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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类基础生物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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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蜱类作为重要的媒介生物可传播多种人畜共患病原体，且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有新的病原体出现，其危害
性备受关注。而蜱类基础生物学研究远落后于昆虫研究。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其他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在
传统蜱类研究基础上，蜱类分类与系统学、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以及蜱类生理生化等基础生物学研究发展迅速，对
蜱及蜱媒疾病的综合防控有重要指导意义。该文针对近年来蜱类基础生物学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后续开
展系统的蜱及蜱传疾病综合防控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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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mportant vectors, ticks can transmit a great variety of zoonotic pathogens, and their harmful effects have long
been awarded with new pathogens emerging occasionally. However, researches of fundamental biology of ticks have been
obviously lagged behind that of insec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other inter ⁃ discipline
techniques, studies on tick taxonomy and systematic, biology and ecology as well as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which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egrated control of ticks and tick⁃borne disease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ndamental biology of ticks in recent year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basic knowledge on
subsequent integrated control of ticks and tick⁃bor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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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是重要的媒介生物，呈世界性广泛分布，宿主多样，可

入。现就近年来蜱类基础生物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寄生于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等多种动物，其叮咬宿

后续蜱及蜱媒疾病的综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主吸血并使宿主产生多种免疫反应，同时传播多种病原体而

1

导致疾病［1］。蜱类传播的病原体包括病毒（如森林脑炎病毒

蜱的分类鉴定与系统学研究

和汉坦病毒）、立克次体（如贝氏柯克斯体和北亚蜱媒斑疹热

蜱的传统分类鉴定主要依据其基本外部形态特征，集中

立克次体）、细菌（如土拉弗朗西斯菌和布鲁氏菌）、螺旋体

在肉眼观察和光镜水平的宏观形态差异分析。随着电镜技

（如伯氏疏螺旋体）、原虫（如巴贝西虫和泰勒虫）及毒素（如

术及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精细形态特征及分

蜱传麻痹症）等，为节肢动物中传播病原体种类最多的媒介

子标记有效提升了分类水平。如青海血蜱（Haemaphysalis

节肢动物，
对人类健康、
畜牧业生产及野生动物危害极大［2］。

qinghaiensis）、
西藏血蜱（H. tibetensis）和麻点璃眼蜱（Hyalomma

一直以来，蜱类研究落后于昆虫。近年来，随着新发蜱

rufipes）的扫描电镜观察有效补充了其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形

媒病原体的出现，尤其蜱叮人致死事件的不断发生，蜱类研

态特征［4-6］。长角血蜱（H. longcornis）孤雌生殖和两性生殖种

究备受关注，有关蜱的分类鉴定、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研究
逐渐增多 。随着分子生物学及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传
［3］

统蜱类研究基础上，蜱类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研究逐渐深

群的扫描电镜观察及 16S rDNA 序列分析进一步明确了 2 个

生殖种群的相互关系［7］。为深入了解血红扇头蜱（Rhipicephalus
sanguineus）和嗜驼璃眼蜱（Hy. dromedarii）对立克次体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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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Abdullah 等［8］分别对其进行了光镜和扫描电镜观察，并

长期吸血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免疫适应机制，其唾液腺、血

细胞色素 C 氧化酶亚基Ⅰ（COⅠ）和 16S rDNA 的序列特征。

细菌感染等维持蜱正常生理代谢的功能物质。随着生物学

分析了其 18S rDNA、第二内部转录间隔（IST2）、12S rDNA、

淋巴和中肠等组织与器官含有多种免疫调节、抗凝血及抵御

近年来，随着细胞及分子水平的研究，对蜱类系统与进化

技术的迅速发展，该领域已经逐渐成为当前蜱类研究的热

关系了解更为深入，进而使较多类群的分类地位及系统进

点。蜱类功能物质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蜱类生物学基础知识，

化关系发生改变 ，且随着分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调查不

为蜱及蜱媒疾病综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且为新型药物开发

断深入，有关蜱种记录也逐渐增加，如新纪录种方形血蜱

提供了新思路［29］。

［9］

（H. quadriaculeata）［10］、飞鼠硬蜱（Ixodes apronophorus ）、帕
氏硬蜱（I. pavlovskyi）和前额硬蜱（I. frontalis）等［11］。

2

3.2.1

蜱类免疫调节分子

蜱在吸血过程中通过唾液向宿

主体内注入具有免疫调控功能的蛋白分子，以抵抗因叮咬引
起的宿主免疫反应，其中唾液腺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从

蜱类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

蜱的唾液腺中分离到较多免疫调控因子。Yu 等［30］首次从亚

蜱类生境多样及其与宿主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蜱类的
季节发生动态，共同影响蜱媒疾病的时空变动规律 。实验
［3］

室条件下的生活史研究为深入了解自然条件下蜱的生长发
育 规 律 奠 定 基 础 ，如 西 藏 血 蜱［12］、原 始 花 蜱（Amblyomma
integrum）［13］、马 耳 革 蜱（Dermacentor nitens）［14］、全 沟 硬 蜱

洲璃眼蜱（Hy. asiaticum）唾液腺分离纯化出一种具有 B 细胞

抑制活性的蛋白分子，命名为 B 细胞抑制因子；具环牛蜱

（Boophilus annulatus）cDNA 文库中克隆到一种免疫原蛋白

的全长 cDNA 片段（Ba05），并证实在唾液腺中存在蛋白异
构体［31］。在蜱血淋巴和唾液腺中还有一种免疫球蛋白结合

（I. persulcatus）［15］、麦 氏 耳 蜱（Otobius megnini）［16］及 巨 型

蛋白，可以与进入蜱血淋巴中的宿主免疫球蛋白结合，从而

诺 蜱（Nosomma monstrosum）［17］等有效补充了蜱类实验室条

避免宿主免疫球蛋白对蜱内部器官的损害［32］。从微小扇头

件下的生活史资料。自然条件下的生物学特性结合季节发

蜱〔Rh.（Boophilus）microplus〕鉴定出的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

生动态可更加直接地反映蜱类发育动态，如长角血蜱

剂，有助于吸血过程中蜱唾液腺分子的免疫识别作用［33］。从

、

［18-19］

森 林 革 蜱（D. silvarum）

和嗜群血蜱（H. concinna）

等

长角血蜱中肠和表皮细胞分离的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对

在不同地理分布区域内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研究，为深入

脊椎动物炎症反应、肿瘤生长和血管发生等均有作用［34］。随

了解蜱媒疾病的流行规律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为蜱及蜱媒疾

着蛋白质组和转录组学方法的介入，将会有更多的功能蛋白

病的综合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被分离纯化［35］。

［20-21］

3

［22-23］

3.2.2

蜱类生理生化研究

3.1

蜱类生理学研究

蜱类抗凝血因子

蜱为持续吸血及传播病原体，必须

克服宿主的凝血反应，其通过分泌具有抗凝血作用的功能分

蜱类具有极强的繁殖力，研究蜱类

生殖特点并揭示其大量产卵的规律，对于制定综合防控措施
有重要意义。卵巢是雌性生殖系统的主要结构，位于直肠囊
后部和肠侧枝腹面，弯曲呈“U”形，卵巢上皮密布大量卵母
细胞，卵母细胞发育具有同时性和异步性，处于不同发育阶
段的卵母细胞通过多细胞结构的柄与卵巢上皮连接［1］。卵

子实现［36］。有关蜱类抗凝血因子报道较多，在希伯来花蜱血
淋巴中鉴定的凝血酶抑制剂 Amblin，通过与凝血酶活性位点

N 端结合而发挥作用［37］，而肩突硬蜱（I. scapularis）抗凝因子

Salp14 在唾液腺中表达分泌［38］。从长角血蜱中肠分离的 3 个

丝氨酸蛋白酶基因（HlSP、HlSP2 和 HlSP3）的蛋白序列与分
离自其他节肢动物的蛋白具有部分同源性，在蜱类血餐消化

黄发生是卵巢发育成熟的关键，由激素调控，但其调控机制

吸收中具有重要作用［39］。近年来，抗凝血分子不断增多，其

还不明确。已有研究表明，蜕皮激素可能调节蜱类的卵黄发

作用机制也十分复杂，可直接抑制凝血过程或通过抑制血小

生

板聚集或致聚剂活性而间接发挥作用，促进了抗凝血药物的

，如 20-E 能刺激希伯来花蜱（A. hebraeum）、长角血蜱和

［24］

变异革蜱（D. variabilis）卵黄原蛋白的合成，但保幼激素的作
用 还 存 在 争 议 ，如 保 幼 激 素 能 够 刺 激 非 洲 钝 缘 蜱
（Ornithodoros moubata）卵黄发生，但对希伯来花蜱和长角血
蜱血淋巴卵黄原蛋白含量无明显影响［25-26］。因此，要阐明激
素如何调节控制卵黄发生的过程，尚有大量问题和空白点亟

研究及对血液凝固机制的认识［40］。
3.2.3

蜱类抗微生物因子

抗微生物物质在脊椎动物和无

脊椎动物中广泛存在，也包括蜱类。从全沟硬蜱中肠分离的

抗 菌 肽 Persulcatusin，抑 制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生长［41］；分离自微小扇头蜱血细胞中的抗菌肽抑制藤

黄微球菌（Micrococcus luteus）和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

待解决。
蜱类脂肪体在蜱类生殖、卵黄原蛋白合成与分泌过程中
有重要作用，包括中心脂肪体和外周脂肪体。Denardi 等

的生长［42］；从森林革蜱鉴定的防御素可抑制革兰阳性金黄色

［27］

葡萄球菌、革兰阴性大肠埃希菌和真菌生长［43］；从中华硬蜱

研究部分饱血卡耶花蜱（A. cajennense）雌蜱的脂肪体形态结

（I. sinensis）分离出一种特异的抗菌肽抑制大肠埃希菌、金黄

构，表明卡耶花蜱脂肪体呈弥散状，位于体壁下方和器官周

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Canidia albicans）的生长［44］；在嗜

围，因此，建议将蜱类外周脂肪体重新定义为体壁脂肪体，而

驼璃眼蜱血淋巴中提取的抗菌多肽，对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

中心脂肪体则修改为内脏脂肪体。脂肪体细胞中存在大量

葡萄球菌均有较强的抗菌活性，且该分子参与蜱的先天非特

的脂类和碳水化合物，仅存在少量蛋白，表明脂肪体的主要

异性免疫，
在抵抗外界感染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45］。

作用是储存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并将其转化为能量，而不能合

4

成卵黄蛋白［27-28］。
3.2

蜱类功能分子研究

蜱是专性吸血的外寄生动物，在

蜱类防控
蜱类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传播媒介。许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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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体不仅能在蜱体内发育，而且能够经期或经卵传播，甚至
在其体内长期存在并保持感染力，从而使蜱成为许多病原体
重要的贮存媒介。蜱具有极强的繁殖力和耐饥力，极少的天
敌和捕食者，广泛的宿主和复杂的生境分布为其防治带来极
大困难

。化学杀虫剂仍是目前最主要且行之有效的防治

［46］

手段，但化学杀虫剂的使用也存在很多问题，蜱类对化学药
品的抗性和造成的药物残留及环境污染已成为普遍关注的
问题［47］。生物防治原则上比较理想，目前国内外已在蜱类生
物防治中尝试利用可侵染蜱类的病毒［48］、细菌［49］、真菌［50-51］
和病原线虫［52］、拟寄生物（如寄生蜂等）及禽类等对其进行防
治，但仍处于初步阶段，其功效在生产、应用和稳定性方面有
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疫苗为蜱类防制带来了新希望，其可行性已在微小扇头
蜱的防制中得以验证，其具有高效、环保和不产生抗药性的
特点，而蜱类保护性抗原鉴定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步骤

。

［53］

目前，针对蜱类防制尚无任何单一、理想的解决办法，应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在充分了解蜱的宿主、生活史和季节分布的
基础上，
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防制。

5

展

望

综上所述，蜱类基础生物学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就，但
蜱类作为病原体的重要传播媒介，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不断
有新发蜱媒病原体出现，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越来越受重视。
因此，应加强对蜱类自然条件下的发生动态研究，以期为后
续蜱及蜱媒疾病的综合防控开拓新思路；同时蜱类生理生化
及分子生物学相关研究逐渐深入，将为蜱及蜱媒疾病的防控
提供新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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