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 行 病 学

2022 年第 39 卷第 1 期

新疆鄯善县春季蜱虫分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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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新疆鄯善县春季蜱虫种类及分布情况，2021 年 3—5 月在鄯善县的 5 个村庄采集羊体表蜱虫及

盐碱地区域环境中的蜱虫，利用体视显微镜进行形态学鉴定，并统计羊只携带蜱虫情况及其种类。结果显示 ：
共在 150 只羊体表和环境中分别采集到 1 392 只和 1 007 只蜱虫 ；采集到蜱虫归于 2 科 3 属 5 种，分别为硬蜱科
的亚洲璃眼蜱、小亚璃眼蜱、血红扇头蜱和图兰扇头蜱以及软蜱科的拉合尔钝缘蜱，其中亚洲璃眼蜱数量最多，
占 48.99%，在 5 个村均有分布 ；3—5 月羊带蜱率逐渐上升，分别为 14.67%、35.33%、68.67%，携带的种类由
拉合尔钝缘蜱 1 种逐渐增加到 5 种。结果表明，新疆鄯善县春季流行的优势蜱种为亚洲璃眼蜱，而随气温升高，
蜱虫种类及数量逐渐增加，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春季应加强蜱虫的消杀工作。本调查为鄯善县春季蜱虫
传播疫病的防控及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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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ticks in spring in Shanshan county，Xinjiang，ticks
living in sheep furs and skins and those in saline alkali areas were sampled from five villages in the county during
March~May 2021 for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by stereoscopic microscope，and the status and species of ticks
carried by sheep we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392 and 1 007 ticks were respectively collected from 150
sheep and environment，which classiﬁed into 5 species，3 genera，2 families. Speciﬁcally，Hyalomma asiaticum，
Hyalomma anatolicum，Rhipicephalus sanguineus，Rhipicephalus turanicus under Ixodidae and Ornithodoros
lahorensis under Argasidae，Hyalomma asiaticum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48.99%）and distributed in
the ﬁve villages ；the carrying rate in sheep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March to May，14.67%，35.33% and 68.67%，
respectively，the number of species carried by the sheep increased from one（Ornithodoros lahorensis）to five. In
conclusion，Hyalomma asiaticum was dominant in spring in the county，and the species and number of tick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and their scope was also expanded，so it was crucial to eradicate tick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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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The reference was thus provid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icks in spring in the county and follow-up
studies.
Key words ：ticks ；morphological identiﬁcation ；Ixodidae ；Argasidae

蜱为专性吸血的外寄生物，可传播多种病原

蜱虫鉴定

1.2

参考《新疆蜱类志》[16] 和《蜱类学》[17] 的昆

体，给人类健康、畜牧业生产及野生动物安全带
来极大危害 [1]。蜱携带的病原包括细菌、病毒、

虫分类标准，利用体视显微镜（Leica，M205A 型，

原虫、立克次氏体、螺旋体、埃立克体等 [2-4]，常

德国）对采集到的羊不同部位的体表蜱虫及盐碱地

[5]

导致的疾病有森林脑炎（encephalitis） 、莱姆病
（Lyme disease）[6]、发热性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7]、Q 热（Q
fever）等 [8]。蜱虫发育过程分为卵、幼蜱、若蜱和
成蜱 4 个时期 [9]。蜱虫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其生命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通常在一年中的温
暖季节活动 [10]。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蜱虫的营
养代谢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从而使其发育周期
缩短 [11]。
新疆鄯善县位于天山东部南麓的吐鲁番盆地
东侧，养殖资源丰富，环境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
候，温暖的春季为多种蜱虫的生存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12]。一般情况下春季蜱虫活跃性更强，叮咬
家畜活动也增多 [13-14]，为当地家畜和居民带来了潜
在 的 危 害。 因 不 同 种 类 蜱 虫 传 播 的 疾 病 可 能 不
同

[15]

，所以掌握鄯善县蜱虫种类及分布有助于针

对性开展蜱媒疾病防控和区域防控，为当地蜱虫防

环境中采集的蜱虫进行形态学鉴定，主要通过蜱虫
的生理构造 —— 盾板大小及形状、有无花纹、假
头基的形态、气门板大小及形状、足基节的内外距
长短、肛侧板的形态、肛沟位置等进行鉴定。将获
得的形态学鉴定数据通过 Excel 软件对蜱虫种类及
分布情况进行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表 1 显示：从鄯善县 5 个村庄的羊体表和环
境中共采集到 2 399 只蜱虫，包括 2 科 3 属 5 种，
分别为硬蜱科璃眼蜱属的亚洲璃眼蜱、小亚璃眼蜱
和扇头蜱属的血红扇头蜱、图兰扇头蜱以及软蜱科
钝缘蜱属的拉合尔钝缘蜱。其中：羊体表蜱虫共
1 392 只，多为亚洲璃眼蜱（48.99%），环境中采
集的蜱虫均为亚洲璃眼蜱，说明亚洲璃眼蜱为当地
的优势蜱种。
表 1 3—5 月鄯善县 5 个村庄羊体表 / 环境采集的蜱虫种类

控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1

蜱虫种类

蜱虫种类

1.1

材料与方法
蜱虫采集
2021 年 3—5 月，从新疆鄯善县大东湖村、卡

格托尔村、英牙尔村、克其克村和栏杆村，各村用
任意抽样法抽取 30 只羊，共 150 只羊。在羊的耳廓、
肛门周围、雌性外生殖器周围和雄性睾丸等部位，
采集羊体表的蜱虫，在 5 个村盐碱地区域采集环境
中的蜱虫。将采集的蜱虫放入带有通气孔的收集管

璃眼蜱属

数量 / 只 占比 /% 数量 / 只 占比 /%
682

48.99

1 007

100

小亚璃眼蜱

364

26.15

0

0

155

11.13

0

0

图兰扇头蜱

135

9.70

0

0

血红扇头蜱

56

4.02

0

0

1 007

100

1 392

总计

2.2

环境

亚洲璃眼蜱

钝缘蜱属 拉合尔钝缘蜱
扇头蜱属

羊体表

100

羊带蜱率
表 2 显示：3—5 月，5 个采样村的羊带蜱率

中，随后向蜱虫收集管内放入波浪状的湿滤纸，以

分别为 14.67%、35.33%、68.67%，说明随气温上升，

保持管内湿度。

带蜱率呈逐渐升高趋势。不同村的羊带蜱率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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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中卡格托尔村羊体表带蜱率总体较高，而克

3

其克村 5 月份的羊带蜱率最高。

蜱虫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新疆蜱类记录最
多， 有 硬 蜱 科 101 种、 软 蜱 科 6 种， 共 计 107

3—5 月鄯善县 5 个村庄羊体表 / 环境中带蜱情况

表2

3月
采集地点

讨论

4月

种

5月

[18]

。蜱类的分布与地理位置、温度、湿度等多

种因素有关 [19]，而温暖和干旱的气候可能是导致

体 表 有 带 蜱 体表有蜱 带 蜱 体表有蜱 带 蜱
蜱羊 / 只 率 /% 羊 / 只 率 /% 羊 / 只 率 /%

新疆蜱虫分布广泛、种类较多的原因之一 [20]。环

2

6.67

11

36.67

21

70.00

14

46.67

25

83.33

26

86.67

境温度会影响蜱的发育周期 [21]，据 Lysyk[22] 报道，

栏杆村

6

20.00

7

23.33

13

43.33

蜱对宿主的体温变化具有一定的响应，这种响应可

英牙尔村

0

0

1

3.33

15

50.00

能在春季气温升高后影响蜱的吸血。

克其克村

0

0

9

30.00

28

93.33

22

14.67

53

35.33

103

68.67

大东湖村
卡格托尔村

总计 / 平均

3 月份鄯善县平均高温为 18 ℃，平均低温为
4 ℃，采集到的蜱虫均为软蜱科的拉合尔钝缘蜱（成
蜱），未见有其他种类的蜱虫，其原因可能是 3 月

蜱虫分布

2.3

表 3 显示：3 月 5 个村庄羊体表采集到的蜱虫

份鄯善县的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不适合其他种类

种类单一，均为软蜱科的拉合尔钝缘蜱（成蜱），

蜱虫的生存。此外，从 3 月份开始，因气温上升，

环境中未采集到蜱虫。4 月在羊体表及环境中开始

鄯善县当地养殖户开始剪羊毛，导致蜱虫无法长期

出现硬蜱，其中卡格托尔村羊携带的蜱虫种类及数

在羊体表停留进行吸血并蜕皮 [23]。4 月份鄯善县平

量最多（3 种，210 只）；大东湖村及卡格托尔村

均高温为 26 ℃，平均低温为 10 ℃，此时硬蜱开始

环境中采集到的蜱虫均为亚洲璃眼蜱（成蜱），英

出现，以若蜱阶段为主，羊带蜱率开始上升。5 月

牙尔村、克其克村和栏杆村均未发现环境中的蜱虫。

份鄯善县平均高温为 34 ℃，平均低温为 15 ℃，

5 月羊体表和环境中采集到的蜱虫均为成蜱，其中

此时适宜的环境温度为各阶段硬蜱提供了良好的

卡格托尔村羊携带的蜱虫种类及数量最多（3 种，

生存环境，蜱虫种类和羊带蜱率继续上升，这与

270 只）；大东湖村、卡格托尔村环境中采集到的

Requena-garcía[24] 报道的 5 月份成蜱数量最多的研

蜱虫均为亚洲璃眼蜱（成蜱），而英牙尔村、克其

究结果相一致。

克村和栏杆村均未发现环境中的蜱虫。
表3
采集
地点

3—5 月鄯善县 5 个村庄羊体表 / 环境中蜱虫分布情况

3月

4月

羊体表蜱虫种类
（只数）

环境蜱虫种类
（只数）

拉合尔钝缘蜱（18）

0

卡格托尔村 拉合尔钝缘蜱（35）

0

栏杆村

拉合尔钝缘蜱（102）

0

英牙尔村

0

0

克其克村

0

0

大东湖村

15

蜱虫的防控对于人畜的健康都很重要。由于

羊体表蜱虫种类
（只数）
亚洲璃眼蜱
和小亚璃眼蜱（52）

5月
环境蜱虫种类
（只数）

羊体表蜱虫种类
（只数）

环境蜱虫种类
（只数）

亚洲璃眼蜱和小亚璃眼
亚洲璃眼蜱（41）
亚洲璃眼蜱（155）
蜱（196）

亚洲璃眼蜱、小亚璃眼蜱
亚洲璃眼蜱、小亚璃眼
亚洲璃眼蜱（4）
亚洲璃眼蜱（807）
和血红扇头蜱（210）
蜱和血红扇头蜱（270）
小亚璃眼蜱
小亚璃眼蜱和图兰扇头
0
0
和图兰扇头蜱（39）
蜱（115）
小亚璃眼蜱、血红扇头
血红扇头蜱（15）
0
0
蜱和图兰扇头蜱（108）
亚洲璃眼蜱
亚洲璃眼蜱、小亚璃眼
0
0
和小亚璃眼蜱（78）
蜱和图兰扇头蜱（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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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分布范围广，生活史复杂，且具有生活习性多样
性等特点，因此蜱虫的有效防治相对困难 [25]。目前，

2020[J]. Microorganisms，2021，9（8）：1630.
[8]

cause[J]. America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sciences，

当地控制蜱虫的方法大多为化学杀虫剂法。但杀虫
剂的反复多次使用易导致蜱虫对一些药物出现抗药
性，长期使用杀虫剂也可能会出现药物残留和环境
污染等问题 [26]。而人工摘除往往很难将蜱虫完整

HIRSCHMANN J V. The discovery of Q fever and its
2019，358（1）：3-10.

[9]

李宛青，韩联合 . 蜱虫简介 [J]. 生物学教学，2011，
36（3）：69-70.

[10] 王振宝，吾仁其米克，巴音查汗 . 硬蜱生物学特性研
究概况 [J]. 草食家畜，2008（2）：11-14.

拔出，对牲畜皮肤后期的愈合有影响，也无法避免

[11] OGDEN N H，LINDSAY L R. Effects of climate and

在被叮咬的牲畜体内残留一定的病原体 [27]，可能

climate change on vectors and vector-borne diseases：

会给当地养殖业的发展带来潜在的危害。因此，需
要新的策略来控制蜱虫传播。抗蜱疫苗可能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一种有应用前景和可持续的替代方法，
值得在未来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4

[28-33]

。

结论
新疆鄯善县 3—5 月期间流行的优势蜱种为亚

洲璃眼蜱，而随气温升高，蜱虫种类及羊带蜱率逐
渐增加，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建议当地自 3 月开始
加强蜱虫的消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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