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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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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血吸虫病基因诊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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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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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novel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specific gene fragments by re⁃

combinase aid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RAA）.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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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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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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to be detected by this method.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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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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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istosoma japonicum；Gene fragment；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of nucleic acid；Recombinase

血吸虫病是一种具有自然疫源性和传染性的人

TAE 缓冲液、Agarose 琼脂糖购自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忽视热带病之一 。经过多年积极防控，我国流行的

品；重组酶、单链结合蛋白、UvsY 蛋白、DNA 聚合酶购

兽共患寄生虫病，被 WHO 列为极易复现和再现的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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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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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目前已有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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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国日本血吸虫病呈低度流行的特征对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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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材料
实验材料

雄性日本大耳兔购于扬州大学实验

限公司，1 000 bp DNA 分子质量标志物为 MBI 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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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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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AA 方法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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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中心，体重 2 ~ 3 kg。每兔经腹部贴片感染 1 500

（300 ~ 1 000 ng/μL）、重组酶（50 ~ 500 ng/μL）、UvsY

门静脉灌注法收集成虫。分离肝脏，组织匀浆器研

正向和反向引物（浓度均为 200 ~ 600 mmol/L）、日本

条日本血吸虫（中国大陆株）尾蚴，感染后 42 d 剖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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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蛋白（50 ~ 200 ng/μL）、DNA 聚合酶（60 ~ 150 ng/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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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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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 DNA 1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μL）各 1.0 μL，

3

10.0 mmol / L dNTPMix 1 μL，GoTaqHot DNA 聚 合 酶

μL RAA 反应体系中至少可检出 1 000 个拷贝的重组

5 × Reaction Buffer10 μL，25.0 mmol/L 氯化镁 3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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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RAA 法的敏感性

以 重 组 质 粒 为 模 板 的 RAA 法 敏 感 性

质粒，其检测敏感性为 20 个拷贝/μL（图 3）。
1

min，共 35 个循环；最后 72 ℃ 7 min。取 10 μL PCR 扩

2

M

增产物进行 1% 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2.4

2.4.1

RAA 法敏感性评价

1 000 bp
750 bp
500 bp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 DNA 为模板评价

RAA 法的敏感性

在 50

将初始浓度为 37.5 ng/μL 的日本

2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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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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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 DNA
1% 琼脂糖电泳结果
Fig.
Fi
g. 1 1% agarose electrophoresis of genomic DNA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adult worms and egg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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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A 法特异性评价

3

M

1 000 bp
750 bp
500 bp

泳，
紫外灯下观察扩增结果。
2.5

2

2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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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果

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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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 DNA 为模板的

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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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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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及虫卵基因组 DNA 为模板的 RAA
扩增产物 1% 琼脂糖电泳结果
Fig. 2 1% agarose electrophoresis of products of RAA
amplification of S. japonicum 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s
and eggs used as templates
templates

3.2
性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为模板的 RAA 法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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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重组质粒为模板的 RAA 法敏感性
Fig. 3 Se
Sensitivity
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 plasmid as template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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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不同基因组 DNA 为模板的 RAA 法特异性
Fig. 5 Sp
Specificity
ecificity of RAA assay with different genomic DNA
as template
template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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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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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 DNA 为模板的 RAA 法
敏感性
Fig. 4 Se
Sensitivity
nsitivity of RAA assay with S. japonicum genomic
DNA of adult worm as template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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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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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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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等温扩增技术在这方面显示了其极大的
［8］

优越性。目前，LAMP 是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种恒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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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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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建立的 RAA 法是采用来自于大肠杆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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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7 ·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1］ Colley DG，Bustinduy AL，Secor WE，et al. Human schistosomia⁃
sis［J］. Lancet，2014，383（9936）：2253⁃2264.

［2］ 张利娟，徐志敏，钱颖骏，等 . 2016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
［J］.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17，29（6）：669⁃677.

［3］ Gray DJ，Ross AG，Li YS，et 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chistosomiasis［J］. BMJ，2011，342：d2651.

［4］ Zhou XN，Xu J，Chen HG，et al. Tools to support policy decisions
related to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surveillance of schistosomiasis

japonica towards elimination［J］. PLoS Negl Trop Dis，2011，5

（12）：e1408.

［5］ Xu J，Peeling RW，Chen JX，et al. Evaluation of immunoassays

for the diagnosis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infection using ar⁃
chived sera［J］. PLoS Negl Trop Dis，2011，5（1）：e949

搜索到与之完全互补的序列时，在单链 DNA 结合蛋

［6］ 刘茜，余传信 . 血吸虫现症感染诊断方法的研究进展［J］. 中国

用下形成新的 DNA 互补链。这个体外 DNA 扩增的过

［7］ 周晓农 . 开展精准防治 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的目标［J］. 中国血

白的帮助下使模板 DNA 解链，并在 DNA 聚合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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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反应简单快速，不需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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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16，28（2）：220⁃224.
吸虫病防治杂志，2016，28（1）：1⁃4.

［8］ He P，Song LG，Xie H，et al. Nucleic acid detection in the diagno⁃

sis and prevention of schistosomiasis［J］. Infect Dis Poverty，
2016，5：25.

［9］ 林丹丹，刘跃民，胡飞，等 . 日本血吸虫病常用诊断方法应用价
值的评估Ⅲ Kato⁃Katz 法低估疫区人群血吸虫感染率的分析与评价

［J］.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11，23（6）：642⁃646.

［10］ 朱蓉，秦志强，冯婷，等 . 全国血吸虫病监测点现场病原学检

测效果及质控评估［J］.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13，25（1）：
11⁃15.

［11］ Zhu YC. Immunodiagnosis and its role in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
China：a review［J］. Acta Trop，2005，96（2⁃3）：130⁃136.

［12］ Xia CM，Rong R，Lu ZX，et al. Schistosoma japonicum：a PCR
assay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reatment in a rabbit
model［J］. Exp Parasitol，2009，121（2）：175⁃179.

［13］ Lier T，Simonsen GS，Haaheim H，et al. Novel real⁃time PCr for

detection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in stool［J］. Southeast Asian J
Trop Med Public Health，2006，37（2）：257⁃264.

阴性，提示该方法具有很好的特异性。以重组质粒为

［14］ Lier T，Johansen MV，Hjelmevoll SO，et al. Real⁃time PCR for de⁃

血吸虫成虫基因组为模板，RAA 法的检测敏感性为

［15］ Xu J，Rong R，Zhang HQ，et al. Sensitive and rapid detection of

由于 RAA 方法的扩增产物为均一的特定长度的基因

［16］ Xu J，Guan ZX，Zhao B，et al. DNA detection of Schistosoma ja⁃

模板，RAA 法的检测敏感性为 20 个拷贝/μL；以日本

0.01 ng/μL，该方法的检测敏感性并不优于 PCR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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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ion of low intensity Schistosoma japonicum infections in a pig
model［J］. Acta Trop，2008，105（1）：74⁃80.

Schistosoma japonicum DNA by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
cation（LAMP）
［J］. Int J Parasitol，2010，40（3）：327⁃331.

ponicum：diagnostic validity of a LAMP assay for low⁃intensity in⁃
fection and effects of chemotherapy in humans［J］. PLoS Negl Trop
Dis，2015，9（4）：e0003668.

当然的检测样本 。此外，日本血吸虫成虫不断更新
［3］

脱 落 的 表 膜 或 死 亡 虫 体 、虫 卵 崩 解 所 含 的 血 吸 虫

（下转第 306 页）

· 306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8 年第 30 卷第 3 期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18，Vol. 30，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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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 ⁃ borne disea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Parasit
Vectors，2014，7（1）：509.

［6］ 高 宏 娥 . 血 常 规 检 验 的 常 见 误 差 因 素 分 析［J］. 当 代 医 学 ，
2015，22（2）：122⁃123.

作用［16］。疟疾感染者的血常规特点为 PLT 计数较低、

［7］ 卢艳，蔡玉春，陈韶红，等 . 田鼠巴贝虫实验动物模型的建立

噬、单核细胞升高，出现大的活化单核细胞和淋巴细

［8］ 蔡玉春，陈韶红，卢艳，等 . 田鼠巴贝虫隐性感染鼠再感染、免

嗜酸粒细胞很低、疟原虫色素被中性或单核细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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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1］ Vannier E，Krause PJ. Babesiosis in China，an emerging threat
［J］. Lancet Infect Dis，2015，15（2）：137⁃139.

［2］ Skrabalo Z，Deanovic Z. Piroplasmosis in man：report of a case
［J］. Doc Med Geogr Trop，1957，9（1）：11⁃16.

［3］ Vannier E，Krause PJ. Human babesiosis［J］. N Engl J Med，
2012，366（25）：2397⁃2407.

［4］ Herwaldt B，Persing DH，Précigout EA，et al. A fatal case of ba⁃

besiosis in Missouri：identification of another piroplasm that in⁃
fects humans［J］. Ann Intern Med，1996，124（7）：643⁃650.

［5］ Zhou X，Xia S，Huang JL，et al. Human babesiosis，an emerging

［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2012，30（6）：423⁃427.

疫抑制或盲传后的虫密度消长规律研究［J］. 中国寄生虫学与
寄生虫病杂志，2017，35（4）：327⁃332.

［9］ Homer MJ，Aguilar⁃Delfin I，Telford SR 3rd，et al. Babesiosis［J］.
Clin Microbiol Rev，2000，13（3）：451⁃469.

［10］ 蔡玉春，卢艳，陈韶红，等 . 微小巴贝虫在不同免疫状态小鼠

体内消长规律研究［J］.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13，29（2）：
170⁃174.

［11］ Cañas E，de Alarcón A，Regordán C，et al. Babesiosis in an im⁃
munocompetent patient［J］. Rev Clin Esp，1992，190（1）：45.

［12］ Browne S，Ryan Y，Goodyer M，et al. Fatal babesiosis in an as⁃
plenic patient［J］. Br J Haematol，2010，148（4）：494.

［13］ Brown WC，Norimine J，Knowles DP，et al. Immune control of Ba⁃
besia bovis infection［J］. Vet Parasitol，2006，138（1/2）：75⁃87.

［14］ Fang DC，Mccullough J. Transfusion⁃transmitted Babesia microti
［J］. Transfus Med Rev，2016，30（3）：132⁃138.

［15］ 张时民，王欣，李建英，等 .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疟原虫感染患

者特征二例［J］.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1，5（2）：633⁃
635.

［16］ Sharma P，Bhargava M，Sukhachev D，et al. LH750 hematology
analyzers to identify malaria and dengue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 febrile illnesses［J］. Int J Lab Hematol，2014，36（1）：45⁃
55.

［收稿日期
收稿日期］
］ 2018⁃05⁃11

［编辑
编辑］
］ 邓瑶

（上接第 277 页）
［17］ Wang C，Chen L，Yin X，et al. Application of DNA⁃based diag⁃

nostics in detection of schistosomal DNA in early infection and af⁃

strategies inspired by biological processes［J］. Biosens Bioelec⁃
tron，2015，64：196⁃211.

ter drug treatment［J］. Parasit Vectors，2011，4：164.

［21］ 苏帅 . 重组酶介导的核酸恒温扩增体系构建及其在 SNP 分型中

plification（LAMP）：principle，features，and future prospects［J］.

［22］ 吕蓓，程海荣，严庆丰，等 . 用重组酶介导扩增技术快速扩增核

［18］ Notomi T，Mori Y，Tomita N，et al.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
J Microbiol，2015，53（1）：1⁃5.

［19］ 罗力涵，张波 .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及其在传染性疾病检测中
的应用［J］.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4，37（1）：68⁃72.

［20］ Li J，Macdonald J. Advances in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novel

的应用［D］. 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3.

酸［J］.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0，
40（10）：983⁃988.

［收稿日期
收稿日期］
］ 2018⁃03⁃27

［编辑
编辑］
］ 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