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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登革热旧疫点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
及登革病毒携带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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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宁波 315012；3. 宁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宁海 315600；4. 宁波市北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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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方法

了解宁波市登革热旧疫点白纹伊蚊越冬卵及其登革病毒携带情况，为登革热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宁波市海曙区登革热旧疫点的核心区、警戒区和监控区，以及北仑区、慈溪市和

宁海县等 3 个非疫点县（市、区）采集不同积水容器中的积水和积泥，在实验室条件下孵化白纹伊蚊卵，采用实时荧
光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其登革病毒携带情况，并采用 χ2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白纹伊蚊越冬卵
阳性率影响因素。结果

共采集样本 884 份，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为 11.99%。不同登革热防控区域、不同积水容

器中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1.227，P<0.001；χ2=38.044，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疫点警戒区、监控区和非疫点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分别是疫点核心区的 5.33（95%CI：1.16～24.49）、6.26（95%CI：
1.37～28.65）和 11.56（95%CI：2.75～48.50）倍。废旧轮胎和植被性容器中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分别是固定性容
器的 3.59（95%CI：1.79～7.20）和 3.77（95%CI：1.82～7.79）倍。登革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结论

登革热旧

疫点警戒区、监控区和非疫点及废旧轮胎和植被性容器属当地白纹伊蚊越冬卵的主要孳生场所或孳生地，建议相关
部门在早春及时采取以清除积水为主的防蚊灭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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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38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21.01.012

文章编号：1003-8280（2021）01-0060-05

Positive rate of overwintering Aedes albopictus eggs and detection of
dengue virus carried by the eggs in the former dengue epidemic focus of
Ningbo，Zhejiang province，China
MA Min1, YANG Si-jia1, LI Bao-jun2, MA Xiao1, GE Bao-xiang3, GU Feng4, ZHU Meng-yu5
1. Ningbo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bo, Zhejiang 315010, China; 2. Haish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bo, Zhejiang 315012, China; 3. Ninghai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hai, Zhejiang 315600, China; 4. Beilun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bo, Zhejiang 315800, China; 5. Cix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ixi, Zhejiang 3153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MA Xiao, E-mail: max@nbcdc.org.cn
Supported by the Zhejiang Medicine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No. 2019KY634), Ningbo Medical Science
Technology Project (No. 2017A29), Ningbo Health Branding Subject Fund Field Epidemiology (No. PPXK2018-10)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ject of Haishu Distri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reau (No. 201804F028)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overwintering Aedes albopictus eggs and the dengue virus carried by the eggs in

the former dengue epidemic focus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dengue
control. Methods

During December 2018 to March 2019, standing water and sludge in container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ormer dengue epidemic focus (including the core area, warning area, and monitoring area) of Haishu district and
three non-epidemic areas (Beilun district, Cixi city, and Ninghai county) in Ningbo, for incubation of Ae. albopictus eggs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Real-time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dengue virus carried by the eggs. The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sitive rate of overwin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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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albopictus eggs. Results A total of 884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overwintering Ae.
albopictus eggs was 11.99%.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ositive rate of overwintering Ae. albopictus eggs
between different dengue control areas (χ2 =31.227, P<0.001) and between different water containers (χ2 =38.044, P<
0.001). According to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positive rates for the warning area, monitoring area, and non-epidemic
area were 5.3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16-24.49), 6.26 (95%CI: 1.37-28.65), and 11.56 (95%CI: 2.75-48.50)
times that for the core area,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rates for waste tires and vegetative containers were 3.59 (95%CI:
1.79-7.20) and 3.77 (95%CI: 1.82-7.79) times that for stationary containers, respectively. All test results for the nucleic
acid of dengue virus were negative. Conclusion The warning area and monitoring area of the former dengue epidemic
focus, non-epidemic areas, waste tires, and vegetative containers are the main breeding sites for overwintering Ae.
albopictus eggs. It is suggested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timely measures focusing on the removal of
standing water to control mosquitoes in early spring.
Key words: Aedes albopictus; Overwintering egg; Influencing factor; Dengue virus; Real-time RT-PCR

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又称“亚洲虎蚊”，
［1］

是浙江省登革热的唯一传播媒介 。浙江省白纹伊
蚊主要以卵越冬，据相关文献报道，其滞育卵可在干
燥寒冷的环境中存活较长时间，使得登革病毒在其
体内得到保存并随着幼蚊孵化而得到复制，待雌蚊
［2-3］

羽化又可通过吸血将病毒传播给人群

。研究表

明，由于白纹伊蚊滞育卵可经交通工具携带传播，不
仅能使该蚊实现远距离扩散，同时其自身携带的病
［3］

毒也可快速扩散至其他地区 。因此，对白纹伊蚊
越冬卵及其携带的登革病毒进行监测，对于登革热
防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8 年 8－9 月，宁波市

发生了登革热本地暴发疫情，累计报告本地感染病
例 55 例 ，主 要 分 布 在 海 曙 区（47 例）

。 2018 年

［4-5］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我们对该旧疫点白纹伊蚊越冬

1.3

登革病毒检测

将上述收集的白纹伊蚊成蚊

每组 20～30 只，采用 EASYspin Plus 组织/细胞 RNA

快速提取试剂盒（北京艾德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28）提取总 RNA；采用登革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
试剂盒（江苏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JC30101 N）进

行 实 时 荧 光 定 量 反 转 录 -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Realtime RT-PCR）。具体操作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筛选出有统计
学意义的因素〔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

法，P<0.008（0.05/6）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白纹伊蚊越冬
卵 阳 性 率 的 环 境 因 子 。 P<0.0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义。

卵阳性率及其登革病毒携带情况进行了调查。
1
1.1

材料与方法
样本采集

采样区域选择宁波市海曙区、北仑

区、慈溪市和宁海县，其中海曙区为宁波市 2018 年
登革热病例主要分布区域（图 1）。选择海曙区（旧

疫点）核心区、警戒区和监控区进行采样［6］，在北仑

区、慈溪市和宁海县 3 个未出现登革热病例的区域，
随机选择村或者社区进行采样作为对照，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以上区域采集不同积水容器
的积水和积泥收集白纹伊蚊卵。积水容器主要包括

废旧轮胎、暂时性容器（瓶、罐、桶、可存水废弃物
等）、植被性容器（竹洞、树洞、石穴、花盆、水生植物
等）和固定性容器（水池、明渠、大型水缸等）。
1.2

实验室孵化和饲养

将采集的积水和积泥转

移至 1 L 烧杯中，标记并添加适量去氯水，在温度

（26±2）℃，湿度（75±10）%条件下孵化，观察 2 周，对

幼蚊及其成蚊进行种类鉴定［7］，记录孵化情况以计
算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孵化出白纹伊蚊的积水
或积泥份数/总积水或积泥份数），并收集白纹伊蚊
成蚊，置于-80 ℃保存，用于登革病毒核酸检测。

图 1 浙江省宁波市白纹伊蚊越冬卵现场采集分布情况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field collection sites for
overwintering Aedes albopictus eggs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2
2.1

结

果

样本采集概况

共采集样本 884 份，最终孵化

出白纹伊蚊 106 份，卵阳性率为 11.99%；4 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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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白 纹 伊 蚊 卵 阳 性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33.741，P<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海曙区白纹

伊蚊越冬卵阳性率显著低于慈溪市、宁海县和北仑

区 和 非 疫 点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0.008）。
见表 2。
表2

区（均 P<0.008），后三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08）。见表 1。

Table 2

表 1 2019 年浙江省宁波市白纹伊蚊越冬卵采集及孵化情况
Table 1 Data about collection and incubation of overwintering
Aedes albopictus eggs in Ningbo，Zhejiang province
2019
采集地点

疫点

海曙区

非疫点

慈溪市
宁海县

19

884

合计

率

135
163

北仑区

2.2

28

150

14.00

38

23.31

14.07

106

海曙区为 2018 年登革热疫点区域，根据疫情防

为非疫点。不同区域间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 =31.277，P<0.001）。两两比较结果
2

显示，疫点核心区的阳性率低于疫点警戒区、监控区

和非疫点（均 P<0.008），疫点警戒区的阳性率低于
非疫点（P<0.008），疫点警戒区和监控区、疫点监控

β值

sx

1.67

0.78

2.45

0.73

防控区域

13

153

13

153
130

78

448

疫点警戒区
疫点监控区
非疫点
积水容器

1.83

暂时性容器
植被性容器

0.36

1.33

0.37

0.53

白纹伊蚊登革病毒携带情况

8.50

10.00
17.41

（31/170）、7.44%（25/336）和 5.77%（12/20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38.044，P<0.001）。
2.4

多因素分析

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疫

点警戒区、疫点监控区和非疫点白纹伊蚊越冬卵阳

性 率 分 别 是 核 心 区 的 5.33（95%CI：1.16～24.49）、
6.26（95%CI：1.37～28.65）和 11.56（95%CI：2.75～

48.50）倍；废旧轮胎和植被性容器白纹伊蚊越冬卵
阳 性 率 分 别 是 固 定 性 容 器 的 3.59（95%CI：1.79～
7.20）和 3.77（95%CI：1.82～7.79）倍。见表 3。

16.103

0.001

5.591

0.018

0.78

1.28

1.31

纹 伊 蚊 卵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22.35%（38/170）、18.24%

P值

固定性容器
废旧轮胎

阳性率（%）

不同积水容器类型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

Wald χ2 值

疫点核心区

0.38

共检测越冬白

纹伊蚊 800 余只，病毒核酸均为阴性。
论

本次调查发现，宁波市海曙区、北仑区、慈溪市

和宁海县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为 11.99%，低于

2015 年（23.36%）和 2017 年（24.96%）宁波市的阳性
［8-9］

率

样本数（份）

2

表 3 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率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ositive rate of overwintering Aedes albopictus eggs

影响因素

讨

阳性数（份）

废旧轮胎、植被性容器、暂时性容器和固定性容器白

11.99

控区，北仑区、慈溪市和宁海县的采样地点统一划分

3

疫点监控区

2.3

控区域将样品采集地点划分为核心区、警戒区和监

2.5

疫点警戒区
非疫点

不同登革热防控区域白纹伊蚊越冬卵阳性

Table 3

区域划分

6.42

21

浙江省宁波市不同登革热防控区域白纹伊蚊
越冬卵阳性率
Positive rates of overwintering Aedes albopictus eggs
in different dengue control areas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疫点核心区

采集样本数（份） 阳性数（份） 阳性率（%）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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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果显示，旧疫点的海曙区越冬蚊卵阳

性率不仅显著低于对照点北仑区、慈溪市和宁海县，

4.624

11.186

OR 值

95% 置信区间

0.032

5.33

1.16～24.49

0.001

11.56

2.75～48.50

20.411

0.000

1.975

0.160

12.968
12.812

6.26

1.37～28.65

0.000

3.59

1.79～7.20

0.000

3.77

1.82～7.79

1.69

0.81～3.53

且疫点核心区的卵阳性率低于警戒区和监控区，与
韦凌娅等［10］在杭州市登革热应急控制后期采用双层
叠帐法和 BG-trap 诱捕器法对核心区、警戒区和监控

区成蚊密度监测结果相似（核心区蚊虫密度远低于
警戒区和监控区），这可能与核心区成蚊消杀灭蚊及
其布雷图指数控制力度较大有关。上述结果提示，
做好疫点白纹伊蚊孳生地清理或灭蚊工作，有助于
降低次年的白纹伊蚊种群密度。

对 于 白 纹 伊 蚊 孳 生 类 型 调 查 ，四 川 省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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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蚊媒监测结果显示，在闲置容器、暂时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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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穴）等 7 种积水容器中，以废旧轮胎容器指数最高

［1］ 郭颂，凌锋，王金娜，等 . 浙江省不同地理株白纹伊蚊 mtDNA-

器（绿化带、垃圾、小积水）、植被性容器（竹头、树洞、
［11］

在北京市 2 个轮胎厂采集轮

［12］

（48.77%） ；于虹等

胎积水时发现，其白纹伊蚊孳生率高达 82.00%；此

外，徐友祥和王韶华［13］在上海市嘉定区室外轮胎内
积水和积泥的调查结果也揭示，室外轮胎已成为白
纹伊蚊最常见的孳生地之一，其中轮胎积水中白纹
伊蚊卵阳性率为 52.10%，积泥中白纹伊蚊卵阳性率
为 56.30%。宁波市 2015 和 2017 年越冬蚊调查结果
均显示废旧轮胎中白纹伊蚊卵阳性率最高，分别为
27.97% 和 28.87%，本次调查结果亦显示，废旧轮胎

的白纹伊蚊卵阳性率（22.35%）较其他孳生类型高，
并且随着汽车修理店、废旧轮胎收购站、加工厂、广
场、公园以及托幼机构大量废旧轮胎的堆积，为白纹
伊蚊孳生提供了有利环境，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废
旧轮胎的管理，避免因轮胎积水产生大量的白纹伊
蚊孳生环境。
本研究未在越冬卵孵化的白纹伊蚊成蚊体内检
测出登革病毒，推测有以下几个原因：
（1）宁波地区
白纹伊蚊自然种群携带登革病毒水平较低。此次检
［11,14-16］

测结果与近年来国内大多数城市一致

。在热

带地区，由于终年高温，全年皆有蚊虫活动，登革病
毒可以在“蚊-人-蚊”的循环中不断繁殖、传播，导
致登革热频繁暴发流行，但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登革
热病例的来源主要以输入性为主。目前，广东、云
南、贵州、福建等边境省份和近热带地区虽有白纹伊
蚊在非流行期间携带登革病毒的报道，但是其携带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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