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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根据蜉蝣稚虫的生活环境 ,可简单地将其分为静水区种类和流水区种类。静水区种类可生活于

水体中、底质表面和底质中三种不同的小栖境 ,流水区种类可生活于水体中、底质表面和底质缝隙间三

类小栖境。形态各异的不同种类蜉蝣稚虫生活在不同的小环境 ,表明种类演化和形态变化与环境有密

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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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yfly nymphs can be divided into lentic and lotic groups.Lentic nymphs can live freely in the water ,amid

the slit and bury themselves in the stream bed. Lotic nymphs can be found in the water current , adhering to the

substrate , inhabiting aquatic vegetation or hiding under stones. Different kinds of mayfly nymphs with diverse

morphology prefer different aquatic habitat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divergence ,nymphal morphology derivation and micro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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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蜉蝣是一类水生昆虫 ,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形态特

征 ,很早就引起了人类的注意 ,如我国的《诗经》中对它

就有记载。我国已知蜉蝣种类超过 250 种 ,除台湾省

外 ,绝大部分仅认知成虫 [9 ] 。近年来 ,我国蜉蝣稚虫种

类的调查以及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开

展 [5 ] ,但十分不够。

蜉蝣生活史包括四个阶段 ,即卵、稚虫、亚成虫和

成虫 ,稚虫生活期最长 [2 , 3 , 6 ] ;在实际工作中 ,稚虫最容

易采到 ,应用也最广 [3 , 4 ] 。与成虫相比 ,稚虫的外部形

态表现得更为多样 ,大小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由

于蜉蝣稚虫在多种水体中都能生活 ,故在分类和水质

监测工作中经常用到 [5 ] 。因此 ,了解蜉蝣稚虫的形态

与主要生活习性以及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

的。笔者根据有关文献 (主要为文献 4 和 6) ,结合采集

经验 ,在此做一简介。

1 　蜉蝣稚虫一般形态

111 　体制 　蜉蝣稚虫有两种比较特化的体制 :扁平型

和鱼型。前者以扁蜉科 ( Heptageniidae) 为代表 ,虫体扁

平 ,即虫体宽度远大于身体的背腹厚度。胸部的足一

般较为宽扁 ,足的关节转变成前后向 ,即足一般只能前

后运动而不能上下运动 ,活动时身体腹面与底质不分

开 ,在自然状态下 ,一般不游泳或游泳能力不强。尾丝

上的毛一般散生或环生 (图 5) 。鱼型体制以短丝蜉科

(Siphlonuridae) (图 1) 、等蜉科 ( Isonychiidae) (图 4)以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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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四节蜉科 (Baetidae)稚虫为代表。这类蜉蝣的虫体背

腹厚度大于虫体的宽度。运动时的体态类似小鱼 ,身

体呈流线型 ,足一般细长 ,中尾丝的两侧和尾须的内侧

密生长细毛 ,相邻的细毛交错成网状 ,使尾丝具有桨的

作用。这类蜉蝣一般可用胸足自由地抓握水中的底质

或水生植物 ,游泳迅速。其它蜉蝣的体制处于这两种

之间。

112 　头部 　蜉蝣稚虫触角的长度在不同科中变化较

大 ,形态从光滑无毛至密生细毛不等。复眼和单眼变

化较小 ,但细蜉科 (Caenidae) 中一些种类的单眼表面突

出呈棘刺状。另外 ,唇基、额都可能突出 ,头顶可能具

有各种瘤突和角突。

蜉蝣稚虫的口器是典型的咀嚼式口器 ,各部分都

可能变化 ,有些变化还很显著。其中以上颚突出呈牙

状最为常见。捕食性种类上颚的切齿部分往往发达 ,

而滤食性的种类磨齿部分一般比较发达。

113 　胸部 　蜉蝣后胸被前翅芽覆盖 ,背面观不能看见。

胸部 1～2 对翅芽。足的变化较大。蜉蝣总科主要营穴

居性生活 ,足为挖掘足。这种足的腿节和胫节非常粗

大 ,胫节的前侧角突出 ,爪较小。扁蜉科稚虫足的腿节

宽扁 ,具细毛。

114 　腹部 　腹部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鳃的多样性。鳃

的着生位置、对数、大小、形态等各方面都可能变化。

腹部背板常具各种不同的刺突和隆起。有些种类腹节

背板的侧后角强烈突出并向背方延伸。

蜉蝣尾丝的形状多种多样。在活动能力较小的种

类中 ,尾丝各节相对较长而细弱 ,节上不具毛 ,只在两

节的连接处具稀疏的毛。而游泳能力较强的种类往往

中尾丝两侧密生细毛 ,尾须的内侧长有细毛 ,相邻的细

毛交织成网状而使尾丝具桨的功能 ,在游泳时产生动

力 (图 1 ,4) 。

2 　蜉蝣稚虫的栖境

为方便起见 ,可将水环境分成两类 ,一类为静水

区 ,一类为流水区。静水区以湖泊和池塘为代表。进

一步可以将静水区光补偿深度以上的区域分成三类 ,

分别为静水水体中、底质表面以及底质中。每类小生

境中都有不同的蜉蝣生活。

流水区以溪流和小河为代表 ,这一栖境也可以分

成三类 ,分别为流水水体中、流水区底质表面及底质缝

隙间。

以上 6 类栖境及其中的典型蜉蝣类型列于表 1。

表 1 　不同栖境中典型蜉蝣类型及其形态和食性 [4 ,6 ]

环境类型 生活区域 生活类型 主要特征 代表种类 典型食性

静水区

静水水体中 自由型 体呈流线形 ,尾桨状
短丝蜉科
四节蜉科

捕食性
撕食性

近底泥沙碎屑中 陷生型 体扁 ,体暗多毛 ,尾细少毛

细蜉科
新蜉科
小蜉科
毛蜉科

滤食性
撕食性

底质中 穴居型 体圆柱形 ,黄色多毛 ,挖掘足 蜉蝣总科 滤食性

流水区

流水水体中 自由型 体呈流线形 ,尾桨状 ,多毛

等蜉科
短丝蜉科
四节蜉科
细裳蜉科

滤食性
捕食性

流水底质表面 贴生型 体扁多毛
扁蜉科
细裳蜉科

滤食性
刮食性

底质缝隙间 栖居型 体坚硬多刺或色斑驳
小蜉科
河花蜉科

撕食性
滤食性

3 　各种栖境中的典型蜉蝣类型

以下对上述 6 种生活类型逐一进行较详细的说

明 ,并图示我国有分布的典型代表种类。

311 　静水水体中的自由生活型 　这种类型的蜉蝣有

较大的复眼、较发达的运动肌肉和尾。身体呈流线型 ,

腹部的鳃为膜质片状 ,单枚或两枚 ;中尾丝的两侧以及

尾丝近体侧密生细毛而使尾丝与鳃一起击水产生游泳

时的动力 ,也能很好地控制方向。爪一般较细长。当

不游泳时 ,腹部的鳃往往仍然抖动。游泳时足位于腹

部并向后沿身体体轴放置 ,静止时足伸展 ,能抓握住水

中植物。以水生的摇蚊和蚊的幼虫为食 ,也取食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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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杂食性的居多。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为短丝蜉 属 ( Siphlonurus) (图 1) 、二翅蜉属 ( Cloeon)等。

图 1～3 　静水区蜉蝣稚虫典型代表

1. 短丝蜉属一种 ( Siphlonurus sp . ) (短丝蜉科 Siphlonuridae) ; 2. 黑斑细蜉 ( Caenis nigropunctata)

(细蜉科 Caenidae) ; 3. 蜉蝣属一种 ( Ephemera sp . ) (蜉蝣科 Ephemeridae)
　

312 　静水水体底质表面陷生型 　这些蜉蝣一般运动性

不强 ,身体各部分的活动能力不大或活动不灵敏 ,游泳

能力不强 ,采集时要在底质泥沙中寻找 ,并且要有足够

的耐心和细心。身体表面一般具毛 ,身体一般扁平 ,腹

部的某一对鳃显著扩大而盖住其后的鳃 ,形成鳃盖。

鳃盖在生活时不停地向上抬起 ,以便于呼吸。鳃盖的

边缘往往密生细毛 ,可以清洁进入鳃盖内的水。尾丝

只具有稀疏的环生细毛。生活时陷在靠近水边的泥沙

和枯枝落叶的碎屑中 ,很难发现。个体较小 ,体色一般

为单一的浅白色或浅褐色。少数种类体表具各种瘤

突。足向侧方伸展 ,身体表面常粘附各种泥沙和碎屑。

在水中滤食植物或动物碎屑。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为

细蜉属 ( Caenis) (图 2) 、小河蜉属 ( Potomanthellus) 。

313 　静水区底质中的穴居型 　体色一般较淡 ,体表常

具有程度不一的金黄色细毛 ;头较窄小 ,额突明显 ,前

缘常分叉 ;触角的节间常具细毛 ;上颚牙明显突出于头

部前缘 ,其基部密生细毛 ;足为挖掘足 ,位于胸部腹面 ;

腹部的鳃除第 1 对外 ,分为两枚 ,每枚又分为两叉状 ,缘

部呈缨毛状 ,生活时位于体背 ,有规律地由前向后运动

而整体呈现波动性 ,能有效地使水在洞穴中流动 ,以利

于滤食。一般生活于沙质或泥质的底质中以逃避敌

害。上颚牙用于挖掘时掀起泥土。当这些稚虫从洞中

被赶出后 ,它们立即又进行挖掘新的洞穴。具强烈的

避光性。有较好的游泳能力 ,游泳时腹部上下弯曲呈

波动形行进。滤食水中碎屑。代表种类为蜉蝣属

( Ephemera) (图 3)和埃蜉属 ( Ephoron) 。

314 　流水区自由生活型 　身体苗条 ,流线型 ,色彩艳

丽。口器各部分密生细毛 ,触角一般较长。尾桨式。

活动迅速 ,游泳能力强 ,有趋光性。生活时一般用中后

足扒在底质表面 ,身体略向下倾斜 ,前足向侧前方伸

展 ,腹部的鳃向外摊开 ,尾上下击水。

前足密生长细毛。这些细毛在前足前缘排列成两

行 ,在细毛之间又夹杂着粗刺。细毛的表面又具有微

毛 ,微毛的顶端呈钩状 ,相邻的细毛上的微毛相互粘合

而使细毛与细毛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组成一个筛

状的结构。生活时前足前缘上的细毛呈一定角度向前

伸展 ,水流由前向后流动 ,依靠细毛能有效地过滤水中

的碎屑状食物 [7 , 8 ] 。代表种类有等蜉属 ( Isonychia) (图

4) 、突唇蜉属 ( Clypeocaenis) 。

315 　流水区底质表面贴生型 　身体一般为浅绿色至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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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身体扁平 ,头部非常宽扁。上颚的外侧一般具细

毛 ,下颚须的端部具刷状毛 ,下唇须表面也具浓密的刷

状毛。足的关节呈前后型 ,因此只能前后向移动。各

足的腿节宽扁 ,胫跗节细长 ,其表面和后缘往往密生细

毛。腹部的鳃侧位。背方的鳃为叶片状 ,肥厚 ;腹方的

丝状鳃一般位于身体背面 ,从叶状鳃的基部伸出。各

鳃的叶状部分互相叠合成吸盘状 ,有利于吸附在底质

表面。有些种类第 1 和第 7 对鳃延伸到身体的腹方 ,左

右两鳃互相接触或接近接触 ,从而使腹部的鳃整个形

成一个吸盘状结构 (图 5) 。尾丝上的毛一般较稀疏环

生于节间。避光性。刮食石块表面的藻类等食物。能

游泳 ,游泳时主要靠鳃击水。生活状态时可以看到鳃

不停地抖动。代表种类为扁蜉科 , 其中以扁蜉属

( Heptagenia ) 、高翔蜉属 ( Epeorus ) (图 5) 、溪颏蜉属

( Rhithrogena)最典型。

316 　流水区底质缝隙栖居型 　这种环境中蜉蝣主要有

两类。一类生活于流水区的水生植物和枯枝落叶中 ,

一类生活于石块的缝隙中。

生活于水生植物和枯枝落叶中的蜉蝣身体表面往

往具各种瘤突或刺 ,体壁坚硬。腹部背板往往具刺突

或脊突。尾丝上常有各种刺。第 1 对鳃退化 ,第 2 或 2

～3 对鳃往往消失。鳃位于身体背面 ,背方的鳃膜质片

状 ,腹方的鳃分成许多片状小叶。有些种类腹部背板

的刺突很大 ,背板中央强烈隆起 ,两侧的鳃位于一个腔

隙中。生活时一般紧紧抓住水生植物 ,活动缓慢 ,采集

时常需静候从水生植物中爬出。受到骚扰时 ,有时将

腹部末几节和尾丝向上翻起朝前 ,然后放直再翻起。

游泳时同样如此 ,整个动作类似蝎子。以撕食性为主。

代表 种 类 有 小 蜉 科 ( Ephemerellidae ) 的 弯 握 蜉 属

( Drunella) 、锯形蜉属 ( Serratella) (图 7)等。

生活于石块缝隙中的以河花蜉科 (Potamanthidae) 的

种类为代表 [1 ] 。这类蜉蝣身体一般扁平 ,为浅黄色至

棕红色。上颚具明显的上颚牙 ,上颚牙上往往具齿和

细毛。各足的腿节相对比较宽扁 ,而胫跗节为细长的

圆柱形。前足胫跗节的内缘和背方密生细毛。腹部的

鳃侧位 ,第 1 对鳃退化 ,而 2～7 对鳃的形状与蜉蝣总科

的非常类似 ,但位于身体侧面。腹部背板表面具各种

斑纹。尾丝的基部和端部光滑 ,而中段的两侧具有细

毛。游泳动力较强 ,滤食性。代表种类有尤氏红纹蜉

( Rhoenanthus youi) (图 6) 。

以上的分类并不严格。每一类的蜉蝣生活环境也

非一成不变。其中流水区的种类往往也能在静水区发

现 ,但静水区种类在流水区一般很难发现。总体而言 ,

上述每一类型所选择的栖境仍较严格 ,在每一种生境

中 ,其代表种类发现概率常是最高的。

图 4～7 　流水区蜉蝣稚虫典型代表

4. 江西等蜉 ( Isonychia kiangsiensis) (等蜉科 Isonychiidae) ; 5. 何氏高翔蜉 ( Epeorus herklotsi) (扁蜉科 Heptageniidae) ;

6. 尤氏红纹蜉 ( Rhoenanthus youi) (河花蜉科 Potamanthidae) ;7. 红锯形蜉 ( Serratella rufa) (小蜉科 Ephemerel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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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蜉蝣稚虫形态与相关栖境的意义

　　与成虫相比 ,蜉蝣稚虫的外部形态表现出更加丰

富的多样性。这些多样的形态为分类鉴定提供了非常

有用的素材。在一些成虫形态变化不大的类群中 ,如

四节蜉科、细蜉科、小蜉科以及河花蜉科 ,不同种间稚

虫的比较对于种类的鉴别常常是非常有效的。

通过对每种生境中代表种类外部形态的了解 ,根

据蜉蝣的外部形态 ,就可以大体推断出它的生活环境

和食性。

由于各种蜉蝣有相对严格的栖境选择 ,在采集过

程中 ,为了提高采集效率 ,应该尽可能多地在不同的水

生小环境中进行采集取样。同时 ,要针对各种蜉蝣具

有不同的活动能力采取不同的采集方法和技巧。对于

那些生活隐蔽且活动能力不强的种类 ,在采集取样过

程中 ,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等待它们从隐蔽处出来。

而对活动能力非常强的种类 ,一般很难轻易采到 ,需要

选择拖网或网箱等必要的专门工具和进行相对多次的

采集。

由于蜉蝣稚虫形态存在着多样性 ,可以推知蜉蝣

稚虫存在着一定的可塑性 ,即在自然选择作用下 ,来自

同一祖先的不同支系其稚虫形态可能出现一定的多样

性 ,如细蜉科的稚虫就有三种主要的形态 :前足具长毛

型、单眼棘刺型和普通型。如果来自不同祖先的若干

支系选择同一个生活环境 ,它们在外部形态上有可能

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或趋同性。因此 ,在重建系统发

育关系时 ,稚虫特征的选择应该十分谨慎小心。

由于不同蜉蝣种类及其外部形态与它们的水生生

活小环境和生活习性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 ,蜉蝣稚虫在

水质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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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介

《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英文全称“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英文简称“CITES”)属政府间国际协议 ,目的是为了保证有关国际贸易不至于危害野生动植物的生存。该公

约 1963 年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第一次成员国大会决议起草 ,1973 年 80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正

式签署 (因此又称“华盛顿公约”) ,1975 年正式生效 ,一般每两年召开一次缔约国大会。该公约对濒危物种国际贸

易管理机制的核心是它的物种附录 ,其最主要部分为附录 Ⅰ和附录 Ⅱ,并分别规定了严格的贸易许可证核发程序。

该公约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保护野生生物最有效的极少数几个国际公约之一 ,迄今已有缔约国 164 个。中

国于 1981 年正式加入 ,1982 年正式成立了代表国家履行公约具体事物的管理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

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设在国家林业局)和科学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设在中国科学院) 。

孟智斌 (国家濒科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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