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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结 合重组酶介 导的核 酸等 温扩 增 (recombinase aided amplification袁 RAA) 和荧 光探针 方法

建立日本血吸虫特异性基因片段的快速检测方法遥

方法

以日本血吸虫 G28 渊SjG28冤 基因片段作为靶序列袁 应

用 DNAMAN 7.0 软件 设计合 成引 物及 荧光 探针袁 建立 荧光 RAA 反 应体 系遥 扩增 不同拷 贝数 的 SjG28 重组 质粒袁

评价荧光 RAA 检测的敏感性曰 分 别以日本血吸虫尧 曼氏血吸虫尧 细粒棘球绦虫尧 十二指肠钩 口线虫尧 似蚓蛔线
虫尧 华支睾吸虫基因组为模板进行荧光 RAA 检测袁 以评价该方法的特异性遥 采用荧光 RAA 分别检测 500尧 200 和
50 条日本血吸虫尾蚴感染的兔粪中虫卵 DNA曰 分别在 50 只阴性钉螺中混入 1尧 2尧 3尧 4尧 5尧 10 只阳性钉螺袁 并
提取 DNA 进行荧光 RAA 检测遥

结果

以不同拷贝数的 SjG28 重组质粒为模板进行荧光 RAA 扩增袁 在 5 min 时即

可观察到明显的荧光信号袁 随着拷贝数的不断降低袁 检测到荧光信号的时间也随之延长袁 不同拷贝数的扩增均在

10 min 内完成袁 最低可检出的质粒浓度为 10 拷贝/滋l遥 以曼氏血吸虫尧 细粒棘球绦虫尧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尧 似蚓蛔
线虫及华支睾吸虫基因组 DNA 为模板的荧光 RAA 扩增结果均为阴性遥 不同剂量尾蚴感染的兔粪中提取的 DNA 样
品经荧光 RAA 检测袁 均能得到有效的扩增袁 检测可在 15 min 内完成遥 含不同数量阳性钉螺的 50 只阴性钉螺提取
的日本血吸虫 DNA 经荧光 RAA 检测袁 均能得到有效的扩增袁 检测可在 10 min 内完成遥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可

检测日本血吸虫核酸片段的荧光 RAA 方法袁 反应快捷袁 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遥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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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detection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specific gene fragment by
real鄄time recombinase aid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T鄄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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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Abstract铱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novel and rapid method for detecting Schistosoma japonicum specific

gene fragment using a real鄄time recombinase aid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AA) with fluorescent probe.

Methods

S. japonicum G28 渊SjG28冤 was selected as the target gene to be detected, and the primers and fluorescent probe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ly. A real鄄time fluorescent RAA using RAA integrated with fluorescent probe was established
to detect SjG28.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real鄄time fluorescent RAA was determined and optimized by using

gradient diluent SjG28 recombinant plasmid as template and the genomic DNAs from other helminths of S. mansoni,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 A ncylostoma duodenale, A scaris lumbricoides and Clonorchis sinensis as controls. Then th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detect SjG28 from genomic DNA extracted

S. japonicum.

Results

from

snails and feces of rabbits infected with

As low as 10 copies of SjG28 plasmid DNA could be detected by the developed real鄄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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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t RAA within 10 min. This method was able to detect SjG28 in the fecal samples from rabbit infected
with different dose of cercarias (20, 200 and 500) within 15 min and snail pool (50) mixed with 1, 2, 3, 4, 5 and

10 cercaria鄄positive snails within 10 min, however there was no product amplified from genomic DNAs extracted
from other helminths: S. mansoni, E. granulosus, A . duodenale, A . lumbricoides and C. sinensis.

Conclusion

novel and rapid RT鄄RAA method was established to detect S. japonicum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揖 Key words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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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与检测技术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具有重
要意义袁 化疗对象的确定及化疗效果评价袁 防治活
动的计划尧 实施和防治效果评价等各环节都需要诊
断检测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依据 咱1暂 遥 目前已有多种病
原学及免疫学方法应用于血吸虫病的检测袁 但在早
期诊断及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不甚理想 咱2鄄4暂遥 经
过多年积极防控袁 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处于历史较
低水平袁 人群感染率和感染度大幅度降低袁 新形势下
的血防工作对诊断方法的敏感性尧 特异性尧 稳定性以
及操作的便捷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咱5鄄6暂遥 同时袁 血吸虫
病是一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袁 可寄生于多种宿主袁
具有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特征袁 是被 WHO 列为极易

复现和再现 的被忽视热带病 之一 袁 低 流行 态 势下
的血吸虫病 防治工作需要敏感 而高效的监 测 预警
体系 咱7暂 遥
湖北钉螺 渊Oncomelania hupensis冤 是日本血吸
虫 渊 Schistosoma japonicum冤 的 惟 一 中 间 宿 主 袁 感
染性钉螺是血吸虫病传播的风险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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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靶标袁 有望为传染源及传播风险因素的检测等血
吸虫病监测预警工作提供一种有效的技术手段遥 本
实验室前期已建立一种可特异性扩增日本血吸虫基
因片段的重组酶介导的核酸等温扩增方法
渊recombinase aided amplification袁 RAA冤 咱8暂 袁 本研究
拟在此基础上探索使用荧光探针进一步提高 RAA
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袁 并改进检测结果的观察袁
用荧光信号取代紫外灯下琼脂糖凝胶电泳的观察方
法袁 建立更加快速简便的日本血吸虫核酸扩增检测
方法遥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重 组质 粒尧 日本 血吸 虫尧 实验 动物 尧 钉 螺 尧
基因组来源
含日本血吸 虫 G28 渊 SjG28冤 基因 片 段的 重组

质粒由本室构建保存遥 雄性日本大耳兔 20 只袁 体
质量 2~3 kg袁 购于扬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袁 动物
许可证号院 SYXK ( 苏) 2017鄄0049遥 日 本大 耳兔 经
腹部贴片感染 1 500 条日本血吸虫尾蚴 渊中国大陆

株袁 本所 钉螺 室提 供冤 袁 感染 后 42 d 安 乐 死 后 剖
杀袁 门静脉灌注法收集成虫袁 分离肝脏袁 组织匀浆
器研磨袁 经筛网过滤除去肝脏组织后收集虫卵遥 曼
氏 血 吸 虫 渊 Schistosoma mansoni冤 尧 细 粒 棘 球 绦 虫
渊Echinococcus granulosus冤尧 华支睾吸虫 渊Clonorchis
sinensis冤尧 似蚓蛔线虫 渊A scaris Lumbricoides冤尧 十
二指 肠钩 口 线 虫 渊 A ncylostoma duodenale 冤 基 因 组
DNA袁 以及阴性钉螺和日本血吸虫阳性钉螺均由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
重点实验室提供遥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血液/组织/细胞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购自天
根生化科技 渊北京冤 有限公司袁 粪 样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购自美国 Qiagen 公司袁 Taq DNA 聚合
酶 (5 U/滋l)尧 dNTP 购自美国 Promega 公司袁 引物及
探针由生工生物工程 渊上海冤 股份有限公司合成袁
50 伊 TAE 缓冲液尧 琼脂糖 购自北京索莱宝科 技有
限公司袁 DNA 分子质量标志物购自美国 MBI 公司袁
重组酶尧 单链结合蛋白尧 UvsY 蛋白尧 核酸外切酶
购自江苏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遥 荧光检测仪
渊F1620冤 为江苏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遥
1.3 设计引物及探针
根据本课题组前期对多个日本血吸虫来源的序
列片段的筛选袁 以 SjG28 基因片段作为靶序列遥 应
用 DNAMAN 7.0 软件进行序列比对袁 根据其保守
区序列设计 1 对引物和 1 条探针袁 上游引物为 Sch鄄

F院 5忆 鄄CATTGTGTGAGCAGCCAGGAAGTGACAATC鄄
3忆 袁 下 游 引 物 为 Sch鄄R院 5忆 鄄CTATATTAGAGGCGT鄄
GAGGTTATACAGTTA鄄3忆 袁 探 针为 Sch鄄P: 5忆鄄CATA鄄
GGAGGTCATCTTGTTCAAGGTCAAG/i6FAMdT//id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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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HQdT/CACCATCAACTCTTA鄄3忆 袁 用 Amplfix 分 析
软件分析其 可行性袁 引物和探 针由生工生 物 工程
渊上海冤 股份有限公司合成遥
1.4 荧光 RAA 反应体系的建立

荧 光 RAA 反 应 体 系 为 50 滋l 院 Tris 缓 冲 液
30 mmol/L尧 醋酸钾 100 mmol/L尧 醋酸镁 20 mmol/L尧
二硫苏糖醇 6 mmol/L尧 质量浓度为 6%的聚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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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袁 随着拷贝数的不断降低袁 检测到荧光信号的
时间也随 之延长袁 不同 拷贝 数的 扩增 均在 10 min
内完成袁 最低可以扩增出 10 拷贝的 SjG28 重组质
粒 渊图 1冤遥
10 000

置荧光检测仪中袁 39 益反应 30 min袁 每 20 s 采集 1
次荧光值遥
1.5 荧光 RAA 敏感性和特异性评价
将 SjG28 重组质粒进行梯度稀释袁 依次为 107 尧
106 尧 105 尧 104 尧 103 尧 102尧 10 拷贝/滋l袁 以稀释后的
重组质粒为模板进行扩增袁 观察荧光 RAA 的敏感
性遥
分别以日本血吸虫尧 曼氏血吸虫尧 细粒棘球绦
虫尧 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尧 似蚓蛔线虫尧 华支睾吸虫
基因组为模板进行荧光 RAA 检测袁 以评价该法的
特异性遥
1.6 荧光 RAA 检测日本血吸虫感染兔粪中的虫卵
DNA

20 只大耳兔分为 4 组袁 每组 5 只 袁 感染组分
别以 500尧 200 和 50 条日本血吸虫尾蚴腹部贴片法
感染袁 阴性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遥 感染后 42 d 以
塑料杯顶管孵化法检查兔粪袁 查见血吸虫毛蚴后收
集粪样袁 用粪样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粪样
DNA袁 以此为模板进行荧光 RAA 扩增遥
1.7 荧光 RAA 检测日本血吸虫感染钉螺的基因组
DNA

分别在 50 只阴性钉螺中混入 1尧 2尧 3尧 4尧 5尧
10 只阳性钉螺袁 将钉螺压碎袁 解剖镜下挑取软体
组织袁 参照血液/组织/细胞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
操作手册提取 DNA遥 以单只阴性钉螺提取的 DNA
为阴性对照袁 进行荧光 RAA 检测遥

2

2.1

结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8 000

渊PEG鄄35000冤尧 ATP 5 mmol/L尧 dNTPs 0.4 mmol/L尧
磷酸肌酸 80 滋g/U尧 单链结合蛋白 500 ng/滋l尧 重组
酶 200 ng/滋l尧 UvsY 蛋 白 200 ng/滋l尧 核 酸 外 切 酶

200 ng/滋l尧 荧光探针 150 nmol/L尧 DNA 聚合酶 150
ng/滋l尧 正向引物 400 nmol/L 和反向引物 400 nmol/L尧
日本血吸虫成虫基因组待测 DNA 50 ng遥 阴性对照
以 双 蒸 水 代 替 DNA遥 将 以 上 反 应 体 系 震 荡 混 均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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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院 阴性对照曰 A2~A8院 分别为 101 ~107 拷贝
A1: Negative control; A2鄄A8: 101 鄄107 copies of SjG28 plasmid

图 1 荧光 RAA 扩增不同拷贝数 SjG28 重组质粒的结果
Fig. 1 Detection of different copies of SjG28 plasmid by RT鄄RAA

2.2

荧光 RAA 的特异性
分别以日本血吸虫尧 曼氏血吸虫尧 细粒棘球绦
虫尧 十二指肠钩虫尧 蛔虫尧 华支睾吸虫基因组
DNA 进行荧光 RAA 检测袁 日本血吸虫基因组 DNA
所在的检测通道出现相应的特异性荧光扩增曲线袁
其他寄生虫基因组 DNA 所在的通道未见荧光扩增袁
无交叉反应 渊图 2冤遥
5 000
4 000

A1
A2
A3
A4
A5
A6
A7

3 000
2 000
1 000
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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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反应时间 time/min

20

A1院 日本血吸虫成虫曰 A2院 阴性对照曰 A3院 曼氏血吸虫曰 A4院 华支
睾吸虫曰 A5院 蛔虫曰 A6院 细粒棘球绦虫曰 A7院 十二指肠钩虫
A1: S. japonicum; A2: Negative control; A3: S. mansoni; A4: C.
sinensis; A5: A . Lumbricoides; A6: E. granulosus; A7: A . duodenale
图 2 荧光 RAA 检测不同虫种基因组 DNA 的特异性
Fig. 2 Specificity of RT鄄RAA to detect SjG28 from S.
japonicum genomic DNA

果

荧光 RAA 的敏感性
以不同拷贝数的 SjG28 重组质粒为模板进行荧
光 RAA 扩增袁 在 5 min 时即可观察到 明显的荧光

2.3 日本血吸虫感染兔粪中的虫卵 DNA 荧光 RAA
检测结果
荧光 RAA 分别检测 500尧 200 和 50 条尾蚴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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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兔粪 DNA袁 均能得到 有效的扩增袁 可检 测到
荧光袁 检测可在 15 min 内完成遥 阴性对照组 未检
测到荧光信号 渊图 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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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荧光 RAA 检测日本血吸虫感染兔粪中的虫卵 DNA 结果
Fig. 3 Sensitivity of RT鄄RAA to detect S. japonicum eggs in
fecal samples from rabbits infected with different dose of
cercariae

2.4

日本血吸虫感染钉螺的荧光 RAA 检测结果
含不同数量阳性钉螺的 50 只阴性钉螺提取的
日本血吸虫 DNA 经荧光 RAA 检测袁 均能得到有效
的扩增袁 可检测到荧光袁 检测结果可在 10 min 内

完成遥 而阴性钉螺提取的 DNA 样本经荧光 RAA 检
测袁 未检测到荧光信号渊图 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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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5院 50 只钉螺中分别混有 1尧 2尧 3尧 4尧 5尧 10 只阳性 钉螺 曰
A6院 阴性对照
A1 -A5: 50 snails mixed with 1, 2, 3, 4, 5, 10 infected snails;
A1: Negative control
图 4 荧光 RAA 检测日本血吸虫感染钉螺结果
Fig. 4 RT鄄RAA detects SjG28 in the genomic DNAs extracted
from snails mixed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cercaria鄄positive
snails

3

讨

性和特异性均较高的诊断技术袁 以满足现场防治工
作的需要遥 传统的病原学检测方法袁 如加藤厚涂片
法及尼龙绢集卵孵化法是目前用于血吸虫病诊断的
野金标准冶 袁 但操作过程费 时尧 费力袁 群众依 从性
低袁 且低度流行区漏检率较高 咱9鄄10暂 遥 目前常用的血
清学检测技术袁 如间接红细胞凝集试验以及胶体染
料试纸条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袁 在流行区化疗对象
的大规模筛查和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袁 但这些免疫诊断技术不能区别现症感染和
既往感染袁 疗效考核价值不理想袁 且可能由于抗原
与非特异性抗体的结合出现交叉反应遥
近年来袁 已有多种核酸检测方法应用于血吸虫

A1院 50 条尾蚴感染组曰 A2院 200 条尾蚴感染组曰 A3院 500 条尾蚴
感染组; A4院 阴性对照
A1: 50 cercariae; A2: 200 cercariae; A3: 500 cercariae; A4: Nega鄄
tive contro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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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当前我国血吸虫病呈低流行态势袁 流行区人群
血吸虫感染率和患者感染度均较低袁 亟需建立灵敏

感染的检测袁 包括常规 PCR 技术尧 荧光 定量 PCR
技术尧 巢式 PCR 技术和环介导等温扩增反应 渊LAMP冤
等咱11鄄15暂 遥 但常规 PCR尧 荧光定量 PCR 和巢式 PCR 技
术均需专门用于热循环反应的温度控制设备袁 且检
测时间较长袁 对检验人员技术要求高袁 难以在血吸
虫病防治现场推广应用遥
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曾建立了日本血吸虫特
异性基因片段的 RAA 检测方法袁 与经典的 PCR 相

比袁 检测可在 37 益进行袁 不依赖于复杂的温度控
制设备袁 且敏感性相当袁 以重组质粒为 模 板 袁 在
50 滋l 的反应体系中检测 敏感性为 1 000 个拷贝咱 8暂 遥
在此 基础上袁 本研究进 一步采用 荧光 探针 提高 了
RAA 检测方法的敏感性遥 其可行性在于 RAA 方法
的扩 增产物为均一的特 定长度的基 因 片段 袁 这 是
RAA 与另一经 典的核酸等 温 扩增 LAMP 法 的不 同
之处遥 LAMP 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种恒温核酸
体外扩增技术袁 其反应灵敏度高于巢式 PCR袁 若使
用荧 光染料袁 还可以直 接肉眼观 察反 应结 果遥 然
而袁 LAMP 反应获得的扩增产物是一些大小不等的
片段袁 无法直接克隆和测序袁 只能用于定性判断目
的基因的存在袁 且这些产物易形成气溶胶袁 造成检
测环境的污染 咱16暂 遥 RAA 法是采用来自于大肠埃希
菌 (Escherichia coli) 的重组酶与引物形成酶和引物
的聚合体袁 在模板 DNA 上搜索到与引物互补的序
列区域时袁 在单链 DNA 结合蛋白的帮助下使模板
DNA 解 链 袁 并 在 DNA 聚 合 酶 的 作 用 下 形 成 新 的
DNA 互补链袁 因此反应产物为与常规 PCR 相同的
均一的特定长度的基因片段遥 荧光 RAA 在重组酶
介导的核酸等温扩增的基础上加入荧光探针袁 在保
证特异性的基础上袁 敏感性进一步提高袁 50 滋l 的
反应体系中最低可检出 10 拷贝的重组质粒袁 与前
期建立的 RAA 方法相比提高了 2 个数量级遥 借助
于小型荧光反应仪袁 荧光 RAA 扩增的荧光信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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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 时 观测 袁 取 代了 约需 1 h 的凝 胶 电 泳 观 测 方
法袁 整个检测反 应过程进一步缩短 袁 可在 10耀15
min 内完成袁 使检测反应更加快捷遥
本研究成 功检 测到 日本 血吸 虫感 染兔 粪 中的

DNA袁 显示 了该 方 法在 血吸 虫病 诊断 中的 应 用 前
景遥 日本血吸虫成虫主要寄生于门静脉系统和肠系
膜静脉袁 虫卵脱落进入肠腔袁 随粪便排出体外袁 因
而粪便是主要的检测样品遥 传统的病原学检测方法
即以粪便作为检测样品袁 但以粪样中的虫卵作为检
测对象袁 不适于血吸虫病的早期诊断袁 至虫卵脱落
随粪便排出袁 已有大量虫卵沉积在肝脏袁 对宿主造
成进行性损害 咱17暂 遥 血吸虫自尾蚴侵入皮肤至发育成
熟过程中袁 不断更新脱落的表膜或死亡虫体尧 虫卵
崩解所含的血吸虫 DNA 有可能进入体循环袁 血液

中可能存在微量血吸虫核酸片段袁 并且目前现场防
治工作中群众对粪检的依从性较低袁 荧光 RAA 在
以血吸虫病患者血清作为检测样本中的应用值得进
一步研究遥 本研究中日本血吸虫感染性钉螺及非感
染性钉螺经荧光 RAA 检测袁 均得到与传统的逸蚴
法一致的结果袁 有望建立一种新的钉螺检测方法遥

传统的钉螺解剖采用镜检法袁 仅能从形态上鉴别出
处于尾蚴或子胞蚴发育阶段的感染性钉螺遥 日本血
吸虫在钉螺体内经过毛蚴袁 母胞蚴袁 子胞蚴及尾蚴
各发育阶段袁 历时至少 42 d袁 甚至长达 160 d 咱18暂 遥
因此袁 本课题组拟进一步开展荧光 RAA 法在感染
性钉螺早期检测方面的应用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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