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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分析不同环境因子对我国全沟硬蜱分布的影响，预测我国全沟硬蜱未来适生区。方法
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

外公开发表文献，提取我国已知全沟硬蜱分布点信息。采用刀切法评价年均温、月均温范围、等温性、年均温变化范围、
最暖季度平均温度、最冷季度平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降水的季节性、最暖季度降水量、最冷季度降水量、海拔、坡度、坡
向和植被等 14 个环境因子对我国全沟硬蜱分布的影响。结合环境因子，运用最大熵模型与 ArcGIS 10.7 软件预测全沟硬
蜱在我国的适生区范围。结果
结果

我国当前全沟硬蜱高适生区面积 88.66 万 km2，主要位于东北地区。对我国全沟硬蜱适

生区分布贡献率超过 10% 的环境因子包括年温度变化范围（39.1%）、最冷季度降水量（23.2%）、年平均降水量（11.9%）。

基于最大熵模型预测发现，2070 年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将呈向东北方向缩小的趋势。结论
结论

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

范围与温度、降水密切相关，
气候环境改变可能引起我国全沟硬蜱未来适生区分布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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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distribution of Ixodes persulcatus, and to predict the

future suitable habitats of I. persulcatus in China. Methods

The known distribution sites of I. persulcatus in China were cap⁃

tured from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literatures. The effects of 14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 persul⁃

catus were examined using the Jackknife test, including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mean monthly temperature range, isothermali⁃

ty, temperature seasonality,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warmest month, minimum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month, tempera⁃
ture annual range,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wettest quarter,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driest quarter,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wet⁃
test quarter,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quarter,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of the wettest month, precipitation
of the driest month,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precipitation of the wettest quarter, precipitation of the driest quarter, precipitation

of the warmest quarter, precipitation of the coldest quarter, elevation, slope, aspect and vegetation. The suitable habitats of I. per⁃

sulcatus were predicted in China using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and ArcGIS 10.7 softwar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
Re⁃⁃
sults

Currently, the highly suitable habitats of I. persulcatus covered an area of 886 600 km2 in China, which were predominant⁃

ly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more than 10%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itable hab⁃

itats of I. persulcatus in China included annual temperature variation range (39.1%), the coldest quarterly precipitation (23.2%),

and the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11.9%). Based on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the suitable habitats of I. persulcatus were pre⁃

dicted to show a shrinking tendency towards northeastern China in 2070. Conclusions

The suitable habitat of I. persulcatus

strongly correlates with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nd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may lead to shrinking of the future
suitable habitat of I. persulcatu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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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蜱是一类分布广泛的专性吸血性体外寄生虫，
可传播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对人畜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是仅次于蚊的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二大
病媒［1］。近年来，我国报道的人感染蜱传疾病的种类
和病例数不断增多，蜱传疾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
全沟硬蜱（Ixodes persulcatus）广泛分布于欧洲和
亚洲，可传播莱姆病 、斑点热 、森林脑炎 、巴贝虫
［4］

［5］

病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等多种人兽共患病。
［6］

［7］

在我国，全沟硬蜱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

，是当地优

［8⁃11］

势蜱种；此外，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甘肃省

［12］

北省

分布矩阵，将相关系数 r 绝对值> 0.9 的两变量定义为

高度相关，去除其中生物学意义较小的变量，将剩余

变量通过 ArcGIS 10.7 软件中 Spatial Analyst Tools 根

据掩膜提取中国区域气候变量。从资源环境科学与

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下载中国 1∶100 万植

被类型空间分布数据；地理数据包括坡度、坡向和海

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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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13］

等地也有分布记录。但由于缺乏全国性蜱媒

［14］

监测系统，
我国当前全沟硬蜱适生区尚不完全清楚。
MaxEnt 软件可利用某物种已知分布区域信息，

结合地理信息和环境因子建立分布模型，预测该物种
潜在适生区域［15⁃16］。本研究利用最大熵模型，结合地
理分布信息、环境因子对我国全沟硬蜱潜在适生区进

行预测，以期为全沟硬蜱及相关蜱传疾病的监测和预
防控制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1 全沟硬蜱地理分布数据的获取

拔，从地理空间数据云（www.gscloud.cn）网站下载中
国海拔数据，并使用 ArcGIS 10.7 软件中 Spatial Ana⁃

lyst Tool 的 Surface Analyst 工具计算坡度和坡向变量。
3 最大熵模型构建

将全沟硬蜱分布数据和环境因子共同导入 Max⁃

Ent 软件，选取 30% 的分布点作为测试集、70% 的分布
点为训练集。选择环境参数设置中的刀切法（Jack⁃

knife）进行各生态因子权重评价，建立环境因子与分

布概率的单变量响应曲线，以确定环境变量的适宜取

值范围，设置系统收敛阈限 10⁃5 和最大迭代次数 500，

交 叉 验 证（cross validate）重 复 运 算 10 次［16］。 使 用

MaxEnt 软件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

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对模型预测结果
的准确性进行验证，以 ROC 曲线下面积（AUC 值）作

为模型预测准确度的衡量指标。评估标准为：AUC 值

0.5 ～ 0.6 为失败，0.6 ～ 0.7 为较差，0.7 ～ 0.8 为一

以“全沟硬蜱”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

般，0.8 ～ 0.9 为较好，0.9 ～ 1.0 为极好［17］。AUC 值越

数据库等中文文献数据库检索，并以“（Ixodes persul⁃

种分布之间的相关性越大［18］。Maxent 软件输出结果

接近 1，说明模型预测的结果越准确，环境因子与物

catus OR I. persulcatus）AND China”为 检 索 词 在

格式为 ASCII，利用 ArcGIS 10.7 软件转化成栅格（ras⁃

全沟硬蜱野外调查相关文献，在选中的文献中提取全

中“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对全沟硬蜱适生区等

沟硬蜱采集地点名称和（或）经纬度信息。若文献中

级进行划分。

未包含经纬度信息的分布点，根据文献标注地名使用

4 全沟硬蜱未来适生区预测模型构建

PubMed 数据库进行检索。从检索到的文献中筛选出

Google Earth（http://ditu.google.cn/）确定经纬度。删除

重复数据，将剩余分布点通过 ArcGIS 10.7 软件设置
10 km 缓冲区。使每个网格单元（10 km × 10 km）内仅

ter）形式显示，选择 Spatial Analyst Tools 工具重分类

未来气候数据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第 5 次评估报告（IPP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 5）

发 布 的 全 球 气 候 模 型（GCMs）对 代 表 性 浓 度 途 径

出现 1 个分布点，以在不过度减少分布点的情况下尽

（RCP）的预测。RCP 采用 4 种温室气体浓度（非排放）

存为“物种名+经度+纬度 .CSV”格式，备用于构建最

建模和研究以预测可能的未来气候［19］。CCSM 4 是目

2 环境因子的选取

的模型［20］。选取 2070 年 RCP 4.5 下的 CCSM 4 气候变

量降低拟合度。将得到的经纬度信息构建数据库，保
大熵模型。

环境因子包括生物气候变量和地理数据。从全
球气候数据网站（www.worldclim.org）下载空间分辨率
为 5 min（10 km）的 19 种生物气候变量，
包括当前气候

变量和未来气候变量（2070 年）。为避免环境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过度拟合，需要对环境因子进
行筛选

。运用 SPSS 22.0 对气候变量建立 Pearson

［15］

轨迹（RCP 2.6、RCP 4.5、RCP 6.0、RCP 8.5），用于气候

前模拟中国气候对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反应效果最好
化建模数据。将 2070 年气候数据结合地理信息作为

未来环境因子，与当前环境因子、全沟硬蜱分布信息

共同导入 MaxEnt 软件，对未来环境下全沟硬蜱适生

区进行预测。数据导入时应注意当前和未来环境因

子一一对应。将模型输出结果导出，运用 ArcGIS 10.7

软件对模拟后的适生区分布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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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145 篇、英文文献 30 篇。175 篇文献共获得全沟
硬蜱分布点 636 个，其中明确经纬度信息分布点 62

个，其余分布点位置信息利用 Google map 获取。对分

果

布点设置 10 km 缓冲区，每个网格单元内仅出现 1 个

1 全沟硬蜱地理分布

共检索到 801 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601 篇、英文

文献 200 篇。去除重复文献、仅报告实验室发现、形

态学鉴定、蜱类型识别、病理报告文献以及不包括任
何地理信息或地理信息不明确的文献，最终纳入中文

分布点，最终获得 253 个全沟硬蜱分布经纬度信息。
通过对 19 种生物气候变量进行筛选，选取年均温、月

均温范围、等温性等 10 个气候变量，结合海拔、坡向、

坡度、植被共同作为环境因子用于最大熵模型构建。
环境因子含义及选取情况见表 1。

表 1 环境因子含义及选取
Table 1 Definitions and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变量
Variable

含义
Meaning

是否纳入分析
Inclusion in analysis

bio_1

年均温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是 Yes

bio_2
bio_3
bio_4
bio_5
bio_6
bio_7
bio_8
bio_9
bio_10
bio_11
bio_12
bio_13
bio_14
bio_15
bio_16
bio_17

月均温范围
Mean monthly temperature range
等温性
Isothermality

温度季节性标准差
Temperature seasonality

最暖月最高温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warmest month
最冷月最低温
Minimum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month
年均温变化范围
Temperature annual range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wettest quarter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driest quarter

最暖季度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wettest quarter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quarter
年平均降水量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最湿月降水量
Precipitation of the wettest month
最干月降水量
Precipitation of the driest month
降水的季节性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最湿季度降水量
Precipitation of the wettest quarter
最干季度降水量
Precipitation of the driest quarter

是 Yes
是 Yes
否 No
否 No
否 No
是 Yes
否 No
否 No
是 Yes
是 Yes
是 Yes
否 No
否 No
是 Yes
否 No
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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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Variable

含义
Meaning

是否纳入分析
Inclusion in analysis

bio_18

最暖季度降水量
Precipitation of the warmest quarter

是 Yes

最冷季度降水量
Precipitation of the coldest quarter

bio_19

海拔
Elevation

Evel

是 Yes

坡度
Slope

Slop

是 Yes

坡向
Aspect

Aspe

是 Yes

植被
Vegetation

Veg

运用 MaxEnt 软件得到中国地区全沟硬蜱适生区

是 Yes

是 Yes

林省西部、辽宁省中部和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分布情况，将适生区划分为 4 个等级：高适生区（0.5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山东省北部、河北省、山西

～0.93）、中 适 生 区（0.29～0.52）、低 适 生 区（0.11～

省、河南省、云南省以及四川省部分地区；低适生区面

0.29）、非适生区（0～0.11）。预测结果表明，我国全沟

积 187.36 万 km2，主要位于河南省、
山西省、
河北省、
山

吉林省、辽宁省东北部、内蒙自治区古大兴安岭林区、

省南部、
四川省北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以及西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中适

自治区、
青海省、
台湾省部分地区（图1）。

硬蜱高适生区面积 88.66 万 km2，主要位于黑龙江省、

东省、
陕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湖北省西北部、
甘肃

生区面积 106.55 万 km ，
主要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吉
2

注：
审图号：
GS（2021）746 号。
Note: Map content approval number: GS (2021) 746.

图 1 中国目前全沟硬蜱适生分布区预测
Fig. 1 Prediction of current suitable habitats of Ixodes persulcatu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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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

概率随降雨量增加而降低。

结果显示，训练集和测试集重复 10 次平均 AUC

值为 0.871，表明最大熵模型预测全沟硬蜱在中国适

生区分布具有很高可信度（图 2）。

图 2 全沟硬蜱潜在分布预测 ROC 曲线
Fig. 2 ROC curve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f Ixodes persulcatus

3 环境因子分析
使用刀切法（jackknife）分析各环境因子对全沟
硬蜱适生区分布的影响（图 3）。结果发现，使用单环

境因子建模时，最冷季度降水量、等温性、年平均降水

量、年温度变化范围等 4 个环境因子对全沟硬蜱潜在

适生区预测模型的影响较大。其中除去最冷季度降
水量时，模型预测结果增益降低最为明显，对适生区
分布预测影响最大。
14 个环境因子对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的贡

献率见表 2。贡献率居前 7 位的环境因子包括年温度

变化范围（39.1%）、最冷季度降水量（23.2%）、年平均

降水量（11.9%）、最冷季度平均温度（5.9%）、等温性
（4.0%）、海拔（3.4%）、月均温范围（2.9%），累积贡献
率为 90.4%；其中年均温变化范围、最冷季度降水量、

年平均降水量贡献率超过 10%。

通过绘制主要环境因子与分布概率单变量响应曲

线以确定各变量高适生区取值范围（图 4）：①当年温
度变化为 49.44 ℃时，分布概率达 0.52；当年温度变化
为 61.28 ~ 65.9 ℃时，
最适宜全沟硬蜱生长。②当最冷

季度降雨量为 0～19.72 mm 时，分布概率随降雨量增
加而增大；当降雨量为 13.63～31.9 mm 时，分布概率>

0.52；当降雨量为 19.72 mm 时，分布概率最大，此后分

布概率随降雨量增加而降低。③当年平均降雨量为 0

～636.02 mm 时，分布概率随降雨量增加而增大；
当降

雨量为 483.69～816.92 mm 时，分布概率> 0.52；当降

雨量为 636.02 mm 时，分布概率最大（0.67），此后分布

注：bio1 年均温；bio2 月均温范围；bio3 等温性；bio7 年均温变化范围；
bio10 最暖季度平均温度；bio11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bio12 年平均降水
量；bio15 降水的季节性；bio18 最暖季度降水量；bio19 最冷季度降水
量；
evel 海拔；
slop 坡度；
aspe 坡向；
veg 植被。
Note: bio1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bio2 Mean monthly temperature
range; bio3 Isothermality; bio7 Temperature annual range; bio10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wettest quarter; bio11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quarter; bio12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bio15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bio18 Precipitation of the warmest quarter; bio19 Precipitation of the cold⁃
est quarter; evel Elevation; slop Slope; aspe Aspect; veg Vegetation.

图3

刀切法分析环境因子对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的
重要程度
Fig. 3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o predic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itable habitats of Ixodes
persulcatus in China based on the jackknife test

表 2 环境因子对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的贡献率
Table 2 Contribution rate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itable habitats of Ixodes
persulcatus in China
因子
Factor
bio_7

bio_19
bio_12
bio_11
bio_3
evel

bio_2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

因子
Factor

39.1

bio_10

11.9

bio_15

4.0

aspe

23.2
5.9

3.4

2.9

slop

bio_1
veg

bio_18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
2.2
2.0
1.9
1.1
0.9
0.8
0.6

注：bio1 年均温；bio2 月均温范围；bio3 等温性；bio7 年均温变化
范围；bio10 最暖季度平均温度；bio11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bio12 年平
均降水量；bio15 降水的季节性；bio18 最暖季度降水量；bio19 最冷季
度降水量；
evel 海拔；
slop 坡度；
aspe 坡向；
veg 植被。
Note: bio1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bio2 Mean monthly temperature
range; bio3 Isothermality; bio7 Temperature annual range; bio10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wettest quarter; bio11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quarter; bio12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bio15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bio18 Precipitation of the warmest quarter; bio19 Precipitation of the cold⁃
est quarter; evel Elevation; slop Slope; aspe Aspect; veg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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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审图号：
GS（2021）746 号。
Note: Map content approval number: GS (2021) 746.

图 5 2070 年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预测
Fig. 5 Prediction of suitable habitats of Ixodes
persulcatus in China in 2070

利用 ArcGIS 10.7 软件绘制当前和 RCP 4.5 气候

情景下 2070 年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图 6）。结

果表明，气候改变使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范围发生变
化（表 3），适生区面积缩小 81.18 万 km2，呈向东北方

向缩小趋势。损失适生区主要位于河南省南部、山东
省西部、安徽省东部、四川省南部以及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西藏自治区、福建省、台湾省等部分地区；而新
增适生区较少，
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注：bio7 年均温变化范围；bio12 年平均降水量；bio19 最冷季度降
水量。
Note: bio7 Temperature annual range; bio12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bio19 Precipitation of the coldest quarter.

Fig. 4

图 4 主导环境因子响应曲线
Response curve of domin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5 全沟硬蜱未来适生区预测

利用最大熵模型预测 2070 年气候条件下我国全

沟硬蜱潜在适生区分布（图 5）。2070 年，我国全沟硬

蜱高适生区面积为 81.45 万 km ，
较当前（88.66 万 km ）
2

2

缩 小 8.13%；中 适 生 区 面 积 为 69.50 万 km2，较 当 前

（106.55 万 km2）缩小 34.77%。

注：
审图号：
GS（2021）746 号。
Note: Map content approval number: GS (2021) 746.

图 6 当前和 2070 年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变化
Fig. 6 Changes between the current and the predicted 2070
suitable habitats of Ixodes persulcatus in China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21 年第 33 卷第 2 期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21，Vol. 33，No. 2
Table 3

表 3 2070 年全沟硬蜱适生区面积
Area of suitable habitats of Ixodes persulcatus in 2070
面积（万 km2）
Area (× 104 km2)

栅格数
No. raster

分布区
Distribution area

未变 Unchanged

41 890

损失 Lost

12 632

293.96

1 063

新增 Newly increased

7.46

88.64

81 702

非适生区 Not suitable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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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573.34

况下全沟硬蜱适生区分布变化，
没有考虑到社会因素；
未来环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亦会对预测结果产生

本研究利用最大熵模型对全沟硬蜱在我国适生
区分布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我国全沟硬蜱适生区主
要集中在东北、华北以及西北地区，北纬 40° ~ 50°，主

一定影响。此外，最大熵模型仅利用全沟硬蜱已知分
布点进行适生区预测，
分析时无法利用非孽生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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