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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露水河地区蝶类昆虫分类研究
中文摘要：本文对长白山露水河地区的蝶类昆虫进行了分类研究，系统的整理
出来了长白山露水河地区的分类体系和名录。我们在长白山露水河地区共采集蝶
类昆虫 6 科 22 属 33 种，我们根据其不同的特征编纂了检索表，并对本次研究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该地区的环境条件与蝶类分布之间的关系展开了
一系列讨论。通过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长白山露水河地区蝶类昆虫的多样性情
况，对该地区蝶类资源的保护提供了一些依据；另外，对露水河地区蝶类昆虫进
行分类研究也为长白山地区蝶类昆虫分类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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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butterfly insects in the Lushuihe area of Changbai
Mountain were classified,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list of Lushuihe at the
Changbai Mountain were conducted. In the study,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6 families 22
genera and 33 species of butterfly insect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e compiled the retrieval table, and the possible problems were analyzed in the study,
especially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and
butterfl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we got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diversity of
butterflies in Lushuihe at Changbai Mountain, providing some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area of butterfly resources, as well as some basic dat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butterflies in Changbai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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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蝶类昆虫分类的意义
蝴蝶分类研究由来已久，在分类学上，蝴蝶属于鳞翅目(Lepidoptera)锤角亚
目(Rhopalocera)的昆虫。全球鳞翅目昆虫约 20 万种，蝶类仅占其十分之一[1]。
蝶类昆虫是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一个较大的动物类群，其种数约 2
倍于陆地鸟类，约 3 倍于哺乳及爬行等动物[2]。同时也是一类个体较大、易观察
和辨别的昆虫类群，对栖息地环境质量要求较高、对环境变化敏感及对寄主较为
专一[3]。蝴蝶具有经济、生态、观赏、科研等多方面价值，是重要的传粉昆虫，
在生态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不可取代地位。许多种类已被公认为生态系
统状况、环境质量、生境破碎化和气候变化的可靠指示物，对生态系统健康具有
很好的指示作用，尤其是针对草原、草甸等缺乏高大遮蔽物的开放性生境的良好
指示生物[4,5]。蝴蝶作为宝贵的环境指标，地位独特，既是气候和栖息地等环境

变化的快速、灵敏反应的代表，也是其他野生动植物多样性反应的标志。现有调
查数据证明，蝴蝶与鸟类和植物相比是种群数量下降最快的类群[6]。因此，有必
要研究蝶类昆虫的分类，以促进蝴蝶多样性保护和利用[7]。另外，调查是鳞翅目
研究的一项重要科研活动，国内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活动，对于修订国内
的蝶类分布与分类意义较大[8]。
2.蝶类昆虫分类的研究现状
蝶类大小因种类而异。体分头、胸、腹 3 部分，腹部通常瘦长。体表和翅上
都密被各色细鳞和丛毛，并形成各种花斑和彩条，色彩艳丽。头部有触角一对，
末端膨大呈锤状或棍棒状。复眼一对，口器特化成喙，为虹吸式口器。翅两对，
阔大；静止时，竖立在背上。多白天活动，吸食花蜜。完全变态。全世界至今已
发现 14000 余种。多数分布于美洲，尤以亚马孙河流域为多。蝴蝶的生物学及分
类较为普及，已有 90%的类群被描述[9]。中国蝴蝶据 Seitz（1906-1929）记载及
胡经甫（1938）统计为 1243 种，据李传隆（1958,1992）统计为“1200 余种”，
据寿建新及周尧（1990）统计为 1339 种。《中国植物志》收载 1223 种，1853
亚种[10]。常见的科有:凤蝶（Papilionidae）、粉蝶（Pieridae）、蛱蝶（Nymphalidae）
等。
国内外昆虫学家对蝴蝶研究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全球蝴蝶分为 2-4
总科、5-17 科不等。我国昆虫学家蔡邦华主张将中国蝴蝶分为 2 总科 7 科，李传
隆将中国蝴蝶分为 11 科(1958)，寿建新和周尧将中国蝴蝶分为 12 科，并统计中
国蝴蝶数量为 12 科、245 属、1337 种(1990)。中国蝴蝶分类系统由于矛盾推动
不断发展，经过几代昆虫学家的努力，已建成有中国特色的蝴蝶分类系统[1]。中
国学者汲取各家长处，创立了 4 总科的蝴蝶分类系统。该系统第一次把全球蝴蝶
分为 17 科、把中国蝴蝶分为 12 科，是对国内外蝴蝶分类认识的系统总结。 它
根据蝴蝶的形态特征、谱系关系(亲缘关系)、进化程度三方面作为分类依据，克
服单纯用亲缘关系(系统发育)作为唯一分类标准的做法。在蝴蝶系统分类中，形
态分类法是基本的分类方法[27]。
在蝶类系统分类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不同的分类系统。
从世界范围来看，北美洲、非洲、欧洲和澳洲都有相应的蝶类志，在亚洲的几个
国家，如日本等也都有相应的蝶类图谱[11]。中国人的蝴蝶分类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30 年代才有王启虞、周尧、吴玉洲等对浙江、四川和广东种类的记述[12]。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发展、创新较快。《中国蝶类志》建立了中国蝴蝶分类系
统，《世界蝴蝶分类名录》建立了世界蝴蝶分类系统，二者使蝴蝶分类和中文命
名统一起来。
生物新技术、新方法促进了蝴蝶分类发展。目前世界蝴蝶分类已从系统发育
分析到种下分类研究，采用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等手段，使蝴蝶分类随着分子生

物学的迅速发展，多种 DNA 分析方法被用来研究不同类群、物种和种群间的遗
传差异，加深了对蝴蝶系统发生、分类和种群遗传分化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
有助于人们在分子水平上探索蝴蝶的系统发育与进化规律[13]。王戎疆等利用线粒
体 COⅡ基因序列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尾蛱蝶属（Polyura）5 种蝴蝶的系统分化。
发现尾蛱蝶属蝴蝶分为两大分支，一支包括大二尾蛱蝶（Polyura eudamippus）、
二尾蛱蝶（Polyura narcaea）和忘忧尾蛱蝶（Polyura nepenthes），另外一个分
支包括窄斑凤尾蛱蝶（Polyura athamas）和黑凤尾蛱蝶（Polyura schreiber）。在
大二尾蛱蝶、二尾蛱蝶和忘忧尾蛱蝶这一分支中，大二尾蛱蝶和忘忧尾蛱蝶的亲
缘关系较近，而二尾蛱蝶较远。这些分子系统学的结果均与形态学的结果相一致，
是对形态分类的有力支持[14]。Sobti 等基于 16S rDNA 序列对印度北部的粉蝶科 6
种粉蝶的系统分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6 种印度粉蝶被分成两大支，每支由
同一属的 2 个种组成，经与其他国家的粉蝶以及黄粉蝶亚科（Coliadinae）的序
列比较分析后发现，印度粉蝶之间的聚类关系稳定[15]。石庆会在《蛱蝶科蝶类主
要分类群的分子系统学和历史生物地理学分析》中，运用线粒体基因组 13 个蛋
白质编码基因（PCGs）全序列以及 13 个 PCGs 与 2 个核糖体 RNA 基因（rRNAs）
的联合核苷酸序列，结合 GenBank 中相关的同源序列数据，采用邻接法（NJ）、
最大简约法（MP）、最大似然法（ML）和贝叶斯推论法（BI）重建 33 个蛱蝶
代表种类的分子系统树，在线粒体基因组水平上进一步探讨蛱蝶类主要类群间的
系统发生关系。同时，通过将形态性状标定在分子系统树上的方法，比较形态性
状的进化与物种分子系统进化的关系，为进一步澄清蛱蝶科主要分类群间的系统
发生关系提供更有力的证据[16]。未来的蝴蝶分类研究，从单纯的蝴蝶的形态、解
剖、生理、生物、生态的研究、地理分布分析，趋向于利用更多的分子及细胞手
段来分析蝴蝶系统发生和进化的关系。通过生物学特性、器官超显微结构、系统
学、基因序列分析、细胞酶等综合分析，从而使蝴蝶分类更为科学[13]。
3.长白山蝶类研究现状
长白山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植被垂直分布明显，动物资源十分丰富，蕴藏
着许多珍贵的蝴蝶资源[17]。关于长白上蝶类资源种类的研究报道，张彦成调查研
究后于 1987 年记录了 135 种；袁荣才等人鉴定了 1989 年以来采集到的标本，查
阅了有关文献，整理出本名录，得 7 科，89 属 162 种，165 亚种[18]；周繇从 1996-2000
年，在长白山区设置了 5 块样地，对本地区蝴蝶的种类、分布及数量做了详细地
调查研究，共采集标本 2700 余只，鉴定整理出了 8 科、96 属、187 种[19]；王超
等 2003-2006 年对长白山保护区蝴蝶种类进行了调查研究，共采集蝴蝶 121 种，
隶属 7 科 63 属，以蛱蝶科为主要科，各林带均有分布共有 19 种[20]。李储山等
2003-2006 年对长白山保护区蝴蝶种类进行了多次系统调查，共采集蝴蝶 100 种，
隶属于 7 科 59 属，区系成分以广布种为主，各林带蝴蝶种类以红松阔叶林最多，

苔原带最少，体现了环境变化对蝴蝶种类分布的影响[21]。而周繇又于 2003 年记
载，长白山共有蝶类 8 科、217 种，是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上蝴蝶种类最集中
的地方，有“北方蝶类王国”的美称[22]，长白山的蝴蝶在《中国长白山蝶类彩色
图志》记录的共有 9 科[25]，这是目前长白山蝴蝶分科最多的记载。
4.本研究的意义
本次对长白山蝶类昆虫种类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初步了解长白山露水河地区
蝶类昆虫的多样性情况，对这个地区不同种类蝴蝶的存在情况有所把握，从而对
该地区蝶类资源的保护提供一些依据；另一方面，对露水河地区蝶类昆虫进行分
类研究也可为长白山地区蝶类昆虫分类研究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二、材料与方法
1.研究地点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该地属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冬季漫长、寒
冷，夏季多雨、气温潮热，春秋两季干燥。年平均温度 3 度，日照时间每年 1965
小时，无霜期一般 108 天，年平均降水量 894mm。
2.材料与工具
捕虫网（扫网、空网）、标本盒、还软器、压条纸、标签、昆虫针、泡沫板、
昆虫标本（研究所用的标本是在长白山露水河镇地区采集的蝶类昆虫）。
3.方法
（1）标本采集
于 2016 年 7 月初分别在长白山露水河地区的三个不同的地方分别采集调查
蝴蝶的种类，选择在晴朗多云少风天气、蝶类活动频繁的 10:00~17:00 时采集；
在露水河地区内根据道路情况及植被特点选定不同采集线路，每条线路约 2 km，
采用网捕法结合观察记录法采集样线两边宽 10m 范围内的蝶类成虫，每条样线
以 1 个往返为 1 次采集，同时也结合了大面积随机网捕法补充取样结果。每条路
线和地点分配采用大致相同的采集时间。采用网捕法采集时，沿途用捕虫网捕捉
飞行，访花，休息中的蝴蝶[23]。
（2）标本的处理
将采到的蝶类先杀毙，然后取出包于小三角纸袋中，依虫体大小不同每袋
2～4 只，并详细记录采集人、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妥善保存备用。
（3）标本制作
把取到的蝶类标本带回实习基地，按常规方法整姿，干化固定，制做成针插
干制标本，最后加上采集标签，装入标本盒。
（4）标本鉴定
将研究标本置解剖镜下仔细观察，比较研究。然后依据《中国蝶类志》和《中
国蝴蝶分类与鉴定》并结合检索表等资料进行种类鉴定[24]，并请相关老师帮忙鉴

定。鉴定时主要看标本与原始描述的异同。描述各属、种的形态特征，必要时用
绘图仪描绘形态特征图，对重要形态特征辅以数码相机照像。

三、结果
1.名录
本次实习于长白山露水河地区共采集蝶类昆虫 6 科 22 属 33 种，见表 1:
表 1 长白山露水河地区蝶类昆虫名录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蛱蝶科 Nymphalidae

孔雀蛱蝶属 Inachis

孔雀蛱蝶 Inachi sio

豹蛱蝶属 Argynnis

绿豹蛱蝶 Argynnis paphia

线蛱蝶属 Limenitis

扬眉线蛱蝶 Limenitis helmanni
隐线蛱蝶 Limenitis camilla
红线蛱蝶 Limenitis populi

环蛱蝶属 Neptis

链环蛱蝶 Neptis pryeri
单环蛱蝶 Neptis rivularis
伊洛环蛱蝶 Neptis ilos
朝鲜环蛱蝶 Neptis philyroides

锦瑟蛱蝶属 Seokia

锦瑟蛱蝶 Seokia pratti

小豹蛱蝶属 Brenthis

伊诺小豹蛱蝶 Brenthis ino

迷蛱蝶属 Mimathyma

夜迷蛱蝶 Mimathyma nycteis
白斑迷蛱蝶 Mimathyma schrenckii

钩蛱蝶属 Polygonia

白钩蛱蝶 Polygonia c-album

蛱蝶属 Nymphalis

白矩朱蛱蝶 Nymphalis vau-album
朱蛱蝶 Nymphalis xanthomelay

闪蛱蝶属 Apatura

紫闪蛱蝶 Apatura iris
柳紫闪蛱蝶 Apatura ilia

粉蝶科 Pieridae

蜜蛱蝶属 Mellicta

褐蜜蛱蝶 Mellicta ambigua

粉蝶属 Pieris

暗脉菜粉蝶 Pieris napi
菜粉蝶 Pieris rapae

灰蝶科 Lycaenidae

绢粉蝶属 Aporia

绢粉蝶 Aporia crataegi

云粉蝶属 Pontia

云粉蝶 Pontia daplidice

豆粉蝶属 Colias

斑缘豆粉蝶 Colias erate

钩粉蝶属 Gonepteryx

尖钩粉蝶 Gonepteryx Aspasia

红珠灰蝶属 Lycaeides

褐红珠灰蝶 Lycaeides subsolana

豆灰蝶属 Plebejus

豆灰蝶 Plebejus argus
茄纹豆灰蝶 Plebejus cleobis

链眼蝶属 Lopinga

黄环链眼蝶 Lopinga achine

阿芬眼蝶属 Aphantopus

阿芬眼蝶 Aphantopus hyperanthus

绢蝶科 Parnassiidae

绢蝶属 Parnassius

白绢蝶 Parnassius stubbendorfii

凤蝶科 Papilionidae

凤蝶属 Papilio

绿带翠凤蝶 Papilio maackii

眼蝶科 Satyridae

2.检索表
长白山的蝴蝶在《中国长白山蝶类彩色图志》记录的共有 9 科、100 属、185
种[25]，通过参考图志，我们对本次采集到的 6 个科及粉蝶科的 6 种蝴蝶进行了检
索表的编制，如下：
（1）分科检索表：
1 后翅有尾状突起……………………………………………… 凤蝶科 Papilionidae
后翅无尾状突起………………………………………………………………………2
2 翅面鳞片稀少，翅半透明………………………………………绢蝶科 Parnassiidae
翅面鳞片较多，翅不透明……………………………………………………………3
3 后翅有两条臀脉，臀缘凸出…………………………………………粉蝶科 Pieridae
后翅只有一条臀脉，臀缘凹入………………………………………………………4
4 雌前足正常，爪发达……………………………………………灰蝶科 Lycaenidae
雌前足退化，无爪……………………………………………………………………5
5 前翅通常有 1～3 条脉纹基部膨大；后翅中室闭式；至少后翅后面有两个眼斑
状……………………………………………………………………眼蝶科 Saftyridae
前翅脉纹基部不膨大；后翅中室开式，或闭有很细的横纹；前翅宽，只略长过后
翅…………………………………………………………………蛱蝶科 Nymphalidae
（2）粉蝶科昆虫检索表:
1 后翅肩脉极度退化或缺；多为黄色；雄性外生殖器的背兜比爪形突短（黄粉蝶
亚科 Coliadinae)………………………………………………………………………2
后翅肩脉长；多为白色；雄性外生殖器的背兜比爪形突长(粉蝶亚科
Pierinae)…………………………………………………………………………… 3
2 前翅 R2 脉与 R3+4+5 脉共柄（豆粉蝶属 Colias)…………斑缘豆粉蝶 Colias erate
前翅 R2 脉从中室末端分出(钩粉蝶属 Gonepteryx）
…………………………………………………………尖钩粉蝶 Gonepteryx Aspasia
3 后翅反面有云斑状(云粉蝶属 Pontia）……………………云粉蝶 Pontia daplidice
后翅反面无云斑状……………………………………………………………………4
4 翅半透明（绢粉蝶属 Aporia）………………………………绢粉蝶 Aporia crataegi
翅不透明（粉蝶属 Pieris）………………………………………………………… 5

5 翅面和翅脉白色……………………………………………… 菜粉蝶 Pieris rapae
翅脉黑黄色……………………………………………………暗脉菜粉蝶 Pieris n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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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1.实习限制以及自身不足
根据统计，我们此次实习共捕捉到的蝶类分为 6 科 22 属 33 种，和长白山丰
富的蝶类资源相比，采集到的蝶类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相对较少，这可
能是因为我们采集地点仅在露水河地区，且在露水河地区采集的三个地点相距较
近，生境特点也叫相似，蝴蝶种类可能大致相同，而其他地区因生境改变，将会
分布有不同于我们采集地点的蝴蝶种类，这些蝴蝶种类我们并未采集到；因此对
我们的分类研究也有所影响。而对于以后的研究，我们建议研究者在研究范围上
要进行扩大，且要考虑到不同生境的选取，这样对长白山地区蝶类的分类及多样
性研究都有更可信的数据记录。
2. 长白山露水河地区蝶类昆虫多样性分析及保护问题
长白山以其巍峨的火山地貌、绚丽的垂直景观和丰富的物种多样性闻名于
世，蝴蝶资源也十分丰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长白山共有蝶类 9 科、217 种，
是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上蝴蝶种类最集中的地方。本次实习在长白山露水河地
区共采集蝶类昆虫 6 科 22 属 33 种。主要有蛱蝶科、粉蝶科、灰蝶科、眼蝶科、
绢蝶科、凤蝶科。根据实习数据所知，长白山露水河地区蛱蝶科种类和数量最多，
凤蝶科种类和数量最少。总体相对整个长白山地区的蝶类而言，露水河地区蝶类

的科数较为丰富，但种的数量就较少，尤其凤蝶类，本次仅仅采集到绿带翠凤蝶
一种凤蝶，且数量也较少，考虑到研究局限外，凤蝶的保护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应加大对该地蝶类的保护研究。而关于蝴蝶资源的减少，必然是存在众多威胁因
子。目前蝶类多样性的威胁因子主要有生物因素、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人为因
素包括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农药喷洒、人为捕捉等，次要威胁因子有寄主植
物破坏、放牧、旅游开发、城市化和气候变暖等人为因子，还包括低温、洪水等
自然因子和天敌危害、蝴蝶自身因素等生物因子。这些因子对蝴蝶威胁巨大，不
仅降低蝴蝶种群数量，可能导致某些蝶种灭绝。蝴蝶不仅受外界因素影响，也受
到自身先天生物学弱点的影响，导致种群生存状况艰难，种群数量受到威胁。蝴
蝶产卵量、世代周期的长短、对极端气候条件的耐受性、对寄主的选择性、对杀
虫药物的抗性、对天敌侵袭的自我保护能力、迁移扩散能力等综合形成蝶类种群
的生存繁衍能力[26]。对于这些威胁因子，我们应尽量消除人为因素对蝶类资源的
破坏，保护好蝶类生存的环境。
3.长白山蝶类昆虫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1)长白山地区蝶类昆虫的分类研究较多，但对蝶类资源及资源的保护方面研
究较少，应加强对长白山蝶类资源的保护研究，尤其是对长白山地区种类相对较
少的蝶类的研究，按本次统计结果知，对凤蝶类的保护研究应格外关注，同时，
也应加强对蝶类多样性的研究，从而为蝶类保护研究提供更多资料。
(2)随着生物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如利用计算机进行的数值分类，利用电
子显微镜进行超微形态分类，利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不同种类鉴定，
这些都会为蝴蝶分类提供新的借鉴。它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形态分类的
不足，因此在以后的蝶类究中，对于不同蝶类之间，特别在近缘种区别、疑难种
鉴定和系统树构建等方面，应该多从分子方面进行研究，这样才能使分类更符合
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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