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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目的目的 建立一种可用于日本血吸虫特异性基因片段检测的重组酶介导的核酸等温扩增方法（RAA）。方法方法 以

日本血吸虫SjG28基因片段作为靶序列，根据RAA反应原理设计合成引物，建立并优化RAA反应体系。应用此方法与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同时扩增梯度稀释的含不同拷贝数的SjG28基因片段TA克隆质粒及不同浓度的基因组DNA，以
评价其敏感性；应用此方法检测曼氏血吸虫、似蚓蛔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基因组DNA及健康人血基因组DNA，以评

价其特异性。结果结果 建立的RAA法可特异性扩增日本血吸虫中国大陆株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反应可在30 min内完

成。以重组质粒为模板，RAA法最低可检出的质粒拷贝数为20个/μL；以基因组DNA为模板，RAA法最低可检测浓度为

0.01 ng/μL。建立的RAA法以健康人全血基因组DNA及曼氏血吸虫成虫、似蚓蛔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基因组DNA
为模板的扩增结果均为阴性。结论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反应快捷、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的RAA方法，其具有应用于

日本血吸虫病基因诊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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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bjective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novel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specific gene fragments by re⁃
combinase aid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RAA）. MethodsMethods The gene fragment SjG28 of S. japonicum was selected as the tar⁃
get gene fragment to be detected，and the primer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of RAA reaction. The reaction of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of S. japonicum was established and optimized. Then th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amplify and detect the
specific gene fragment in the gradient diluent SjG28⁃recombiant plasmids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 japonicum genomic
DNA to estimate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method. The samples were also detect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in parallel
as control. Th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detect the genomic DNA of S. mansoni，Ascaris lumbricoides，and Ancylostoma duodenale
to evaluate the specificity. ResultsResults The specific gene fragment was amplified from 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s and eggs of S.
japonicum by recombinase aid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eaction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The reaction can be completed with⁃
in 30 minutes and the minimum detectable template was 20 copies of plasmids or 0.5 ng of genomic DNA per microliter. Other
parasites’genomic DNAs，such as S. mansoni，A. lumbricoides，An. duodenale and healthy human blood genomic DNA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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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一种具有自然疫源性和传染性的人

兽共患寄生虫病，被WHO列为极易复现和再现的被

忽视热带病之一［1］。经过多年积极防控，我国流行的

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血吸虫病疫情已处于历史较低水平［2］。
诊断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中心环节［3］。化疗

对象的确定及化疗效果评价，防治活动计划、实施和

防治效果评价等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各个环节都需

要诊断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依据［3］。虽然目前已有多

种病原学和免疫学技术应用于日本血吸虫感染检测，

但在早期诊断及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不甚理

想［4⁃6］。而我国日本血吸虫病呈低度流行的特征对诊

断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稳定性，以及操作的快捷性

和简便性有更高的要求［7］。日本血吸虫核酸检测以

来源于病原体的特异性基因片段作为检测靶标，通过

指数级扩增使反应产物达到可被观察的水平，具有敏

感性、特异性较高的优点［8］。本研究拟根据重组酶介

导的等温扩增技术原理建立日本血吸虫核酸检测技

术（Recombinase aided amplification，RAA），该方法不

依赖PCR仪、反应快速、操作简便，可望为日本血吸虫

病诊断提供一种新的手段。

材料与方法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材料

1.1 实验材料 雄性日本大耳兔购于扬州大学实验

动物中心，体重2 ~ 3 kg。每兔经腹部贴片感染1 500
条日本血吸虫（中国大陆株）尾蚴，感染后 42 d剖杀，

门静脉灌注法收集成虫。分离肝脏，组织匀浆器研

磨，经不同孔径筛网过滤除去肝脏组织后经 260
孔/25.4 mm2滤网收集虫卵。

健康人全血样本由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门诊部提供，曼氏血吸虫成虫及似蚓蛔线虫、十二指

肠钩口线虫阳性粪便均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提供。

1.2 主要试剂 血液/组织/细胞基因组DNA提取试

剂盒、粪便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血液/组织DNA提取试剂盒购自Qiagen
公司，Taq DNA 聚合酶（5 U/μL）、dNTP购自 Promega
公司，PCR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合成。50 ×

TAE缓冲液、Agarose琼脂糖购自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限公司，1 000 bp DNA分子质量标志物为MBI公司产

品；重组酶、单链结合蛋白、UvsY蛋白、DNA聚合酶购

自江苏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ris缓冲液、醋

酸钾、醋酸镁、二硫苏糖醇、聚乙二醇、ATP、dNTPs、磷
酸肌酸及其他常规化学试剂均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提供。

22 方法方法

2.1 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提取 日本

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用血液/组织DNA提

取试剂盒提取，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2 RAA方法的建立

2.2.1 待扩增序列选择及引物设计 根据前期对多

个日本血吸虫来源的序列片段筛选，选择SjG28基因

片段作为待扩增的靶序列。根据重组酶介导的等温

扩增反应原理设计用于 SjG28特异性扩增的正向和

反向引物，正向引物序列：5' ⁃TACCTCAAGAAGTA⁃
ATGTCCTTCCATTGTG⁃3'，反向引物序列：5'⁃ATGC⁃
GAGGTTTCAGGAGACCAAGAAGAACG⁃3'。
2.2.2 RAA反应体系的建立 根据重组酶介导的等

温扩增反应原理，在0.2 mL PCR管中建立包含如下组

分的 50 μL反应体系：Tris缓冲液（30 ~ 50 mmol/L）、

醋酸钾（60 ~ 120 mmol/L）、醋酸镁（10 ~ 20 mmol/L）、

二硫苏糖醇（4 ~ 9 mmol /L）、聚乙二醇（质量浓度

5.5% ~ 7.8%）、ATP（1 ~ 6 mmol/L）、dNTPs（0.1 ~ 0.4
mmol/L）、磷酸肌酸（20 ~ 100 μg/U）、单链结合蛋白

（300 ~ 1 000 ng/μL）、重组酶（50 ~ 500 ng/μL）、UvsY
蛋白（50 ~ 200 ng/μL）、DNA聚合酶（60 ~ 150 ng/μL）、
正向和反向引物（浓度均为 200 ~ 600 mmol/L）、日本

血吸虫基因组DNA（40 ~ 60 ng）。将以上反应体系混

合均匀，置水浴箱或PCR反应仪在 37 °C条件下反应

30 min。反应结束后，将反应管取出，每个反应管中

加入 50 μL酚/氯仿（1∶1），振荡均匀，12 000 × g离心

1 min。吸取10 μL上层溶液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胶

浓度1%，100 V）45 min，置紫外灯下观察。

2.3 用于 SjG28扩增的 PCR反应体系 以 SjG28作
为靶序列，采用引物设计软件 Primer primer 5.0设计

用于 PCR反应的上游引物（引物序列：5' ⁃AGCCAG⁃
GAAGTGACAATC⁃3'）和下游引物（引物序列：5' ⁃
AATGCGAGGTTTCAGGAG⁃3'。50 μL反应体系包括

able to be detected by this method. ConclusionConclusion A novel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S. japonicum specific gene fragments by re⁃
combinase aid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i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which can be carried out conveniently and rapidly with a
considerabl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showing the prospect for applic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KeyKey wordswords］］ Schistosoma japonicum；Gene fragment；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of nucleic acid；Recombi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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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DNA 1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μL）各1.0 μL，
5 × Reaction Buffer10 μL，25.0 mmol/L氯化镁 3 μL，
10.0 mmol /L dNTPMix 1 μL，GoTaqHot DNA 聚合酶

（10 U/μL）0.25 μL，加无菌双蒸水至 50 μL。PCR反

应条件为：94 ℃ 5 min；94 ℃ 30 s，55 ℃ 30 s，72 ℃ 1
min，共35个循环；最后72 ℃ 7 min。取10 μL PCR扩

增产物进行1%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2.4 RAA法敏感性评价

2.4.1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 DNA为模板评价

RAA法的敏感性 将初始浓度为 37.5 ng/μL的日本

血吸虫成虫基因组DNA稀释至10 ng/μL，然后进行梯

度稀释，得到浓度分别为 10、5、1、0.5、0.1 ng/μL的日

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DNA样本，各取 1 μL模板DNA
进行RAA和PCR反应，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

置紫外灯下观察扩增结果。

2.4.2 以含 SjG28基因片段的重组质粒为模板评价

RAA法敏感性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DNA为模

板进行PCR反应，扩增产物纯化后与TA克隆载体连

接，构建重组质粒 pGEM⁃T⁃SjG28。连接产物转化大

肠埃希菌 JM109，挑取阳性菌落，LB肉汤培养基摇菌

后用质粒DNA纯化试剂盒抽提质粒DNA。重组质粒

经测序确定，并经梯度稀释得到不同浓度（105、104、
103、102、10个拷贝/μL）的 pGEM⁃T⁃SjG28重组质粒。

各取 1 μL不同浓度的 pGEM⁃T⁃SjG28重组质粒进行

RAA和常规 PCR反应，反应产物后经琼脂糖凝胶电

泳，紫外灯下观察扩增结果。

2.5 RAA法特异性评价 分别以日本血吸虫成虫、

曼氏血吸虫成虫、似蚓蛔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基

因组 DNA及健康人全血基因组 DNA为模板，进行

RAA扩增，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灯下

观察扩增结果。

结结 果果

11 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DNA提取提取

提取的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经琼

脂糖凝胶电泳，在紫外灯下均可见明显的质量较大的

条带（图1）。
22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DNA为模板的为模板的

RAARAA法扩增结果法扩增结果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为模板分

别进行RAA法扩增，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在

紫外灯下均可见清晰的特异性条带，大小约 200 bp，
与预期结果一致（图2）。

33 RAARAA法的敏感性法的敏感性

3.1 以重组质粒为模板的 RAA法敏感性 在 50
μL RAA反应体系中至少可检出 1 000个拷贝的重组

质粒，其检测敏感性为20个拷贝/μL（图3）。
1 2 M

1 000 bp
750 bp
500 bp

200 bp

注：1 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2日本血吸虫虫卵基因组；M
DNA分子质量标志物。
Note: 1 Genomic DNA of S. japonicum adult worms；2 Genomic
DNA of S. japonicum eggs；M DNA molecular mass markers.

图图11 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DNA
11%%琼脂糖电泳结果琼脂糖电泳结果

FiFig.g. 11 11% agarose electrophoresis of genomic DNA of% agarose electrophoresis of genomic DNA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Schistosoma japonicum adult worms and eggsadult worms and eggs

1 2 3 M

1 000 bp
750 bp
500 bp

200 bp

注：1 阴性对照；2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DNA为模板的
RAA法扩增结果；3以日本血吸虫虫卵基因为模板的RAA法
扩增结果；M DNA分子质量标志物。
Note: 1 Negative control；2 Product of RAA amplification of S. ja⁃
ponicum 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s used as template；3 Prod⁃
uct of RAA amplification of S. japonicum genomic DNA of eggs
used as template；M DNA molecular mass markers.
图图22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DNADNA为模板的为模板的RAARAA

扩增产物扩增产物11%%琼脂糖电泳结果琼脂糖电泳结果
FFig.ig. 22 11% agarose electrophoresis of products of RAA% agarose electrophoresis of products of RAA

amplification ofamplification of S. japonicumS. japonicum 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s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s
and eggs used as templateand eggs used as templatess

3.2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为模板的RAA法敏感

性 在 50 μL RAA反应体系中至少可检 0.5 ng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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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DNA，其检测敏感性为0.01 ng/μL（图4）。

A B

注：A以质粒为模板的RAA法敏感性；B以质粒为模板的PCR
反应敏感性；1 ~ 5反应体系中模板质粒浓度分别为 105、104、
103、102、10个拷贝/μL；6阴性对照；M DNA分子质量标志物。

Note: A Se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 plasmid as template；B Sen⁃
sitivity of PCR with plasmid as template；Lanes 1 to 5 Amplified
products of 105，104，103，102，10 copies template plasmids in
the reaction system；6 Negative control；M DNA molecular mark⁃
ers.

图图33 以重组质粒为模板的以重组质粒为模板的RAARAA法敏感性法敏感性

FFig.ig. 33 SeSe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 plasmid as templat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 plasmid as templatee

注：1 ~ 5反应体系中加入的基因组DNA浓度分别为 10、5、1、
0.5、0.1 ng/μL；6阴性对照；M DNA分子质量标志物。

Note: Lanes 1 to 5 Product of RAA amplification with the concen⁃
tration of genomic DNA at 10，5，1，0.5，0.1 ng/μL, respective⁃
ly；6 Negative control；M DNA molecular markers.

图图44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DNADNA为模板的为模板的RAARAA法法

敏感性敏感性

Fig.Fig. 44 SeSe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 S. japonicumS. japonicum genomic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 as templaDNA of adult worm as templatete

44 RAARAA法特异性法特异性

分别以日本血吸虫成虫、曼氏血吸虫成虫、似蚓

蛔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基因组DNA及健康人全

血基因组DNA为模板进行RAA扩增，经琼脂糖凝胶

电泳，紫外灯下仅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为模板的

扩增为一特异性条带（图5）。

注：1日本血吸虫成虫；2曼氏血吸虫成虫；3十二指肠钩口线
虫；4似蚓蛔线虫；5健康人血；6阴性对照；M DNA分子质量
标志物。
Note: 1 Adult worms of S. japonicum；2 Adult worms of S. manso⁃
ni；3 Ancylostoma duodenale；4 Ascaris lumbricoides；5 Healthy
people's blood；6 Negative control；M DNA molecular markers.

图图55 以不同基因组以不同基因组DNADNA为模板的为模板的RAARAA法特异性法特异性
Fig.Fig. 55 SpSpecificity of RAA assay with different genomic DNAecificity of RAA assay with different genomic DNA

as tempas templatelate

讨讨 论论

当前我国血吸虫病呈低流行态势，流行区人群血

吸虫感染率和患者感染度均较低，亟需建立灵敏度和

特异性均较高的诊断技术，以满足现场防治工作的需

要。传统的病原学检测技术是目前用于血吸虫病诊

断的“金标准”，但操作过程费时、费力，群众依从性

低，且低度流行区漏检率较高［9］。因此，曾经适用于

我国血吸虫病中、重度流行区的粪检法，已难以满足

血吸虫病轻度流行区的需求［10］。免疫诊断技术在流

行区化疗对象的大规模筛查和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以

及防治效果评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抗原与

非特异性抗体的结合反应而可能导致交叉反应即假

阳性而降低了特异性，且不能区别现症感染和既往感

染，疗效考核价值不理想［11］。本研究建立的RAA法

以来源于日本血吸虫的核酸片段为检测目标，与免疫

诊断技术相比在确定诊断方面具有较高价值，从而为

日本血吸虫感染诊断提供了一种新手段。

核酸等温扩增技术反应快速、操作便捷，在血吸

虫病现场防治工作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8］。随着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已有多种核酸检

测方法应用于血吸虫感染检测，包括常规PCR技术、

荧光定量 PCR技术、巢式 PCR技术和环介导等温扩

增反应（LAMP）等［8，12⁃17］。这些方法用于检测日本血

吸虫感染显示了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常规

PCR、荧光定量PCR和巢式PCR技术均需要专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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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循环反应的温度控制设备，且检测时间较长，对检

验人员技术要求高，难以在血吸虫病防治现场推广应

用［8］。核酸等温扩增技术在这方面显示了其极大的

优越性。目前，LAMP是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种恒温核

酸体外扩增技术，其反应灵敏度高于巢式PCR技术，

若使用荧光燃料，还可以直接用肉眼观察反应的扩增

产物［15，18］。然而，LAMP反应得到的扩增产物是一些

大小不等的片段，无法直接克隆和测序，只能用于判

断目的基因的存在，且这些大小不一的产物易形成气

溶胶，从而造成实验室的环境污染［19］。因此，LAMP
反应的高灵敏性极易受到污染而产生假阳性结果，要

特别注意严谨操作，反应体系的配制应在尽可能洁净

的环境中进行，这就对现场检测环境提出了较高要

求［19］。本研究建立的RAA法是采用来自于大肠杆菌

的重组酶，该重组酶在 37 ℃环境下与引物DNA紧密

结合，形成酶和引物的聚合体，当引物在模板DNA上

搜索到与之完全互补的序列时，在单链DNA结合蛋

白的帮助下使模板DNA解链，并在DNA聚合酶的作

用下形成新的DNA互补链。这个体外DNA扩增的过

程不需要高温，反应产物也是以指数级增长，在37 ℃
下反应 5 ~ 20 min可得到与传统高温 PCR反应相同

的目的片段，通常在 1 h内就得到可用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到的扩增片段［20⁃22］。整个反应简单快速，不需

要高温循环，对仪器的需求大大降低，37 ℃环境下完

成所有的反应步骤仅需要一台水浴设备即可，适合在

有大量样品的非实验室检测场所使用，特别是在现场

检测显示出突出的优越性。相对于LAMP，RAA法的

引物设计简单、反应时间缩短，更能满足快速简便的

需求，反应产物为单一的特定长度的基因片段，凝胶

电泳检测显示为一特异性条带。

本研究建立的RAA技术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

卵基因组为模板，均获得特异性基因片段，而以健康

人全血基因组DNA及曼氏血吸虫成虫、似蚓蛔线虫、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基因组DNA为模板扩增结果均为

阴性，提示该方法具有很好的特异性。以重组质粒为

模板，RAA法的检测敏感性为 20个拷贝/μL；以日本

血吸虫成虫基因组为模板，RAA法的检测敏感性为

0.01 ng/μL，该方法的检测敏感性并不优于PCR反应。

由于RAA方法的扩增产物为均一的特定长度的基因

片段，荧光探针法有望进一步提高检测的敏感性。日

本血吸虫成虫主要寄生于门静脉系统和肠系膜静脉，

虫卵脱落进入肠腔，随粪便排出体外［1］，因而粪便是

当然的检测样本［3］。此外，日本血吸虫成虫不断更新

脱落的表膜或死亡虫体、虫卵崩解所含的血吸虫

DNA有可能进入体循环［8］，因此应用核酸检测技术可

能检测到血液中的微量血吸虫DNA，本研究建立的

RAA方法在检测血吸虫病患者血液或者血清样本中

核酸片段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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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原虫感染的确诊以血涂片镜检发现虫体为

金标准，抗原抗体的检测为辅助手段。近年来，研究

者发现，全血细胞分析仪对疟疾确诊具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16］。疟疾感染者的血常规特点为PLT计数较低、

嗜酸粒细胞很低、疟原虫色素被中性或单核细胞吞

噬、单核细胞升高，出现大的活化单核细胞和淋巴细

胞，综合以上变化及流行病学史异常，可初步考虑疟

疾。而本研究结果也证实田鼠巴贝虫感染可使小鼠

血液指标发生变化，也出现RBC及PLT等指标降低，

提示全血细胞分析仪亦可用于巴贝虫病筛查。因此，

对于贫血伴 PLT减少的病人，在排除其他相关疾病

后，结合流行病学史，应考虑到巴贝虫等血液原虫感

染，以早期诊断、减少误诊，使患者及时得到有效治

疗。

综上所述，利用全血细胞分析仪观察田鼠巴贝虫

感染后小鼠体内血细胞的动态变化，有助于了解巴贝

虫感染进程，对巴贝虫病诊断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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