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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离ＤＮＡ的棘球蚴病诊断标志物的

筛选和应用初探

王莹１，贡桑曲珍２，庞华胜２，伍卫平１，张瞡１，沈玉娟１，曹建平１

（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合作中心，科技部国家级热带病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卫生部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０２５；２．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包虫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

【摘要】　目的　筛选棘球蚴病（包虫病）潜在诊断标志物的游离ＤＮＡ（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ｃｆＤＮＡ）序列，并初步探讨其诊断价

值。　方法　从西藏自治区采集确诊细粒棘球蚴病患者外周血，分离血浆，提取ｃｆＤＮＡ并重测序；对测序数据进行生物

信息学分析，并与人参考基因组和细粒棘球绦虫基因组综合比对，筛选诊断标志物候选序列；分别以细粒棘球蚴病患者

和健康人血浆ｃｆＤＮＡ为模板，采用ｑＰＣＲ分析诊断标志物候选序列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共采集６份细粒棘球

蚴病患者血浆，提取的血浆ｃｆＤＮＡ条带较为均一，主要集中于１５０～２００ｂｐ；经重测序和序列比对获得一组候选序列，

ｑＰＣＲ分析后初步筛选出一条１０１碱基的序列，用其检测８例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浆ｃｆＤＮＡ，其中５例阳性，敏感性为

６２．５％；检测健康人血浆的特异性为８７．５％（７／８）。　结论　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浆中存在虫源ｃｆＤＮＡ，该序列具有作

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在价值。

【关键词】　棘球蚴病；包虫病；细粒棘球蚴病；诊断；标志物；游离Ｄ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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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球蚴病是棘球绦虫（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狊狆狆．）幼虫感

染引起的一种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和畜牧业发展的人兽

共患寄生虫病，俗称为包虫病，是我国重点防治的寄生

虫病。棘球蚴病主要有细粒棘球绦虫（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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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７７２２５）；国家卫健委包虫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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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Ｅ．ｇ）幼虫引起的细粒棘球蚴病（ｃｙｓｔｉｃ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和多房棘球绦虫（犈．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

犾犪狉犻狊，Ｅ．ｍ）幼虫引起的多房棘球蚴病（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ｅｃｈｉ

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ＡＥ）。我国是棘球蚴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全国流行县３７０个，流行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４０％以上，患病人数超过１６万，受威胁人口近６０００

万，均居全球首位［１－２］。棘球蚴病在感染早期无临床

症状，通常在形成棘球蚴囊后才出现明显症状，因此给

棘球蚴病的诊断，特别是早期诊断，带来巨大挑战［３］。

目前，棘球蚴病的诊断通常采用超声检查，结合棘

球蚴病特征性影像和流行病学调查作为诊断依据，但

无法实现早期诊断，且对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临床

经验依赖程度较高。免疫学检测方法在早期诊断方面

优于超声检查，但常与其他绦虫、吸虫有交叉反应，使

得假阳性率较高［３－５］。亟待研发敏感、特异的具有早

期诊断价值的新方法。

基于特异性核酸标志物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已在多

种疾病中被证明是敏感、特异、高效的检测方法，在棘

球蚴病检测和诊断领域也已开展相关探索，如聚合酶

链式反应（ＰＣＲ）
［６－７］、荧光ＰＣＲ

［８］、环介导等温扩增

（ＬＡＭＰ）
［９］等，但多用于感染动物的检测。游离ＤＮＡ

（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ｃｆＤＮＡ）是存在于血液、尿液和唾液等

体液中的细胞外游离状态的ＤＮＡ分子，近年来作为

标志物已应用于癌症［１０］、产前筛查［１１］、感染和损伤［１２］

等方的诊断研究。寄生虫源的游离ＤＮＡ可能是虫体

在生长、发育、成熟和崩解等过程中分泌或释放的

ＤＮＡ分子进入宿主体液循环而形成
［１３］，虫源游离

ＤＮＡ已在疟原虫
［１４］、血吸虫［１５］和锥虫［１６］等寄生虫研

究中被证明可作为寄生虫病检测或诊断的核酸靶标。

本研究拟通过重测序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可

作为棘球蚴病诊断标志物的ｃｆＤＮＡ片段，并初步探讨

其诊断价值，为优化棘球蚴病检测和诊断提供新思路。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样品　确诊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浆采自西藏自

治区；对照组健康人（体检健康者）血浆采集自非棘球

蚴病流行区。

１．２　主要试剂　ｃｆＤＮＡ提取试剂盒（ＱＩＡａｍｐ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ｎｇＮｕｃＡｃｉｄＫｉｔ）购自德国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ｑＰＣＲ试

剂（ＦａｓｔＳｔａ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Ｍａｓｔｅｒ（ＲＯＸ））

购自瑞士Ｒｏｃｈｅ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ｃｆＤＮＡ的提取　取新鲜采集的细粒棘球蚴病患

者外周血血浆，按照ｃｆＤＮＡ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总

ｃｆＤＮＡ，－２０℃保存备用。

２．２　重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提取的ｃｆＤＮＡ交由

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基因组重测序，

ＤＮＡ片段经过末端修复，加ｐｏｌｙＡ尾，加测序接头、

纯化、扩增等步骤完成文库构建并进行双端测序。原

始测序数据用软件 ＦａｓｔＱＣ进行质量控制，用软件

Ｔｒｉｍｍｏｍａｔｉｃ进行数据过滤，去除低质量数据，获得

有效ＣｌｅａｎＲｅａｄｓ。ＣｌｅａｎＲｅａｄｓ数据与Ｅ．ｇ参考基因

组 （ｈｔｔｐ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ｗｏｒｍｂａｓｅ．ｏｒｇ／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ｇｒａｎｕｌｏｓｕｓ＿ｐｒｊｎａ１８２９７７／Ｉｎｆｏ／Ｉｎｄｅｘ／）比对，提取比对

匹配的序列；与人参考基因组比对，剔除比对匹配的序

列；再与Ｅ．ｇ基因组比对获得Ｅ．ｇｃｆＤＮＡ序列。将多

个细粒棘球蚴病患者ｃｆＤＮＡ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提取

在所有患者血样中均有分布的Ｅ．ｇｃｆＤＮＡ序列作为细

粒棘球蚴病诊断标志物候选序列。

２．３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以８份细粒棘球蚴病患

者和８份对照组健康人血浆ｃｆＤＮＡ作为阳性和阴性

对照，采用ｑＰＣＲ对诊断标志物候选序列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进行分析。ｑＰＣＲ反应体系（１０μｌ）：２×Ｆａｓｔ

Ｓｔａ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Ｍａｓｔｅｒ５μｌ，上、下游引

物各０．３μｌ，ＤＮＡ模板１μｌ，双蒸水３．４μｌ。ｑＰＣＲ反

应条件：９５℃１０ｍｉｎ；９５℃１５ｓ，６０℃３０ｓ，共４０个

循环。

结　果

１　犮犳犇犖犃的提取与鉴定

共采集６份细粒棘球蚴病患者外周血血浆，采用

试剂盒提取ｃｆＤＮＡ后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２１００生物分析仪进

行质检，结果见图１。提取的ｃｆＤＮＡ主要集中于１５０

～２００ｂｐ，条带较为均一，符合基因组重测序要求。

　　

Ｌ　ＤＮＡ标志物　１～６　患者血浆ｃｆＤＮＡ１～６
图１　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浆提取的犮犳犇犖犃２１００生物

分析仪质检结果

Ｌ　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　１－６　ｃｆＤＮ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１－６

犉犻犵．１　犮犳犇犖犃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犆犈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狆犾犪狊犿犪犪狀犪犾狔狕犲犱

犫狔２１００犫犻狅犪狀犪犾狔狕犲狉

２　犮犳犇犖犃重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对６份细粒棘球蚴病患者ｃｆＤＮＡ样品进行重测

序，测序数据ＧＣ含量与理论分布一致（图２Ａ），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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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出现在Ｑ３６（图２Ｂ），测序质量较高。测序数据与

Ｅ．ｇ参考基因组比对，证实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浆中

存在Ｅ．ｇ虫源ｃｆＤＮＡ（表１）。

表１　重测序数据比对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狆狆犻狀犵狊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狉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犻狀犵犱犪狋犪犳狉狅犿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品名

Ｓａｍｐｌｅｓ

有效ｒｅａｄｓ数

Ｃｌｅａｎｒｅａｄｓ

重复ｒｅａｄｓ数

Ｄｕｐｒｅａｄｓ

去除重复后ｒｅａｄｓ数

ＲｍＤｕｐｒｅａｄｓ

比对成功ｒｅａｄｓ数

Ｍａｐｐｅｄｒｅａｄｓ

比对成功率

Ｍａｐｐｅｄｒａｔｅ（％）

平均测序深度

Ｍｅａ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 ７４５４７１８２６ ６４１０４８６９ ６８１３６６９５７ ６７８９０８５５５ ９９．６４ ２８．４８２８×

２ ８７３９２０６３２ ３８３８５５５６８ ４９００６５０６４ ４８７９１０７９９ ９９．５６ ２１．５４２１×

３ ６３９７９７８８８ ３９８７０８８０７ ２４１０８９０８１ ２３５４４０６６５ ９７．６６ １０．３６４３×

４ ９７８８１１６１４ ３６８５４９４３１ ６１０２６２１８３ ６０８５１５４０４ ９９．７１ ２６．８５６６×

５ １１６１４２３１０６ １１６１４２３１０６ ７２９４１６７７８ ７２７２６７６３０ ９９．７１ ３２．０６２９×

６ ７８９５１４５６４ ３５６８３５５８２ ４３２６７８９８２ ４２９４２９９７０ ９９．２５ １８．９３９９×

　　

Ａ　测序数据ＧＣ含量分布图　Ｂ　测序数据碱基质量分布图

图２　测序数据质量控制

Ａ　Ｇ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Ｂ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犉犻犵．２　犙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犱犪狋犪

　　分析比较６份细粒棘球蚴患者ｃｆＤＮＡ序列，提取

在所有患者序列中均存在的ｃｆＤＮＡ序列，即为诊断标

志物候选序列。

３　候选犮犳犇犖犃序列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分别用８份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浆和８份健康人

血浆提取的ｃｆＤＮＡ为模板通过ｑＰＣＲ法分析候选序

列用于检测的特异性与敏感性。候选序列逐一验证，

部分ｑＰＣＲ结果如图３所示。从多条候选序列中筛选

出 以 下 序 列： ＧＣＡＡＧＡＴＣＴＴＣＡＣＧＡＧＣＣＴ

ＣＡＧＡＧＡＡＴＴＣＡＣＣＴＴＣＴＴＣＣＡＴＧＣＣＴＴＣＡＣＣＧ

ＡＣＧＴＡＣＣＡＡＴＧＡＡＣＧＡＡＴＧＣＡＣＧＣＴＴＧＣＣＧＴＡ

ＣＡＴＡＡＧＡＴＣＡＡＡＣＴＴＧＴＧ，长度为１０１个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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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ＰＣＲ检测该序列，８份细粒棘球蚴患者样品中５份阳

性（敏感性为６２．５％），８份健康人样品中１份阳性（特

异性为８７．５％）。

　　

注：ｘ轴为循环数；ｙ轴为荧光强度
图３　部分候选序列狇犘犆犚结果

Ｎｏｔｅｓ：ｘＡｘｉｓｃｙｃｌｅｓ；ｙＡｘｉｓΔＲｎ
犉犻犵．３　狇犘犆犚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狆犪狉狋犻犪犾犮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讨　论

棘球蚴病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影响流行区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畜牧业生产，是我国西北部农牧

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有助于提高棘球蚴病治疗效果。目前采用

的超声检查为无创检查方法，是棘球蚴病筛查和诊断

的首选方法，但无法实现早期诊断，只能在体内形成较

大棘球蚴囊后才能识别。实际检查中采用的腹部超声

检查仅能对腹腔进行检查，不能发现腹部以外的病灶，

检查过程中对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临床经验要求

高，易与肝囊肿、肝血管瘤等混淆［３］，且对于２ｃｍ以内

缺乏特征影像结构的小囊无法诊断，从而易导致漏诊

或误诊。免疫学检测方法在早期诊断方面优于超声检

查，但目前用于免疫学检测的抗原多为粗抗原，为来源

于囊液、原头蚴、囊壁等的虫体成分，通常敏感性较高，

但特异性不足，加之与其他绦虫、吸虫常有交叉反应使

得免疫学检测结果通常假阳性率高［４－５］，通常只在棘

球蚴病影像不典型时作为辅助诊断。

分子生物学方法已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检测和诊

断，对棘球蚴病诊断期望获得较好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核酸标志物作为检测靶标。本研究应用基因组重测序

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证实在细粒棘球蚴病患者血

浆中存在Ｅ．ｇ虫源ｃｆＤＮＡ，近期也有研究证实在棘球

蚴病患者血清和感染动物的血清中存在虫源ｃｆＤ

ＮＡ
［１７－１８］，表明体液虫源ｃｆＤＮＡ可作为标志物应用于

棘球蚴病的诊断。而在早前的一项研究中，仅能在包

囊破裂的棘球蚴病患者血清中检测到Ｅ．ｇ虫源ＤＮＡ，

在包囊未破裂的患者血清和尿液中未能检出［７］。这可

能与传统ＰＣＲ检测灵敏度不够以及ｃｆＤＮＡ在血清中

含量低于血浆［１９］有关。

本研究结合Ｅ．ｇ参考基因组和人参考基因组数据

及６组细粒棘球蚴病患者重测序数据综合分析，获取

一组诊断标志物候选序列，通过患者血浆ｃｆＤＮＡ和对

照组健康人血浆ｃｆＤＮＡ分析候选序列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初步筛选出一条具有潜在诊断价值的序列，为优

化棘球蚴病检测和诊断提供了新思路。但本筛选方法

需逐一验证每条候选序列，工作量大，ｑＰＣＲ条件难以

优化至最佳，需探索高通量筛选方法。通过扩大样本

量，采集感染不同疾病时期、不同型别棘球蚴病患者血

样，可望筛选出更理想的核酸诊断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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