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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市艾丁湖镇春季牛体表蜱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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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春季新疆吐鲁番市牛体表蜱寄生情况以及蜱种类和优势种群，选取艾丁湖镇牛养殖规模较大的

5 个村为试验点，采集牛体表吸血蜱虫，采用形态学鉴定方法进行蜱种属鉴定，采用 SPSS 26.0 软件统计分析蜱
种优势度及感染情况。结果显示 ：在 100 头牛体表共采集吸血蜱虫 1 362 只，经形态学鉴定，均为硬蜱科璃眼
蜱属的亚洲璃眼蜱和小亚璃眼蜱。小亚璃眼蜱数量居多，占 58.81%（801/1 362）；蜱分布范围广，在每个村均
有分布。大庄子村分布的蜱虫数量最多，占 30.03%（409/1 362）；西热木村最少，占 8.44%（115/1 362）。小亚
璃眼蜱在琼库勒村的相对优势度（Dr）最高，为 68.92%（173/251），在花园村最低，为 47.27%（191/404）；亚

洲璃眼蜱在花园村的 Dr 最高，为 57.27%（213/404），在琼库勒村最低，为 31.08%（78/251）；小亚璃眼蜱在大
庄子村的蜱指数（Im）最高，为 12.75，而亚洲璃眼蜱在花园村最高，为 10.65。运用 SPSS 26.0 软件对不同试

验点两蜱种的 Dr 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小亚璃眼蜱在各试验点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亚洲璃眼蜱存
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结果表明 ：该地区春季主要流行小亚璃眼蜱和亚洲璃眼蜱，且分布广泛，牛体表蜱
感染较为严重。因此，春季应针对性加强璃眼蜱的驱虫工作，以降低人畜感染相关虫媒病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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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cattle ticks，the species and dominant ticks in springs in Turpan

City，Xinjiang，cattle ticks were collected from 5 villages with large scale of cattle breeding in Aidingkol Township
to identify the species of ticks by a morphological identiﬁcation method，and to analyze the species dominance and the
status of infection by SPSS 26.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362 tick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ody surface of
100 cattle，all of which were Hyalomma asiaticum（H. asiaticum）and Hyalomma anatolicum（H. anatolicum）as
identiﬁed by morphology，and H. anatolicum accounted for 58.81%（801/1 362）. The ticks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each village，especially Dazhuangzi Village，accounting for 30.03%（409/1 362），while Xiremu Village accounting
for 8.44%（115/1 362）. The degree of relative dominance（Dr）of H. anatolicum was highest in Qiongkule Village

（68.92%，173/251），and lowest in Huayuan Village（47.27%，191/404），that of H. asiaticum was highest（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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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04）in Huayuan Village and lowest（31.08%，78/251）in Qiongkule Village. The tick index（Im）
of H. anatolicum was highest in Dazhuangzi Village（12.75），while that of H. asiaticum was highest in Huayuan

Village（10.65）. SPSS 26.0 software was used to carry out a Chi-square test for the Dr of the two kinds of ticks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sites. It was found that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P ＞ 0.05）was observed in H. anatolicum
in all sites，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H. asiaticum（P ＜ 0.05）. In conclusion，H. asiaticum and H. anatolicum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springs in the region，with serious level of infection. It was thu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deworm H. asiaticum in springs to reduce potential risk of tick-borne pathogens in human and animals.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on tick species ；morphological identiﬁcation ；Ixodes ；Hyalomma asiaticum ；Turpan City

蜱是寄生于人以及多种脊椎动物体表吸血的
[1]

一种节肢动物 。 全 世 界 记 录 的 蜱 类 已 有 18 属
[2]

[3]

907 种 ，其中硬蜱科 700 多种 。我国蜱分布范
[4]

然而，该地区的大陆性干旱气候以及牛、羊等家畜饲
养规模较大等，为璃眼蜱的孳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
宿主。蜱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性，主要集中在温

[5]

暖季节 [18]，且不同蜱种携带的病原也不同 [19]。因此，

统计新疆地区蜱类共有 2 科 9 属 45 种。寄生于牛

掌握当地蜱的种类、优势度及牛体表感染强度，有

羊体表吸血的硬蜱主要是璃眼蜱属（Hyalomma），

利于针对性开展蜱及虫媒病的防治，对保护家畜和

其包括 3 个亚属 27 个种，其中 9 种在我国已有记

当地居民健康有重要意义，为此 2022 年在当地温

围较广 ，其中新疆是其主要分布地区。于心等

[6]

载 。蜱的生活史为不完全变态，包括卵、幼蜱、
[7]

暖季节搜集牛体表寄生的蜱进行了蜱种调查。

若蜱、成蜱 4 个时期 。硬蜱吸血不仅对家畜体表

1

造成损伤，还可将携带的多种病原体传播给家畜，

1.1

[7]

材料与方法
蜱虫采集

对人类健康及畜牧业发展带来危害 。蜱携带的病

2022 年 3—4 月，以蹲点方式从吐鲁番市艾丁

原有细菌、病毒、原虫、立克次氏体、螺旋体、埃

湖镇选取养殖规模较大的西热木村、琼库勒村、花

立克体等
合征

[8-10]

。这些病原会引发热性血小板减少综

[11]

出血热

园村、大庄子村和也木什村农户圈养的 100 头牛（每

、森林脑炎

[12]

、莱姆病、克里米亚 - 刚果

村随机选择 20 头），采集牛胸腹、四肢、腋下、

[13]

以及环形泰勒虫病等人兽共患

腹股沟、肛门等部位寄生的蜱，并记录采集时间和

、Q 热

[14]

病。其中通过蜱传播的牛环形泰勒虫病在新疆吐鲁
[15]

地点。将采集的蜱装在干净、带有通气孔的瓶子内。

于 2008—2009 年在吐鲁

为保持收集管适宜的温度、湿度，将管内放入折叠

番兽医站工作期间诊疗了 153 头病牛，发现牛群的

好的湿滤纸条。将采集的蜱逐一编号，带回新疆农

泰勒虫感染率为 30%。

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寄生虫实验室，在恒温恒湿的

番市较为常见。李保健

新疆吐鲁番市艾丁湖镇位于吐鲁番盆地西南
部 15 km 处，自然环境多样，夏天炎热，冬天寒
冷，全年降雨量为 16.6 mm，最高气温可达 47.7 ℃，

阴暗环境中保存备用。
1.2

蜱虫鉴定
参考《新疆蜱类志》[5] 和《蜱类学》[20] 中描

3、4 月 平 均 气 温 分 别 为 22、29 ℃， 最 高 可 达

述的不同蜱虫形态进行形态学鉴定，确定蜱虫种类。

到 39 ℃。艾丁湖镇是新疆地区农牧经济结合共同

用蒸馏水清洗所采集的蜱，然后观察蜱的特征结构。

发展的农牧业镇，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而其畜牧

首先通过观察蜱的盾板是否覆盖整个背面来判断蜱

业又以牛羊饲养为主，有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

[16]

。

的性别，再通过体式显微镜（Leica，M205A 型，

2005 年艾丁湖镇被确定为新疆吐鲁番牧业发展园

德国）观察蜱的盾板大小、形态，以及有无花纹，

区，是吐鲁番市最大的牛羊育肥基地，其中西热木

气门板大小和形状，假头基和肛侧板形态，肛沟位

村养殖规模最大，其次是花园村和琼库勒村

[17]

。

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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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1.3

而亚洲璃眼蜱在不同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为确定当地优势蜱种，将形态学鉴定结果录

0.05）。小亚璃眼蜱和亚洲璃眼蜱在每个村均有分

入 Excel 软件。按照公式（1）和（2）分别计算蜱

布，但各种蜱的分布略有不同，小亚璃眼蜱在大庄

[21]

相对优势度（Dr）和蜱指数（Im） ，运用统计

子村最多，占 31.84%（255/801）；亚洲璃眼蜱在

学 SPSS 26.0 软件进行卡方检验分析其差异性，

花园村最多，占 37.97%（213/561）；两种蜱均在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西热木村最少，占比分别为 7.86% 和 9.27%。

Dr = 牛体表寄生的某种蜱总数 / 牛体表寄生的蜱总
数 ×100%

（1）

统计发现，各村的 Im 为 5.75~20.45，平均为
13.62，其中小亚璃眼蜱 Im 平均为 8.01，亚洲璃眼

Im = 牛体表寄生的某种蜱总数 / 被检牛总数 （2）

蜱平均为 5.61。小亚璃眼蜱在琼库勒村的 Dr 最高，

2

结果与分析

为 68.92%（173/251），在花园村最少，为 47.28%

感染情况

（191/404）； 亚 洲 璃 眼 蜱 在 花 园 村 的 Dr 最 高，

2.1

2022 年 3—4 月从吐鲁番市艾丁湖镇农户圈

为 57. 72%（213/404）， 而 在 琼 库 勒 村 最 少， 为

养的 100 头牛体表，共采集吸血蜱虫 1 362 只，其

31.08%（78/251）。小亚璃眼蜱在大庄子村的 Im

中 3 月 559 只、4 月 803 只，说明随气温升高，寄

最高，为 12.75；而亚洲璃眼蜱在花园村的 Im 最高，

生 的 蜱 虫 数 量 逐 渐 增 多。 蜱 寄 生 数 量 统 计 结

为 10.65。

果 （表 1）显 示： 大 庄 子 村（409 只，30.03%）

表2

和 花 园 村（404 只，29.66%）采集的蜱虫数量较

采集地点

多，牛体表感 染 较 严 重， 其 次 是 琼 库 勒 村（251
只，18.43%）和也木什村（183 只，13.44%），而
西热木村（115 只，8.44%）最少；雄蜱居多，占
63.95%（871/1 362）。
表1

2022 年 3—4 月牛体表寄生蜱感染情况

总蜱数 / 只 占比 /%

地点

不同月份数量 / 只

吐鲁番市艾丁湖镇不同村庄蜱种鉴定情况
小亚璃眼蜱

亚洲璃眼蜱

数量 / 只

占比 /%

数量 / 只

占比 /%

大庄子村

255

31.84

154

27.45

花园村

191

23.84

213

37.97

琼库勒村

173

21.60

78

13.90

也木什村

119

14.86

64

11.41

西热木村

63

7.86

52

9.27

801

100

561

100

总

计

3

讨论

不同性别 / 只

3月

4月

雌蜱

雄蜱

大庄子村

409

30.03

184

225

129

280

花园村

404

29.66

150

254

173

231

琼库勒村

251

18.43

97

154

76

175

节肢动物，可传播多种人兽共患病病原，危害较

也木什村

183

13.44

81

102

64

119

大 [22]。目前国内已发现的蜱类有 11 属 110 多种，

西热木村

115

8.44

47

68

49

66

100

559

803

491

871

其中硬蜱科 104 种 [23-24]，分布于全国各地。蜱传播

总

2.2

计

1 362

种类鉴定
形态学鉴定及统计分析结果（表 2~3）显示：

采集的 1 362 只蜱全部隶属于硬蜱科璃眼蜱属，其

蜱是寄生于动物体表吸取血液以维持生命的

的疫病种类与蜱种有一定关系，如璃眼蜱主要传播
家畜梨形虫 [25]。蜱的生态分布和数量直接影响蜱
传病的发生和流行 [26]。因此掌握当地的蜱种分布
有利于防控虫媒病。

中 801 只为小亚璃眼蜱，Dr 为 58.81%，561 只为

目前，鉴定璃眼蜱的主要依据是形态学 [27]。

亚洲璃眼蜱，Dr 为 41.19%，说明小亚璃眼蜱为当

本调查采集吐鲁番艾丁湖镇牛体表蜱虫进行形态学

地优势蜱种。对上述蜱种的 Dr 进行卡方检验发现，

鉴定并统计蜱虫种类，发现采集到的蜱均为硬蜱科

小亚璃眼蜱在不同村之间无显著差异（P ＞ 0.05），

璃眼蜱属的小亚璃眼蜱和亚洲璃眼蜱，优势蜱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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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点

不同村牛体表寄生蜱的 Dr 及 Im 统计结果

小亚璃眼蜱

亚洲璃眼蜱

汇总

数量 / 只

Dr/%

Im

数量 / 只

Dr/%

Im

数量 / 只

Im

大庄子村

255

62.35

12.75

154

37.65

7.70

409

20.45

花园村

191

47.28

9.55

213

52.72

10.65

404

20.20

琼库勒村

173

68.92

8.65

78

31.08

3.90

251

12.55

也木什村

119

65.03

5.95

64

34.97

3.20

183

9.15

西热木村

63

54.78

3.15

52

45.22

2.60

115

5.75

801

58.81

8.01

561

41.19

5.61

1 362

13.62

总计 / 平均

小亚璃眼蜱。该结果与 2005 年 4 月阿布力克木·阿
不都热西提等

[28]

在吐鲁番艾丁湖盐碱地荒漠开展

略外，天敌防控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驱虫手段。据
Dreyer 等 [33] 报道，在蜱虫较多地区平均有 69% 的
蜱被鸡捕食，所以可以考虑通过此方法来减少蜱虫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蜱的分布活动和繁殖速度受温度、湿度、地

数量。未来，使用疫苗来控制蜱虫将是有效策略之

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影响 [29]。吐鲁番 3 月的日均最

一，因为抗蜱疫苗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能针对性

低温度为 3 ℃，最高为 17 ℃；4 月的日均最低温

杀灭特异性蜱虫的优点 [34]，有利于保障人类身体

度为 12 ℃，最高为 26 ℃。随着气温升高，牛体表

健康以及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35]。

寄生的蜱虫数量逐渐增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从 4

4

月份开始，当地的温度、湿度、畜舍环境等适合璃
眼蜱完成其正常的生命周期。不同蜱种在不同村庄
的分布及感染强度不一样，这可能与当地的牛饲养

结论
对新疆吐鲁番市艾丁湖镇进行蜱种调查发现，

该镇春季存在小亚璃眼蜱和亚洲璃眼蜱流行，且分
布广泛，牛体表蜱感染较为严重，因此应加强春季

方式、圈舍构造、周边环境及牧民驱蜱知识掌握程

的蜱虫驱虫工作。

度等因素有关。如果养殖户采用放牧和圈养结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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