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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鼠巴贝西虫感染致宿主血小板
活化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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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BALB/c 小鼠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外周血中血小板活化情况及其与红细胞染虫率的关系。方法

利用田鼠巴贝西虫红细胞染虫率为 30%的种鼠抗凝血经腹腔注射感染 BALB/c 小鼠，感染后第 1 天开始采集 BALB/c

小鼠外周抗凝血，利用流式细胞术分别以白细胞分化抗原 CD61（整合蛋白β3）和 CD62P（P 选择素）抗体标记，检测

血小板和活化血小板数量；同时利用吉姆萨染色检测红细胞染虫率。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分析血小板活化率与
红细胞染虫率的相关性。结果

BALB/c 小鼠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第 2 天其外周血中血小板的活化率开始升高，第

3 天最高，达（15.50±0.17）%，第 4 天开始下降，但无明显规律性；BALB/c 小鼠在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外周血中红细

胞染虫率逐渐升高，第 8 天最高，达（63.10±3.43）%，之后逐渐下降。血小板活化率与红细胞染虫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768）。结论

田鼠巴贝西虫感染可引起宿主外周血中血小板的活化率升高，但与红细胞染虫率无

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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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parasitemia in peripheral blood of mice
infected by Babesia microti. Methods BALB/c mice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oculated with B. microti infected blood,
which was collected，heparinized, and diluted with sterile saline to achieve a 30% RBC parasitic infection rate. Following
the infection，anti ⁃ coagulated peripheral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the mice at each day. The blood was stained with anti ⁃
CD61 and anti ⁃ CD62P antibodies, and then used to analyze the activation of platelet with flow cytometry. Furthermore, the
percentage of parasitized red blood cells was determined via Giemsa ⁃ stained thin blood films. Finall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of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parasitemia.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platelet
activation started to increase on the second day post infection, reached the peak on the third day［（15.50 ± 0.17）%］, and
declined from the fourth day, but was absence of obvious regularities. The percentage of parasitized red blood cells
gradually ascended post infection and reached the peak at the eighth day［（63.10 ± 3.43）%］, and then declined.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parasitized red blood cells,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P＞0.05）. Conclusion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can be induced by
B. microti infection, 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arasit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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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西虫病是由寄生于宿主红细胞内的巴贝西
虫（Babesia）引起的血液性寄生虫病，
主要通过硬蜱在
［1］

人和动物间传播 ，
可致患者出现溶血性贫血、
器官衰
竭甚至死亡，
成为世界性的人类新发寄生虫病而倍受
关注和重视［2-3］。田鼠巴贝西虫（B. microti）为引起人
巴贝西虫病的主要病原体，目前，巴贝西虫病分布范
［4-7］

围较广，
在美洲、
欧洲和亚洲均有病例报道

。

血小板是参与凝血过程的重要调节因子，活化
的血小板除参与凝血外，在感染性疾病的免疫调节
和炎症反应中也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关于血小

［8-9］

板活化在寄生虫致病及寄生虫病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显著增多

［10-12］

。 文 献 报 道 ，宿 主 感 染 疟 原 虫

（Plasmodium）后 24 h 内血小板即可活化；活化后的

血小板可诱导机体产生急性期反应蛋白，如血清淀
粉蛋白-P、C 反应蛋白等；急性反应蛋白与染虫红细
胞结合后可减少宿主体内的虫荷

。此外，在感染

［13］

疟原虫的脑型疟小鼠模型中，红细胞染虫率随血小
板活化率的升高而升高

。虽有研究发现，犬感染

［14］

［15］

罗氏巴贝西虫（B. rossi）后血小板活化率明显升高 ，
但田鼠巴贝西虫感染宿主后血小板的活化及其与红
细胞染虫率的关系研究较少。血小板活化后各种颗
粒内容物和特异膜蛋白被释放至血浆中或表达在血
小板膜表面。血小板膜表面有多种糖蛋白，主要包
括溶酶体膜蛋白（如 CD63）和血小板颗粒膜糖蛋白

（如 CD62P）。CD62P 也称为颗粒膜蛋白、P 选择素

和血小板活化依赖性颗粒外膜蛋白，是目前已知最
能直观地反映血小板活化程度的特异指标之一，被
认为是检测活化血小板标志物的金标准［16-17］。本研
究利用流式细胞术以 CD62P 抗体检测田鼠巴贝西

虫感染宿主后血小板的活化率，利用吉姆萨染色检
测田鼠巴贝西虫感染后宿主红细胞的染虫率，研究
两者间的相关性，为探讨血小板活化在田鼠巴贝西
虫致病中的作用奠定基础。
1
1.1

田鼠巴贝西虫（ATCC PRA-99 ）由中
TM

BALB/c 小鼠和体质量 18～20 g 的雌性 NOD/SCID 小

鼠均购自北京华阜康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饲养
于徐州医科大学 SPF 级实验动物中心。
试剂和仪器

吉姆萨染液购自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标记的小鼠
CD62P 抗体、藻红蛋白（PE）标记的小鼠 CD61 抗体

均为美国 BD 公司产品；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产品。FACSCantoTMⅡ型流式细胞仪为美国 BD 公司
产品。

周龄的雌性 BALB/c 小鼠随机平均分成 2 组；根据文
献［18］，将田鼠巴贝西虫红细胞染虫率为 60%的感
染种鼠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血与 0.9%氯化钠

溶液按 1∶3 比例混合后，腹腔接种实验组小鼠；对照
组注射等量 0.9%氯化钠溶液。自感染后第 1 天开

始，
每天采集实验组（3 只/d）和对照组（3 只/d）BALB/c
小鼠尾静脉血，
制作血涂片，
用于检查外周血红细胞
的染虫率；
采集 BALB/c 小鼠眼眶血于含 4%枸橼酸钠

的1.5 ml EP管中，
充分混匀后立即置流式细胞仪检测。
1.3.2 活化血小板的标记与检测 分别取实验组和

对照组小鼠抗凝全血（20 μl/只），
加入 2 μl CD61-PE

抗体，4 μl CD62P-FITC 抗体；4 ℃避光染色 30 min；
PBS 溶液洗涤后，于 4 ℃ 600 × g 离心 5 min，重悬于

1 ml PBS 溶液中。处理好的样品在 30 min 内置流式
细胞仪检测。

1.3.3 红细胞染虫率的检测 将1.3.1制备的血涂片，
用甲醇固定晾干后，用 10%吉姆萨染液染色 15 min，
置油镜下观察正常红细胞和染虫红细胞数量；观察
的每只小鼠红细胞总数＞500 个。
1.4

红细胞染虫率＝染虫红细胞数/红细胞总数×100%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数据间
的比较采用 t 检验，相关性分析使用 Pearson 相关性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活化血小板的确定

从 FSC ⁃ SCC 散点图中圈

出血小板群 P1（图 1A），从 P1 中圈出 CD61 阳性血小

板 P2（图 1B），再从 P2 中圈出 CD62P 阳性血小板 P3
为活化血小板（图 1C、D），血小板活化率为 P3 占 P2
2.2

国 CDC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提供；4～6 周龄雌性

1.2

1.3.1 田鼠巴贝西虫感染动物的制备 将 60 只 4～6

的百分比。

材料与方法
材料

1.3 方法

活化血小板的动态变化

BALB/c 小鼠感染田

鼠巴贝西虫后，其外周血中血小板的活化率高于对
照组；且在感染后第 3 天达到最高值，为（15.50 ±

0.17）%，第 4 天开始下降，至第 6 天恢复至感染前水

平，随后出现波动式变化（图 2）；而对照组小鼠血小
板活化率始终维持在（4.30±0.20）%。
2.3

红细胞染虫率的动态变化

BALB/c 小鼠感染

田鼠巴贝西虫后，第 1 天即可在外周血中检测到虫

体，且红细胞染虫率随时间延长逐渐升高，
在感染后
第 8 天达到最高值，为（63.10 ± 3.43）%；第 9 天开始
逐渐下降，见图 3。
2.4

血小板活化率与红细胞染虫率的相关性

将

血小板活化率与红细胞染虫率进行 Pearson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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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FSC-SCC 散点图；B. CD61 阳性细胞散点图；C. 对照组 CD62P 阳性细胞散点图；D. 感染田鼠巴贝西虫 3 d 后 CD62P 阳性细胞散点图

Figure 1

图 1 活化血小板流式细胞术检测
Activated platelet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注：*. 与第 0 天比较，P＜0.05；血小板活化率为 x±s，
n＝3

图2

BALB/c 小鼠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的血小板活化率
Figure 2 Platelet activation of mouse infected
by Babesia microti

分析发现，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0.101，P＝
0.768）。
3

讨 论
巴贝西虫病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人兽共

患病，
近年来在我国的病例报道逐渐增加，
引起广泛

注：*. 与第 1 天比较，P＜0.05；红细胞染虫率为 x±s，
n＝3

图 3 小鼠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的红细胞染虫率
Figure 3 The percentage of parasitized red blood cells
derived from Babesia microti infected mice

究表明，血小板活化在恶性疟原虫（P. falciparum）所
致脑型疟致病中起重要作用［20］。因此，本研究利用
流式细胞术对田鼠巴贝西虫感染小鼠外周血中血小
板活化情况进行动态追踪，并初步探讨其与外周血
红细胞染虫率的关系，以期发现血小板活化在巴贝
西虫病致病过程中的作用。

重视 。对田鼠巴贝西虫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

血小板活化可以引起恶性疟原虫感染红细胞黏

展，但对于其入侵红细胞机制及感染后宿主免疫反

附，使血流变慢，促进凝血，从而易于虫体侵入其他

［19］

应研究甚少。巴贝西虫和疟原虫均为红细胞内寄生
原虫，可引起宿主相似的免疫反应和临床症状。研

正常红细胞［21-22］。此外，在小鼠脑型疟感染后 24 h

内使用血小板抑制剂可有效降低小鼠的红细胞染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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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从而提高其存活率［14］。本研究结果表明，
BALB/c
小鼠在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的第 3 天，血小板活化

率最高，之后开始下降，第 6、7 天血小板活化率与对
照组无明显差异，且出现波动变化，规律性不明显。

［10］

键时期，若在该时期有效地阻止血小板活化可能会

［11］

提示田鼠巴贝西虫感染后前 3 d 为血小板活化的关

阻止虫体进一步入侵正常红细胞，从而降低红细胞
染虫率，
减轻感染程度。

［12］

后红细胞染虫率逐渐升高，在第 8 天达到最高值，之

［13］

染后前 3 d 血小板活化率和红细胞染虫率均呈上升

［14］

本研究发现，BALB/c 小鼠在感染田鼠巴贝西虫

后开始逐渐下降，与其他文献报道一致［23］。虽然感

趋势，但血小板活化率与红细胞染虫率的变化无明
显相关性，
可能与血液循环中活化血小板半衰期短，
清除加速，超过其产生速度以及免疫应答造成的血

［15］

小板破坏而导致血小板减少有关［24-25］。感染疟原虫
的患者红细胞染虫率与大多数血液学参数具有相关

［16］

性，包括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
小板等［26］。因此，红细胞染虫率的变化可能与机体
复杂的免疫应答机制有关，并非血小板活化单一作
用的结果。

［17］

本研究对小鼠感染田鼠巴贝西虫后血小板活化情
况发现及其与红细胞染虫率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初步研

［18］

究，
为研究田鼠巴贝西虫的致病机制开拓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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