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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酶介导等温核酸扩增技术检测细粒棘球绦虫

方法的建立及初步应用评价

周鸿让，王晓玲，许秋利，艾琳，陈木新，余晴，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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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建立一种新的敏感、特异且能快速检测细粒棘球绦虫Ｇ１的重组酶介导扩增技术（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ｓｅａｉｄｅｄｉ

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Ａ）。　方法　以细粒棘球绦虫Ｇ１（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Ｇ１，ＥｇＧ１）线粒体基因序列（ＧｅｎＢａｎｋＮｏ．

ＡＦ２９７６１７）作为靶序列设计合成引物，以ＥｇＧ１ＤＮＡ为模板进行ＲＡＡ扩增，反应产物预期大小为２８４ｂｐ。以聚合酶链

式反应（ＰＣＲ）作为平行对照，应用ＲＡＡ扩增不同稀释浓度的基因组ＤＮＡ及梯度稀释的含目的基因片段不同拷贝数的

ｐＭＤ１９Ｔ（Ｓｉｍｐｌｅ）克隆质粒，以评价ＲＡＡ检测方法的检测灵敏度；应用此方法检测多房棘球绦虫、牛带绦虫、亚洲带绦

虫、多头带绦虫、犬复孔绦虫、犬弓首蛔虫、毛首鞭形线虫、贾第鞭毛虫、肝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大片吸虫以及华支睾吸

虫基因组ＤＮＡ，以评价方法的特异性。方法优化后用于检测感染ＥｇＧ１的动物组织标本（１０份）、模拟现场阳性犬粪标

本（３份）以及现场阳性犬粪标本（５份），以验证该项检测技术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结果　建立的ＲＡＡ法可在４０ｍｉｎ

内特异性扩增ＥｇＧ１的目的基因片段，最低可检测量为１０ｐｇ；以重组质粒为模板，ＲＡＡ法最低检出质粒拷贝数为１０４

个。用建立的ＲＡＡ法检测其他寄生虫（包括多房棘球绦虫）结果均为阴性。用优化的ＲＡＡ方法检测感染ＥｇＧ１的动物

组织标本以及阳性粪便标本（包括模拟现场粪便标本），结果均为阳性，且与ＰＣＲ检测结果一致。　结论　建立的针对

ＥｇＧ１的ＲＡＡ方法，其具有简便快捷、检测灵敏度与特异性均较好的特点，可望用于细粒棘球绦虫虫种的鉴定以及棘球

蚴病基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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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共患病。常见的两种包虫病是囊型棘球蚴病

（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和泡型棘球蚴病（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ＡＥ）
［１－２］，分别由细粒棘球绦虫（犈

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与多房棘球绦虫（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

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幼虫所致
［３－４］。棘球蚴病呈世界

性分布，中国是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细粒棘球

蚴病多见，其流行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广大农牧地区，

如甘肃、新疆、青海、四川以及西藏等［５－８］。该病是一

种具有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意义的寄生虫病，可造成严

重的疾病负担，并影响公共卫生安全和畜牧业发

展［９－１１］。根据张梦媛等［１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调查，估

算我国棘球蚴病的伤残损失寿命年为２９．３６万人年，

减寿年数为２．８８万人年，疾病负担为３２．２４万人年。

据我国农业部推算，我国每年患包虫病的家畜在５０００

万头以上，因家畜死亡和脏器废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超过３０亿元
［１３］。Ｂｕｄｋｅ等

［９］研究估计由ＣＥ导致

的全球负担大约为１００００００个伤残调整寿命年（ＤＡ

ＬＹｓ）或１．９４亿美元的年度损失，由ＡＥ导致的全球负

担大约为６０００００个伤残调整寿命年（ＤＡＬＹｓ）。

细粒棘球绦虫在我国主要以绵羊／犬科动物宿主

进行生活史循环，其中终宿主犬科动物是该病的主要

传染源。早期、准确的诊断和检测，实时监测各类宿主

的感染情况，从源头控制传染源，阻断流行是关键［２］。

因此，建立一种对中间宿主和终末宿主（包括犬粪便）

的快速、敏感、高效的检测方法，将对囊型棘球蚴病的

预防和控制等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

寄生虫病领域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核酸扩增技术

－重组酶介导的核酸等温扩增方法（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ｓｅａｉ

ｄｅｄ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Ａ）得以发展与应

用，此技术在恒温条件下（３７℃）可快速得出检测结

果，荧光法可在５～３０ｍｉｎ得出结果
［１４－１６］。

本研究基于细粒棘球绦虫Ｇ１（ＥｇＧ１）线粒体基因

设计一对用于ＲＡＡ检测的特异性引物，可快速鉴定

源自中间宿主或终末宿主的 ＥｇＧ１。该方法不依赖

ＰＣＲ仪，反应快速，操作简便，且在３７℃恒温条件下

即可完成对标本的检测。该方法的建立将为细粒棘球

蚴病病原检测和疾病监测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寄生虫标本及其基因组ＤＮＡ　细粒棘球绦虫包

囊与原头节、牛带绦虫成虫与孕节、亚洲带绦虫、毛首

鞭形线虫、肝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大片吸虫、以及华

支睾吸虫基因组ＤＮＡ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

虫病预防控制所健教中心所提供；多房棘球绦虫及棘

球蚴囊泡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所重点实验室提供；犬复孔绦虫、犬弓首蛔虫、多头带

绦虫由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寄生虫病研究中心与

海南医学院提供；蓝氏贾第鞭毛虫由安徽科技学院动

物科学学院提供；感染细粒棘球绦虫的动物组织标本

分别采自四川（１份），新疆（３份）和青海省（６份）；现

场阳性犬粪标本５份，均采自青海省。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血液／组织ＤＮＡ提取试剂盒

以及粪便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购自美国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ＴａｑＤＮＡ 聚合酶（５Ｕ／μＬ）、ｄＮＴＰｓ、Ｍｇｃｌ２、１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ｕｆｆｅｒ购自Ｔａｋａｒａ（上海）公司；ＰＣＲ引物由

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合成；５０×ＴＡＥ 缓冲液和

Ａｇａｒｏｓｅ琼脂糖购自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００

ｂｐ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志物为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产品；ＲＡＡ试剂盒购自江苏奇天基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ｐＭＤ１９Ｔ（Ｓｉｍｐｌｅ）克隆目的基因由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构建。

２　方法

２．１　引物设计与合成　ＲＡＡ的引物长度一般在２８～

３５ｂｐ之间。本研究基于细粒棘球绦虫Ｇ１线粒体基

因序列（ＧｅｎＢａｎｋＮｏ．ＡＦ２９７６１７），采用引物设计软件

（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６）设计引物（表１示），由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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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犚犃犃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狅犳犈犵犌１犫狔犚犃犃犿犲狋犺狅犱

物种

ＴａｒｇｅｔＳｐｅｃｉｅ

基因序列号

ＧｅｎＢａｎｋＮｏ．

引物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扩增子长度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ｓｉｚｅ（ｂｐ）

细粒棘球绦虫Ｇ１
（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Ｇ１）

ＡＦ２９７６１７
ＥｇＦ

ＥｇＲ

ＡＧＡＴＴＧＡＴＧＡＴＧＧＴＧＴＴＧＡＴＧＡＴＧＣＴＴＧＴＴ

ＣＴＣＡＴＡＣＣＣＧＡＧＴＴＡＡＴＡＣＡＧＴＣＡＧＣＣＴＡＡ
２８４

２．２　ＤＮＡ提取　利用血液／组织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

按照说明书步骤进行寄生虫标本的ＤＮＡ提取。

阳性犬粪便经反复冻融以及匀浆仪（加陶瓷珠）处

理后，利用粪便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按照说明方法提取

ＤＮＡ。

２．３　ＲＡＡ体系及反应程序　根据重组酶介导的等温

扩增反应原理，基础ＲＡＡ检测在５０μｌ体系中进行，

按照ＲＡＡ基础反应试剂盒使用说明操作。反应体

系：双蒸水１７．５μｌ，缓冲液２５μｌ，正、反向引物（１０

μｍｏｌ／Ｌ）各２μｌ，ＤＮＡ模板１μｌ，醋酸镁（２８０ｍｍｏｌ／

Ｌ）２．５μｌ。所有成分除醋酸镁外全部同时加入０．２

ｍＬ反应管（反应管预先冻干有ＳＳＢ８００ｎｇ／μｌ，ｕｖｓＸ

１２０ｎｇ／μＬ，ＤＮＡ聚合酶３０ｎｇ／μｌ）。于每个反应管中

加入２．５μｌ２８０ｍｍｏｌ／Ｌ醋酸镁溶液启动反应。将以

上反应体系混合均匀，置水浴锅或ＰＣＲ仪，在３７℃条

件下反应４０ｍｉｎ。反应结束后取出反应管，每管加入

５０μｌ酚／氯仿（１∶１），振荡均匀，１２０００ｇ离心１ｍｉｎ，

吸取７μｌ上层溶液进行２％琼脂糖凝胶电泳（１２０Ｖ

４５ｍｉｎ），置紫外灯下观察。

２．４　ＰＣＲ体系及反应程序　ＰＣＲ扩增在５０μｌ混合

物中进行，反应体系：模板ＤＮＡ１μｌ，正、反向引物（１０

μｍｏｌ／Ｌ）各１μｌ，１０ ×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ｕｆｆｅｒ５μｌ，２５．０

ｍｍｏｌ／Ｌ氯化镁 ３μｌ，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ｄＮＴＰｓ４μｌ，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５Ｕ／μＬ０．４μｌ，加无菌双蒸水补足至

５０μｌ。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６ｍｉｎ；９５℃３０ｓ，５９℃

３０ｓ，７２℃４５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ｍｉｎ。取７μｌ

溶液进行１．８％琼脂糖凝胶电泳（１２０Ｖ４５ｍｉｎ），置紫

外灯下观察。

２．５　ＲＡＡ方法的灵敏度测定

２．５．１　以细粒棘球绦虫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的灵敏度

测定　将提取的细粒棘球蚴囊基因组ＤＮＡ配制成１０

ｎｇ／μｌ，然后进行一系列不同浓度的稀释，分别得到浓

度为１０、５、１、０．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ｎｇ／μｌ的样品，进行

ＲＡＡ和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置

紫外灯下观察结果。

２．５．２　以含细粒棘球绦虫目的基因重组质粒为模板

的灵敏度测定　以细粒棘球绦虫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

进行ＰＣＲ反应，扩增产物与ｐＭＤ１９Ｔ（Ｓｉｍｐｌｅ）克隆

载体连接，构建重组质粒。连接产物转化大肠杆菌

ＴＯＰ１０，挑取阳性菌落，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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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组质粒。各取１μｌ不同浓度的重组质

粒进行ＲＡＡ和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

泳后置紫外灯下观察结果。

２．６　ＲＡＡ方法的特异性测定　分别以多房棘球绦

虫、牛带绦虫、亚洲带绦虫、多头带绦虫、犬复孔绦虫、

犬弓手蛔虫、毛首鞭形线虫、贾第鞭毛虫、肝片吸虫、卫

氏并殖吸虫、大片吸虫以及华支睾吸虫基因组ＤＮＡ

为模板进行ＲＡＡ和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

胶电泳后置紫外灯下观察结果。

２．７　不同种类标本的 ＲＡＡ 法检测　应用建立的

ＲＡＡ方法分别对感染细粒棘球绦虫的动物组织标本

（１０份）、模拟现场阳性犬粪标本（３份）以及现场阳性

犬粪标本（５份）进行检测。

模拟样本：采自上海的阴性犬粪３份，加入不同含

量的细粒棘球绦虫包囊组织后用粪便ＤＮＡ试剂盒提

取基因组ＤＮＡ，用于ＲＡＡ以及ＰＣＲ检测。

现场标本：感染动物组织标本（１０份）、阳性犬粪

便（５份）经血液／组织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或粪便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提取ＤＮＡ，用于ＲＡＡ以及ＰＣＲ检测。

结　果

１　目的片段的扩增

将获取的细粒棘球绦虫 Ｇ１基因组 ＤＮＡ 进行

ＲＡＡ以及ＰＣＲ鉴定。从图１中看出，两种扩增方法

均得到与预期大小一致的片段。序列分析表明扩增片

段均是目的基因片段。

　　 Ａ　以ＥｇＧ１包囊基因组为模板的ＲＡＡ扩增　Ｂ　以ＥｇＧ１包囊基

因组为模板的ＰＣＲ扩增　１　ＥｇＧ１基因组扩增产物　Ｎ　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标志物

图１　犈犵犌１包囊基因组犇犖犃犚犃犃和犘犆犚扩增产物２％琼脂糖凝胶
电泳分析

Ａ　ＴｈｅＲＡＡ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ＥｇＧ１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Ｂ　Ｔｈｅ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ＥｇＧ１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１

　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１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ｓ

犉犻犵．１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２％犪犵犪狉狅狊犲犵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犚犃犃犪狀犱犘犆犚

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犳犈犵犌１犵犲狀狅犿犻犮犇犖犃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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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同反应时间的犚犃犃扩增结果

以细粒棘球绦虫Ｇ１基因组为模板的ＰＣＲ产物

构建标准质粒，分别在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ｍｉｎ条

件下进行ＲＡＡ扩增，结果见图２。随着反应时间的增

加，目的条带越渐清晰。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　分别为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ｍｉｎ扩增产物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４　分别为不同时间条件下的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
标志物

图２　标准质粒不同反应时间犚犃犃扩增产物２％琼脂糖

凝胶电泳分析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　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５，１０，２０，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ｍｉ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２，４，６，８，

１０，１２，１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ｓ

犉犻犵．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犚犃犃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狑犻狋犺２％犪犵犪狉狅狊犲犵犲犾

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犲狌狊犻狀犵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狆犾犪狊犿犻犱

犪狊狋犲犿狆犾犪狋犲

３　犚犃犃法的灵敏度

以细粒棘球绦虫Ｇ１基因组为模板进行ＲＡＡ，在

５０μｌＲＡＡ 反应体系中至少可检０．０１ｎｇ基因组

ＤＮＡ，其检测灵敏度为２００ｆｇ／μｌ（图３）。以重组质粒

为模板进行ＲＡＡ，在５０μｌＲＡＡ反应体系中至少可

检出１０４个拷贝的重组质粒，检测灵敏度为２００个拷

贝／μｌ（图４）。

　　

Ａ　以ＥｇＧ１基因组为模板的ＲＡＡ检测灵敏度　Ｂ　以ＥｇＧ１基

因组为模板的ＰＣＲ检测灵敏度　１～７　模板浓度分别为１０、５、１、０．５、

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ｎｇ／μｌ　Ｎ　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标志物
图３　以犈犵犌１基因组犇犖犃为模板的犚犃犃与犘犆犚法的

检测灵敏度比较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ＡＡａｓｓａｙｗｉｔｈＥｇＧ１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Ｂ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ＣＲｗｉｔｈＥｇＧ１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１－７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１０，５，１，０．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ｎｇ／μｌ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ＤＮ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ａ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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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犚犃犃法的特异性

分别以细粒棘球绦虫、多房棘球绦虫、牛带绦虫、

亚洲带绦虫、多头带绦虫、犬复孔绦虫、犬弓首蛔虫、毛

首鞭形线虫、贾第鞭毛虫、肝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大

片吸虫、以及华支睾吸虫基因组 ＤＮＡ 为模板进行

ＲＡＡ，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仅以细粒棘球绦

虫基因组为模板扩增出一条特异性条带，与ＰＣＲ结果

相同（图５）。

　　

Ａ　以质粒为模板ＲＡＡ检测灵敏度　Ｂ　以质粒为模板ＰＣＲ检

测灵敏度　１～５　模板质粒浓度分别为１０５、１０４、１０３、１０２、１０个拷贝／

μｌ　Ｎ　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标志物

图４　以重组质粒为模板的犚犃犃与犘犆犚的检测灵敏度比较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ＡＡａｓｓａｙ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Ｂ　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ＣＲｗｉｔｈ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１－５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１０５，１０４，１０３，１０２，１０ｃｏｐｉｅ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ｐｌａｓｍｉｄ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ｓ

犉犻犵．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犚犃犃犪狀犱犘犆犚狌狊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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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ＲＡＡ特异性验证　Ｂ　ＰＣＲ特异性验证　１　ＥｇＧ１　２　多

房棘球绦虫　３　牛带绦虫　４　亚洲带绦虫　５　多头带绦虫　６　犬

复孔绦虫　７　犬弓首蛔虫　８　毛首鞭形线虫　９　贾第鞭毛虫　１０

　肝片吸虫　１１　卫氏并殖吸虫　１２　大片吸虫　１３　华支睾吸虫　

Ｎ　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标志物

图５　以不同基因组犇犖犃为模板的犚犃犃和犘犆犚特异性比较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ＲＡＡａｓｓａ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ａｓ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　Ｂ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ＣＲａｓｓａ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ａｓ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　１　ＥｇＧ１　２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ｌａｒｉｓ　３　Ｔａｅｎｉａｓａｇｉｎａｔａ

　４　Ｔａｅｎｉ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５　Ｔａｅｎｉ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ｐｓ　６　Ｄｉｐｙｌｉｄｉｕｍｃａｎｉｎｕｍ　

７　Ｔｏｘｏｃａｒａｃａｎｉｓ　８　Ｔｒｉｃｈｕｒｉｓ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９　Ｇｉａｒｄｉａｌａｍ

ｂｌｉａ　１０　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ａ　１１　Ｐａｒａｇｏｎｉｍｕｓ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ｉ　１２　Ｆａｓ

ｃｉｏｌａｇｉｇａｎｔｉｃａ　１３　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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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模拟标本及现场标本的检测

分别取感染细粒棘球绦虫的动物组织标本、模拟

现场阳性犬粪标本以及现场阳性犬粪标本进行ＲＡＡ，

均能得到有效扩增，试验可在４０ｍｉｎ内完成，并与

ＰＣＲ检测结果一致（图６－８）。

　　

Ａ１　以感染组织标本为模板的ＲＡＡ检测　Ａ２　以感染组织标本

为模板的ＰＣＲ检测　１　阳性对照　２　四川标本　３～５　新疆标本

　６～１１　青海标本　Ｎ　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标志物

图６　感染组织标本犚犃犃与犘犆犚检测

Ａ１　ＲＡ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ｍｐｌｅ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Ａ２　

ＰＣ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ｍｐｌｅａ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　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ｉｃｈｕａｎ　３－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６－

１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Ｑｉｎｇｈａｉ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

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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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　ＲＡＡ检测　Ｂ２　ＰＣＲ检测　１　阳性对照　２－４　模拟阳

性犬粪样本　Ｎ　阴性对照　Ｍ　ＤＮＡ标志物

图７　模拟阳性犬粪犚犃犃法与犘犆犚检测

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ｏｇｆｅ

ｃｅｓ　Ｂ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Ｃ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ｏｇｆｅ

ｃｅｓ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４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ｏｇｓａｍｐｌｅ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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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　ＲＡＡ盲测结果　Ｃ２　５、１７、１８、１９阴性样本　Ｍ　ＤＮＡ标
志物

图８　犬粪犚犃犃与犘犆犚的盲测检测

Ｃ１　Ｂｌｉ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ＡＡｍｅｔｈｏｄ　Ｃ２　Ｂｌｉ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ＰＣＲｍｅｔｈｏｄ２，６，９，１４，１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３，４，５，７，８，１０，

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Ｍ　ＤＮ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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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棘球蚴病的诊断主要采用影像学、病原学、免疫学

和分子生物学等方法［１７］。其中影像学诊断是目前棘

球蚴病患者的主要临床诊断方法，该方法简便、直观，

且在疾病鉴别、感染特征分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

需使用大型仪器且价格昂贵［１０，１８］。病原学检查是棘

球绦虫感染或棘球蚴病确诊的一种经典方法，该方法

虽成本低、准确率高，但对检测人员的技能要求较高且

费时费力［１９］。免疫学方法常用于棘球蚴病的早期检

测以及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但此方法不能对感染的

细粒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鉴定区分且在检测敏感

性和特异性方面不甚理想［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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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棘球绦虫感染或棘球蚴病的检测，尤其ＰＣＲ技术，如

巢式ＰＣＲ
［２２－２３］，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

［２４－２５］等，但ＰＣＲ

检测技术较复杂，其对实验设备、条件以及检验人员技

术等要求高，不利于现场应用。相对于ＰＣＲ，核酸等

温扩增技术显示出其所具备的优势，如ＬＡＭＰ，ＲＰＡ，

ＲＡＡ等。目前，ＬＡＭＰ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恒温

核酸扩增技术，其反应灵敏度高于巢式ＰＣＲ技术，且

荧光染料法可以直接通过肉眼观察扩增产物［２６］。但

该方法只能用于判断是否存在目的基因，无法对扩增

的目的片段进行克隆和测序验证，且产物易形成气溶

胶造成实验室的环境污染而导致产生假阳性结

果［２７－２９］。

ＲＡＡ法利用重组酶、单链结合蛋白、ＤＮＡ聚合酶

在恒温条件下进行核酸扩增。该技术在３７℃恒温条

件下１ｈ内就能得到可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到的扩

增片段［１５］。而且此方法对仪器设备要求不高，一台恒

温装置即可（如水浴、金属浴等），而ＰＣＲ技术需要专

门用于热循环反应的温度控制设备，且检测时间较长。

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通过扩增产物直接克隆和测序

作进一步验证。ＲＡＡ技术由于不受仪器的制约，适合

大量样品的快速检测，尤其适合于现场检测［１５］。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一种基于线粒体基因检测细粒

棘球绦虫的ＲＡＡ方法，以细粒棘球绦虫基因组为模

板，获得特异性基因片段，而以多房棘球绦虫、牛带绦

虫、亚洲带绦虫、多头带绦虫、犬复孔绦虫、犬弓首蛔

虫、毛首线虫、贾第鞭毛虫、肝片吸虫、卫氏并殖吸虫、

大片吸虫、以及华支睾吸虫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的扩

增结果均为阴性，结果与ＰＣＲ方法一致，表明该方法

具有很高的特异性。以细粒棘球绦虫基因组为模板的

ＲＡＡ法至少可检出０．０１ｎｇ基因组ＤＮＡ，其检测灵敏

度为２００ｆｇ／μｌ；以重组质粒为模板的ＲＡＡ 法至少可

检出１０４ 个拷贝的重组质粒，其检测灵敏度为２００个

拷贝／μｌ，显示该方法具有良好检测灵敏度。ＲＡＡ的

建立为细粒棘球绦虫虫种的鉴定以及棘球蚴病基因诊

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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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ｒａｉｇＰＳ，ＨｅｇｇｌｉｎＤ，ＬｉｇｈｔｏｗｌｅｒｓＭＷ，ｅｔａｌ．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狅狊犻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Ａｄｖ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７，９６：５５－１５８．

［５］　ＣａｒｍｅｎａＤ，ＣａｒｄｏｎａＧＡ．Ｃａｎｉｎｅ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ｇｌｏｂ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

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Ａｃｔ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２０１３，１２８（３）：

４４１－６０．

［６］　ＷａｎｇＺ，ＷａｎｇＸ，ＬｉｕＸ．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狅狊犻狊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ｓｐｐ［Ｊ］．Ｅｃｏ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８，５

（２）：１１５－２６．

·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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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ＤｅｐｌａｚｅｓＰ，ＲｉｎａｌｄｉＬ，ＡｌｖａｒｅｚＲｏｊａｓＣＡ，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ａｎｄｃｙｓｔｉｃ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狅狊犻狊［Ｊ］．Ａｄｖ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７

（９５）：３１５－４９３．

［８］　伍卫平．我国两型包虫病的流行与分布情况［Ｊ］．中国动物保健，

２０１７，１９（７）：７－９．

［９］　ＢｕｄｋｅＣＭ，ＰｅｔｅｒＤ，ＴｏｒｇｅｒｓｏｎＰ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ｃｙｓｔｉｃ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狅狊犻狊［Ｊ］．Ｅｍｅｒｇ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６，１２（２）：２９６．

［１０］　ＴｏｒｇｅｒｓｏｎＰＲ，ＫｅｌｌｅｒＫ，Ｍａｇｎｏｔｔａ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Ｊ］．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ＴｒｏｐＤｉｓ，２０１０，４（６）：

ｅ７２２．

［１１］　张梦媛，伍卫平，官亚宜，等．我国棘球蚴病疾病负担分析［Ｊ］．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１８，３６（１）：１５－９，２５．

［１２］　张梦媛．我国棘球蚴病疾病负担分析［Ｄ］．北京：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２０１７．

［１３］　吴卫杰，杜结小，常太胜，等．羊包虫病的防控措施［Ｊ］．当代畜

牧，２０１６（１１）：１２０．

［１４］　ＬｉＪ，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ｖ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ＢｉｏｓｅｎｓＢｉｏ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２０１５，６４（６４Ｃ）：１９６－２１１．

［１５］　吕蓓，程海荣，严庆丰，等．用重组酶介导扩增技术快速扩增核

酸［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２０１０，４０（１０）：９８３－８．

［１６］　赵松，李婷，杨坤，等．重组酶介导的日本血吸虫特异性基因片

段核酸等温扩增检测方法的建立［Ｊ］．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２０１８，３０（３）：３５－９．

［１７］　周鸿让，陈木新，王莹，等．棘球绦虫与棘球蚴病检测技术研究

进展［Ｊ］．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１９，３７（３）：３４６－５１，

３５９．

［１８］　孟庆贺．我国包虫病的诊断和治疗进展［Ｊ］．中国城乡企业卫生，

２０１４，２９（５）：１６－８．

［１９］　李燕兵，袁芳，李红卫，等．粪便检查在包虫病传染源调查中的

应用［Ｊ］．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１）：１４７－５０．

［２０］　ＣｒａｉｇＰＳ，ＧａｓｓｅｒＲＢ，ＰａｒａｄａＬ，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ａｎｉｎｅｅｃｈｉ

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ｐｒｏａｎｔｉｇｅｎ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ｅｓｔｓ

ｗｉｔｈａｒｅｃｏｌｉｎｅ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ｕｇｕａｙ［Ｊ］．Ｖｅｔ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１９９５，５６

（４）：２９３－３０１．

［２１］　ＤｅｐｌａｚｅｓＰ，ＡｌｔｈｅｒＰ，ＴａｎｎｅｒＩ，ｅｔａｌ．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

犾犪狉犻狊ｃｏｐｒｏａｎｔｉｇ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

ｓａｙｉｎｆｏｘ，ｄｏｇ，ａｎｄｃａ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１９９９，８５

（１）：１１５－２１．

［２２］　ＤｉｎｋｅｌＡ，ＫｅｒｎＳ，ＢｒｉｎｋｅｒＡ，ｅｔａｌ．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ｎｅｓ

ｔｅｄＰＣ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ｐ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

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ａｎｄｈｏ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１，１０９（２）：４９３

－８．

［２３］　ＫａｒａｍｏｎＪ．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ｉｎｆａｃｅｓｂｙ

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ｉｌｕｔｅｄＤ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ＰｏｌＪＶｅｔ

Ｓｃｉ，２０１４，１７（１）：７９－８３．

［２４］　ＳａｎｔａＭＡ，ＰａｓｔｒａｎＳＡ，ＫｌｅｉｎＣ，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ａｎｄ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ｉｎ

ｃｏｙｏ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ｆｏｘｅｓｉｎ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ｎａｄａｕｓｉｎｇ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Ｊ］．

Ｉｎｔ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Ｗｉｌｄｌ，２０１８，７（２）：１１１－５．

［２５］　ＵｍｈａｎｇＧ，ＣｏｍｔｅＳ，ＨｏｒｍａｚＶ，ｅｔａｌ．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ｆｏｘｆｅｃｅｓｂ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ｎｅｗｅｎｄｅｍｉｃａｒｅａｓｏｆ犈

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１５

（１１）：１－５．

［２６］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Ｍ，ＭａｃｋｅｎｓｔｅｄｔＵ，ＲｏｍｉｇＴ．Ａｌｏｏｐ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ｉ

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ＭＰ）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ｃｏｍｐｌｅｘ［Ｊ］．ＶｅｔＰａｒ

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４，２００（１－２）：９７－１０３．

［２７］　何琳，徐海圣，王美珍，等．白斑综合征病毒环介导等温扩增快

速检测方法的建立［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０，３４（４）：５９８－６０３．

［２８］　冉梦龙，张明瑞，龚杰，等．基于颜色判定的环介导等温扩增检

测生殖支原体的研究［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９，１４（１１）：

１２６８－７２．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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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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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曹春宝，丁剑冰，马秀敏．棘球蚴感染中的免疫逃避相关分子

［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０８，３（１０）：７８８－９１．

［２２］　杨峻，王前，石青峰，等．ＨＢＶ感染肝癌患者外周血Ｔｒｅｇ细胞

和ＩＤＯ表达的相关性［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９（３）：

２５７－６３．

［２３］　王蕾，刘小倩，初晓霞，等．ＩＤＯ在肿瘤中作用的研究进展［Ｊ］．

中国肿瘤，２０１８，２７（３）：２０２－８．

［２４］　ＭｏｆｆｅｔｔＪＲ，ＮａｍｂｏｏｄｉｒｉＭＡ．Ｔｒｙｐｔｏｐ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３，８１（４）：２４７－６５．

［２５］　张文颖，姜斌．ＩＤＯ调节Ｔｈ１／Ｔｈ２平衡的研究进展［Ｊ］．中华微

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１０）：９６２－４．

［２６］　张亚楼，黄河，方全华，等．细粒棘球蚴囊液对肝细胞表面ＴＬＲ４

表达的调节［Ｊ］．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９）：８５８

－６０．

［２７］　陈小林，印双红，吴向未，等．原头蚴及囊液促体外培养小鼠脾

细胞ＴＧＦβ表达的研究［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３，８（６）：

５２３－６．

［２８］　单骄宇，热比亚·努力，李瑞，等．调节性 Ｔ细胞转录因子

Ｆｏｘｐ３和ＩＬ８在棘球蚴病患者肝组织病灶中的表达［Ｊ］．中国寄

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１８，３６（３）：２１８－２３．

［２９］　单骄宇，李海涛，吐尔洪江·吐逊，等．细粒棘球蚴抗原诱导树

突状细胞表达吲哚胺２，３双加氧酶的动态观察［Ｊ］．中国病原生

物学杂志，２０１２，７（９）：６８８－９２．

［３０］　ＯｐｉｔｚＣＡ，Ｌｉｔｚ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ＵＭ，ＬｕｔｚＣ，ｅｔａｌ．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ｕ

ｍａｎ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ｂｙ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ｄｏｌｅａｍｉｎｅ２，３ｄｉ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ｖｉ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β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

ｎａｓｅＲ［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２００９，２７（４）：９０９－１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１２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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