒生物监测人员对病媒生物的种类鉴

。为有效防控媒介传播疾病的暴

别水平，直观显示宁波地区主要病媒生物种类，更好地实现

1/3 为媒介传染性疾病

［1-3］

发和流行，我国各地积极按照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
室《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要求开展病媒生物密度监测工

资源共享，宁波市 CDC 历时 3 年建立了宁波地区主要病媒生
物网络标本库，为基层一线媒介生物监测工作提供了技术支

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监测结果制定相应的防制方案。

持，大大提高了病媒生物种类鉴定的准确性。现对宁波市媒

但病媒生物种类繁多，物种鉴定是工作难点，不仅需要专业

介生物网络标本库建设过程及应用报告如下。

知识，还要求配套有相应的实验室设施。目前，国内多数基

1

层疾病预防控制（疾控）机构还很难达到要求，监测过程中经
常出现种类辨别错误。不同种类病媒生物携带的病毒或细
菌不同，传播疾病的种类也有区别，种类鉴定结果直接影响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病媒生物种类区系调查 2014年5月宁波市CDC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主要病媒生物区系调查工作，通过定点采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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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全市各县（市、区）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居民区、山区、丘

陵、海岛、农田、竹林和溪流 7 种环境类型进行调查。调查 1
年共发现蚊类 15 种、
蝇类 73 种、鼠类 10 种和蜚蠊 4 种。
1.2

标本制作

现场调查结束后立即开展实验室标本制

作，由宁波市 CDC 病媒生物专家进行指导及现场操作。选择

各地区不同生境有代表性的病媒生物进行标本制作，共制作

病媒生物标本单体 3 万余只，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市各县（市、
区）的病媒生物实体标本库。
1.3

标本成像

主要在宁波市 CDC 实验室完成标本拍照，

利用莱卡 M205C 和佳能 EOS5D Mark Ⅳ的 UV 成像系统对不
同种类标本的分类检索特征进行拍照，包括标本的整体和局

图 3 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蚊虫分类界面

部，
局部照片主要是蚊、
蝇的头部、
背部、
胸部、
翅膀和足部等。
1.4

标本鉴定

由宁波市 CDC 组织成立病媒生物专家组，

负责对病媒生物种类进行鉴定，浙江省和国家病媒生物专家
进行技术指导。种类鉴定参考《中国重要医学昆虫分类与鉴
别》、
《中国常见蝇类检索表》、
《中国动物志》等。
1.5

信息录入

媒介生物标本库将功能分为标本录入管理

功能和区（县）标本上传功能，
见图 1。

图1
1.5.1

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主功能界面

基本资料录入

每种标本的基本资料信息包括中文

图4

三带喙库蚊主要特征信息录入界面

名、英文名、同种异名、主要分布地区、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与

疾病关系等（图 2、3），以三带喙库蚊（Culex tritaeniorhynchus）
为例，见图 4。基本资料信息参考《中国口岸常见医学媒介生

物鉴定图鉴》、
《中国重要医学昆虫分类与鉴别》、
《中国常见蝇
类检索表》、
《中国动物志》、
《病媒生物综合防制技术指南》等。

图 5 媒介生物监测信息录入界面
进 行 鉴 定 ，直 观 地 比 较 物 种 的 关 键 鉴 别 点 ，以 致 倦 库 蚊

图2

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主要物种分类界面

1.5.2

采集信息录入

1.5.3

性状信息录入 性状信息主要包括鼠类的体质量、身

记录每种标本的捕获地区、采集人、

标本鉴定人、
标本制作人和采集生境，
见图 5。
长、
尾长、
后足长、
耳长等信息，
见图 6。
1.6

图形对比

特征相近的标本可以通过图形对比功能

（Cx. pipiens quinquefasciatus）和三带喙库蚊对比为例，
见图 7。
1.7 基层机构图片上传 基层疾控机构在病媒生物监测工作
中发现的新物种或难于鉴定时可以通过图片上传功能上传到

系统，
由宁波市 CDC 组织病媒生物专家进行鉴定审核，
审核通

过的标本可以正式放入标本库中。基层疾控机构也可以对
日常监测中发现的常见物种进行拍照后上传系统，丰富各区

（县）的病媒生物标本库，
监测蝇类录入界面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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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宁波地区主要病媒生物的分布地图。
2.2

提高病媒生物分类鉴定的便利性

网络标本库实现了

与互联网的融合，具有图像直观、便于查询、容易利用等特
点，可随时随地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有害生物防治（PCO）学
员、
基层病媒生物监测人员提供学习资料。
2.3

提高病媒生物防制的宣传教育效果

网络标本库能充

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向公众介绍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特点，引
导公众正确认识病媒生物，对媒介生物传播性疾病的预防控
制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2.4

提高基层病媒生物专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及种类鉴定

的能力

网络标本库建设过程注重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病媒

生物监测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通过上传生物标本图片，丰富了
动手实践能力，提高病媒生物种类鉴定水平。在监测过程中
发现难于辨别的病媒生物或新物种均可将其上传至网络标
本库，由病媒生物专家联合鉴定，进一步丰富了宁波市媒介
生物的种类分布信息。
图6

2.5

鼠类性状信息录入界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病媒生物网络标本库的开发建设

过程无样本可供参考，运行初期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
（1）标
本库种类不全，个别物种无法查询。目前系统内的物种主要
针对宁波市监测过程中发现的种类，对于一些不常见或未在
宁波市分布的种类还未完全纳入系统。
（2）缺少对不同种类
病媒生物具体防制措施的指导。系统侧重对病媒生物分类
鉴定信息的描述，对其具体防制措施未进行深入阐述，健康
科普效果不够。
（3）基层监测人员上传照片尚不规范。由于
区（县）病媒生物监测人员缺少培训，在上传图片时格式、内
容尚未统一，
导致部分信息无法利用。

3

讨

论

网络标本库因其资源丰富、便于查询利用等优点在越来
图 7 致倦库蚊与三带喙库蚊主要性状比较界面

越多的领域受到重视，我国在临床研究上对主要生物标本、
肿瘤组织、传染病血清型等已经建立起较为全面的标本
库［4-8］，促进了相关疾病的治疗研究。在植物、野生动物、昆
虫等领域也均已建立相应的标本库［9-11］，可以便捷地了解某
种动植物的生长分布特点，提高了对相关动植物的认知水
平，
对科研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也有较好的知识普及作用。
近年来，国内病媒生物实验室标本库建设发展迅速，特
别是一些疾控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专业病媒生物研
究机构甚至一些规模较大的消杀公司均已建设自己的标本
库。实物标本库的建设对于教学科研及公众科普水平的提
升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教学科研，特别是针对 PCO 专业防

制人员的培训过程中，通过实物展示及标本制作可快速提高
专业人员的技能，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实物标本库局限于在
特定实验室存放，实际工作中遇到难于辨别的病媒生物种类
时多通过查阅书籍进行确定，而查阅书籍需要专业的病媒生

图 8 监测蝇类录入界面

物分类相关知识，基层病媒生物监测人员的知识储备往往难

2
2.1

结

于鉴定。网络标本库在宁波地区运行半年以来，极大地提高

果

了基层病媒生物监测人员病媒生物种类信息查询的便利
病媒生物网络

性。病媒生物网络标本库的建立使病媒生物监测结果更有

标本库建设过程收集了宁波市各县（市、区）不同生境病媒生

质量保证，
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提高了防制人员的专业水平。

物种类，详细记录每种病媒生物的分类信息及传播疾病特

针对媒介生物标本库建成初期存在的问题，应增加以下

建立宁波地区主要病媒生物分布地图

点，建立了覆盖宁波全地区的病媒生物种类分布本底资料，

工作内容：
（1）扩大标本库的样本来源，将全省甚至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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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5，
26（2）：
109-113，
126.

内已发现的病媒生物都纳入标本库中，同时邀请国内病媒生

［2］ 张令要. 登革热媒介监测方法研究进展［J］. 中国媒介生物学

物专家对我国发现的一些稀有病媒生物种类进行鉴定指导，

及控制杂志，2010，21（6）：631-634.

确保种类鉴定的准确性。
（2）网络标本库应增加对病媒生物

相应的消杀措施介绍，科学指导 PCO 防制人员进行消杀作

［3］ 周晓农，
吴晓华，
贾铁武，
等. 虫媒传染病的监测和应急管理［J］.

高 PCO 病媒生物防制人员对病媒生物的预防与控制水平。

［4］ 许文涛，山丽梅，郭晓东，等. 传染病医院血清标本库系统建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2004，
22（3）：
176-178.

业，实现对病媒生物由认识到熟悉再到科学治理的流程，提

设［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2，
12（35）：6965-6968.

（3）推动网络标本库建设的全国联网，实现各地病媒生物标

［5］ 董哲君，肖飞，郭健. 生物样本库建立现况及进展［J］. 中华检

本的数据上传，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病媒生物网络标本库，实

验医学杂志，2013，36（2）：130-135.

现各地病媒生物数据的快速查询。
（4）突出服务功能，提高网

［6］ 张庆，郝昱文，岳扬，等. 科研型肝癌肝移植临床标本库的建

络标本库的公众利用水平，通过三维立体或影像展示等方式

立及意义［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4，
18（49）：
7985-7989.

更直观地展示病媒生物鉴别信息、传播疾病途径及防控措

［7］ 张建国，刘相萍，车磊，等. 乳腺肿瘤组织标本库与数据库的

施，
提高病媒生物的全民科普水平。

建立及信息化管理［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3，13（10）：

目前，国内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已建立媒介生物网络标

1974-1978.

本库［12］，但与口岸以发现病媒生物便于媒介生物鉴定为主要

［8］ 孙彦辉，李庆国，王忠诚，等. 脑胶质瘤标本库的初步建立及

目的不同，卫生系统媒介生物网络标本库还应以防控媒介传

应用价值［J］.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6，
22（3）：
181-183.

染病为主要目的，宁波市 CDC 开发的病媒生物网络标本库对

［9］ 高立杰，高明，李少华，等. 动物电子标本库的建立及在 CAI 教

于我国卫生领域特别是疾控系统病媒生物监测信息化进程

学中的应用［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9，11

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将引领我国病媒生物鉴定及媒介传
染病防控工作进入一个新高度。
志谢

宁波市病媒生物网络标本库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宁波

（4）：
480-481，
485.

［10］ 韦毅刚. 广西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J］. 云南植物研究，2008，
30（3）：295-307.

市各县（市、区）CDC 病媒生物防制专业人员的大力支持，一

［11］ 范一峰，王义平，黄俊浩. 昆虫标本图片库系统的设计与应

参考文献

［12］ 袁雄峰，
马晓光，
高灵旺. 媒介生物标本数字化进展及探讨［J］.

并志谢

用［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1，
28（11）：90-91，98.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10，
21（5）：505-508.

［1］ 刘起勇. 我国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现状分析及展望［J］. 中国

收稿日期：2018-01-29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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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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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比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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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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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危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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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氧核糖核酸

IHA

间接血凝试验

RBPT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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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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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场凝胶电泳

C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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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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