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蚊类属昆虫纲、双翅目、长角亚目、蚊科，是传播疟疾、流行

性乙型脑炎（乙脑）、登革热、丝虫病和基孔肯雅病等多种传染

病的传播媒介，至今已从蚊类分离到的病毒种类多达265种，占

所登记虫媒病毒总数的50%［1］。对于蚊虫主要生态学习性及其

危害性，早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形象记载：“产子于水

中，为孑孓虫，仍变为蚊也”和“蚊虫处处有之，冬蛰夏出，昼伏

夜飞，细身利喙，咂人肤血，大为人害”。正因为蚊虫属于人类

健康危害最大的医学昆虫，引起了昆虫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

以及卫生防疫工作者对其的广泛注意和重视，并成为昆虫纲中

研究最多、种类分布最广的医学昆虫，特别是在蚊虫区系分类

方面的研究。通过蚊虫区系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特定区域内

蚊虫属（种）组成、分布及其相关生态习性特点，还能揭示出蚊

虫物种多样性特征及其主要蚊虫种类对于传播疾病流行的重

要关系，对于制定或开展有效的重要疾病媒介控制措施具有重

要的意义［2］。

几十年来，我国广大防疫人员为做好各地蚊虫防制及其疾

病防治工作，对当地蚊虫种类及其分布进行了大量本底调查，

较好地揭示出这些地区蚊虫区系和蚊虫物种多样性等特点。

现就我国大陆地区蚊虫区系调查情况进行综述。

1 蚊类区系调查情况

我国大陆地区幅员辽阔，地貌景观复杂，水系纵横交错，气

候分化明显，从寒温带到热带，甚至包括高原的冻土带，使得蚊

虫区系组成极其丰富；同时长期的历史演化而逐步形成现代复

杂的蚊类区系分布模式。早在1828年，Wiedemann已记述广州

市的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和迷走库蚊（Culex vagans），此
后，我国从事此项研究者逐渐增多。1938年，冯兰洲曾对我国

除台湾地区外的蚊虫调查早期文献进行了较详细的整理和修

订，认为我国蚊类共有 12属 100种（亚种）［2］。建国以来，国内

陆续出版了有关蚊虫分类的各种鉴定手册、论文、检索表，如

《中国蚊虫检索表》、《中国蚊类名录》、《中国按蚊鉴定手册》、

《中国伊蚊鉴定手册》、《中国库蚊鉴定手册》、《中国蚊虫分类系

统和检索表》等。1997年陆宝麟等出版了《中国蚊科志（上、下

卷）》，书中共记述了巨蚊、库蚊和按蚊 3个亚科 361种或亚种。

该书是对我国近一个世纪区系分类研究的总结，系统地阐述

了我国蚊科研究简史、鉴别形态、分类系统、区系分布、地理区

划、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它们在疾病关系中的重要性，该志书

也标志着我国蚊类区系分类研究已达成熟阶段［3］。随后 10余

年，各地蚊虫工作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并发现了一批我国蚊虫新

纪录或新种，目前我国已记录蚊虫 21个属，52个亚属和 395种

（亚种）［4］。

2 地方蚊类区系调查情况

云南省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北依亚洲大陆，南邻

印度洋及太平洋，处在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控制之下，又受

青藏高原气候的影响，从而形成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复

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自然生态，构成了蚊虫物种的丰富性和

蚊虫区系的多样性。自1979年以来，董学书［4］采用抽样调查与

重点普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对云南省北纬 21°～28°，东经

97.5°～106°的 12 个州（市）45 个县不同海拔、不同植被地区进

行蚊类标本采集及相关生态习性、地理气象资料的调查收集，

共采获蚊类标本 13 100份，发现蚊类 3 亚科 20 属 31 亚属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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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亚种）；其中，中国新纪录多达9属12亚属25种。根据以往

蚊虫调查结果并结合自然气候、地形地貌、水系、植被等资料，

董学书等把蚊类区系初步划分为热带雨林季雨林亚区和亚热

带山地森林亚区 2个亚区以及 7个小区，各区蚊类具有明显的

区域性特征；并分析认为蚊类的地理分布大致以北纬 25°为界

线，纬度向南，蚊类属、种逐渐增多；纬度向北，蚊类属、种逐渐

减少，愈向西北，属、种类愈少；而且蚊虫种类在 1500 m以下，

600～1200 m分布最多［5］。李佳等［6］对澜沧江5个县9个调查点

的居民区进行夜间成蚊的调查取样，共捕获蚊虫4682只，分属

6属 28种（亚种）；调查发现，三带喙库蚊（Cx. tritaeniorhynchus）
是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居民点蚊类的优势种，中华按蚊、环带库

蚊（Cx. annulus）、骚扰阿蚊（Armigeres subalbatus）、致倦库蚊

（Cx. pipiens quinguefasciatus）、美彩按蚊（An. splendidus）和棕头

库蚊（Cx. fuscocephala）是该区域的常见种。张菊仙等［7］对怒江

中上游流域共20个山地居民区的蚊类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取样，

结果也揭示蚊虫密度以低纬度和低海拔地带为高，并沿纬度和

海拔梯度均呈现正相关分布格局。

河北省 位于华北地区东部，位于北纬36°03′～42°40′，东
经113°27′～119°50′之间，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北部坝上高踞，

南部平原展开，地形复杂，植被多样，属于全国动物地理区划

中东北、蒙新及华北 3 个动物地理区域的交界地带［8］。该省

蚊虫调查文献较少，仅 2001－2007 年，通过采用诱蚊灯法和

人工小时法对当地蚊虫调查，捕获蚊虫 3 属 6 种，淡色库蚊

（Cx. pipiens pallens）为优势蚊种，占 85.34%；其中，人类活动较

多的居民区、公园等以淡色库蚊为主，牲畜棚则以三带喙库蚊

和中华按蚊居多。另外，不同的生境类型蚊种构成比不尽相

同，居民区、公园和医院以淡色库蚊为优势蚊种，农户和牛棚则

以三带喙库蚊为主［9］。

湖北省 位于北纬 29°～33°之间，长江纵贯全省，其中山

区主要分布在西半部，东半部仅边境一带稍有山岭，西部地区

主要分布在长江与汉水之间，高度均＞1000 m，是我国第二级

阶梯的东部边缘。调查发现该省蚊类11 属72 种，其中，东洋界

种类 53 种，占 73.6%；古北界种类 11 种，占 15.3%；广布两界种

类8种，占11.1%。经与湖南、江西和河南省蚊类分布种比较研

究后认为，湖北省蚊类基本应划归东洋界，但北纬32°以北的鄂

西北山区划归古北界似较合理［10］。

江苏省 地处长江、淮河下游，地势平坦，主要由苏北黄淮

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组成，西南部宁镇丘陵、宜溧山区，海拔多在

200～500 m，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经对南京、苏州、

无锡、淮阴、徐州、连云港等市常年蚊虫种类及密度调查结果分

析发现，该省蚊虫种类有9属52种；其中，主要蚊虫种类为淡色

库蚊、中华按蚊、三带喙库蚊、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11］。

东北3省 我国东北地区的蚊类就其区系成分来说，分布

在全北区、旧北区和新北区区域的蚊虫有48种，占东北地区已

知蚊虫种类的 72.9%，其中 23种属西伯利亚成员；分布在东洋

区和旧北区的蚊虫种类 13种，占 19.6%；仅分布在东洋区的蚊

虫 5种，占 7.5%［12］。从 3省蚊虫调查结果，共发现蚊虫 6 属 68
种，其中，黑龙江省 4属 52种，广布种包括中华按蚊、刺扰伊蚊

（Ae. vexans）、淡色库蚊；吉林省 6属 45种，广布种有中华按蚊、

刺扰伊蚊、淡色库蚊、迷走库蚊；辽宁省 5属 41种，广布种有中

华按蚊、刺扰伊蚊、背点伊蚊（Ae. dorsalis）、淡色库蚊、三带喙库

蚊、迷走库蚊。综述以往调查结果认为，中华按蚊、刺扰伊蚊、

淡色库蚊均为东北3省广泛分布的种类［13］。

重庆市 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长

江上游三峡库区及四川盆地东南部，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

主，冬暖夏热，空气潮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季恒青等［14］

在各区（县）调查，共发现蚊虫10属73种，其中白纹伊蚊、雷氏

按蚊（An. lesteri）、中华按蚊、致倦库蚊、三带喙库蚊等均在全市

范围内广泛分布。1997－2000 年，三峡库区丰都县蚊类监测发

现，蚊种构成以骚扰阿蚊为主，次为中华按蚊和致倦库蚊［15］。

四川省 位于我国动物地理区划古北界河东亚界的交汇

地带，东部是一个完整的盆地，西部为青藏高原的东缘，西南部

为横断山脉的北段，生物区系相当丰富。目前该省共记录蚊虫

11属 122种，其中包括 3个新种和 2个国内新纪录种。由于四

川省所处地理位置纬度低，部分地区的地势海拔高，动植物种

类存在明显的垂直变化，其中蚊虫主要分布在海拔1500 m以下

地区，这些蚊类主要有东洋界种类构成，古北界种类极少，所占

比例＜10%；2000 m以上分布的蚊种迅速减少，3000 m以上的

种类不超过10种［16］。

贵州省 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条件十分复杂，具

高原山地气候特点，横跨南、北、中亚热带气候型，其中，高原地

貌和生态环境较为复杂，蚊类区系相当丰富。目前共发现蚊虫

12 属 108 种（亚种），其中包括 4 个新种和 5 个国内新纪录种。

虽然贵州省的蚊类区系与邻近区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表现

出一定的地方性特征，已知属于本亚区的特有蚊种就有苗岭库

蚊（Cx. miaolingensis）、黄氏库蚊（Cx. huangae）、贵州库蚊

（Cx. guizhouensis）、平坝伊蚊（Ae. pingpaensis）等 8种。根据自

然地理、植被区划及蚊类的分布特点，大致将贵州省划分为黔

西高原中山区、黔桂低山河谷区、黔东南低山丘陵区、黔北山原

峡谷区和黔中高原丘陵5个地理区［17］。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由于全区地形多变，但植被贫乏，分布

甚不均匀，平均温度低，温差大，冬季长，蒸发强烈而多风沙，属

典型大陆性气候。王希蒙等［18］将宁夏昆虫地理划分为六盘山

昆虫区、黄土高原昆虫区、荒漠与半荒漠昆虫区 3个自然地理

区；其中后者又可分为3个亚区，即贺兰山、罗山昆虫亚区，宁夏

平原黄灌区昆虫亚区，荒漠、半荒漠昆虫亚区。在这些区域中，

存在共同分布的蚊种有中华按蚊、济南按蚊（An. pattoni）、淡

色库蚊 3种，但区域之间的分布特征有较大差异，如库蚊属的

种类，大多分布在平原黄灌区昆虫亚区，而在六盘山昆虫区、

黄土高原昆虫区、贺兰山、罗山昆虫亚区则少见。另从区系结

构分析看，以宁夏平原黄灌区昆虫亚区所占种类较多，其次

是荒漠、半荒漠昆虫亚区；而这 2个区都是引黄灌区，稻田、水

塘、沼泽、沟渠较多，因而给蚊类的孳生、繁殖、活动提供了有

利条件［19］。

安徽省 安徽省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之间，境内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适宜蚊类繁衍孳生，夏立照［20］总结了以往工作期间

对安徽省蚊类的调查记录和文献资料，认为本省蚊类有3亚科

10属83种。其中，按蚊属18种，库蚊属29种，伊蚊属23种，阿

蚊属 4种，杵蚊属 2种，蓝带蚊属 3种，曼蚊属、直脚蚊属、巨蚊

属、领蚊属各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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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区划与蚊类区系分布特征

蚊类区系的划界也是蚊虫分类的重要内容，对调查蚊虫的

地理分布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我国蚊类区系分布的特点来

看，具有不均匀性和明显的地方性。其中，已知的蚊虫种类 18
属 361种中，东洋界占 77.29%，古北界仅占 18.56%，可见东洋、

古北两界蚊类的区系组成有着明显的差异，东洋界占有明显的

优势；而且以我国为模式产地的特有种就有63种，其中2/3以上

仅局限于某一亚区，特别是集中在华南区、华东区和西南区［2］。

从各划界区域蚊虫属、种或代表种来看，按蚊在我国东洋、

古北界的分界线越位于北纬 32°～34°；北纬 34°以北按蚊种类

较少，以古北界种类为主，如带棒按蚊（An. claviger）、萨氏按蚊

（An. sacharovi）。北纬34°以南，按蚊区系相对复杂，有典型的东

洋界，如多斑按蚊（An. maculatus）、微小按蚊（An. minimus）、雷

氏按蚊的记载。按照库蚊如尖音库蚊复合组（Cx. pipiens
complex）的分布，两界的分布线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 30°～32°
之间，而在华中的湖北、河南省及华西的四川省则在北纬32°～
34°，在陕西省的分界线已超过秦岭以北，达到北纬 34°～36°。
古北界以淡色库蚊、新疆伊蚊（Ae. sinkingensis）、拉萨伊蚊

（Ae. lasaensis）为代表。东洋界以局限蚊属、领蚊属、小蚊属、钩

蚊属为代表［2］。

4 展 望

根据上述以往研究情况，虽然许多地区都已开展大量的蚊

虫区系调查工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很多省份仍未系统

的开展辖区蚊虫系统调查，至今还缺乏蚊虫区系和地理区划等

方面的相关报道；即使有的省份以往已经开展相关的蚊虫区系

调查，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蚊虫区

系特征势必发生变化，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蚊虫调查。也由于我

国南北各地蚊虫组成和分布有很大差异，蚊种鉴定存在一定的

难度，特别是目前蚊虫分类鉴定仍然以传统形态特征为主，建

议各地加强蚊虫分类学科的人才培养。此外，虽然我国期刊中

发表的蚊虫新种描述不少，但其中不乏存在同物异名的蚊种现

象［21］，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订正。

参考文献

［1］ 陆宝麟，赵彤言. 50年来中国的蚊类生物系统学研究［J］. 寄生虫

与医学昆虫学报，1999，6（2）：65-72.
［2］ 陆宝麟，陈汉彬，瞿逢伊，等.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双翅目：蚊科

（上卷）［M］. 第8 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1-884.
［3］ 陆宝麟，赵彤言. 50年来我国的蚊类研究［J］. 昆虫学报，2000，

43增刊：1-7.
［4］ 董学书. 云南蚊类志（上卷）［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

1-372.
［5］ 董学书，周红宁，龚正达，等. 云南省蚊类的地理区划［J］. 中国媒

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5，16（1）：34-36.
［6］ 李佳，周红宁，王丕玉，等. 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居民点蚊虫多样性

的初步研究［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9，20（2）：

104-107.
［7］ 张菊仙，龚正达，李四全，等.“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怒江流域居

民区蚊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J］.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

2008，15（4）：213-222.
［8］ 翟士勇，黄钢，董建臻，等. 我国重要吸血双翅目昆虫区系的研究

进展［J］.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2006，13（3）：178-184.
［9］ 黄钢，韩晓莉，王喜明，等. 河北省不同地区蚊虫监测结果分析

［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9，20（5）：426-429.
［10］ 李建，杨振琼，刘亦仁. 湖北蚊类分布及地理区划研究［J］. 中国

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1998，9（1）：17-24.
［11］ 陈志龙，孙俊. 江苏省常见蚊虫季节消长、种类及区系分布［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0，11（5）：375-378.
［12］ 苏龙. 我国东北地区蚊类区系成分和分布规律［J］. 白求恩医科

大学学报，1983，9（3）：9-14.
［13］ 王峰，刘国平，任清明，等. 我国东北三省的蚊虫种类调查［J］. 中

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6，17（6）：476-480.
［14］ 季恒青，冯绍全，何亚明，等. 重庆市蚊虫种类及其地理分布调查

分析［J］. 医学动物防制，2009，25（8）：568-571.
［15］ 付亚琴，江斌，李向荣. 1997－2000年三峡库区丰都县蚊媒监测

分析［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1，17（6）：469-470.
［16］ 雷心田. 四川省蚊科志［M］.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

1- 292.
［17］ 陈汉彬. 贵州蚊类志（上卷）［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1- 347.
［18］ 王希蒙，李国栋，刘荣光. 宁夏昆虫名录［M］. 西安：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1：150-151.
［19］ 王建国，袁静琴，张家训，等. 宁夏蚊类的研究与区系结构分析

［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3，14（2）：105-107.
［20］ 夏立照. 安徽省蚊类初步名录［J］. 疾病控制杂志，2003，7（1）：

47-49.
［21］ 瞿逢伊. 我国蚊虫种质资源现状及其共享利用［J］. 中国寄生虫

学与寄生虫病杂志，2006，24（1）：13-16.
收稿日期：2011-05-05

·· 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