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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吉尔＂疟原虫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效果评价

林祖锐１，周耀武１，张振彬２，王剑１，李建雄１，段凯霞１，许时燕１，孙晓东１

（１．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云南省疟疾研究中心，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研究重点实验室，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关键技术创新

团队（培育），面向东南亚热带病国际科技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云南普洱６６５０００；２．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采用疟疾厚薄血片镜检法（金标准）和＂新吉尔＂疟原虫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进行平行检测，评价

该疟疾快速检测试剂盒的检测效果。　方法　收集９４８份血样，采用镜检作为金标准与新吉尔快速诊断试剂盒进行盲

法平行检测，计算试剂盒检测结果的灵敏度、特异性和诊断准确性，分析两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共

检测９４８份血样，其中镜检疟原虫阳性４１６份。以镜检法结果为标准，＂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检测灵敏度为

９６．８８％，特异性为１００％，诊断准确性为９８．６３％，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为０．９７２１。其中检测间日疟的灵敏度为９４．７６％，

特异度为１００％，诊断准确性为９８．６２％，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为０．９６３８；检测恶性疟灵敏度达９８．４１％，特异度为１００％，

诊断准确性为９９．５８％，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达０．９８９２。间日疟原虫的检出下限介于１０５．１９－１５７．９４个／？ｌ之间，恶性疟

原虫的检测下限介于７７．７６－１０３．６８个／？ｌ之间。　结论　与镜检法相比，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一致性，其中对恶性疟检测的灵敏度和一致性略高于间日疟，但是在原虫密度较低情况下漏检较多。该试

剂盒可用于不具备开展镜检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疟疾的快速检测和初筛，但不建议用于健康人群或无症状人群的筛查

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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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虫媒传染病，与艾滋

病、结核病一起被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据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全球新

发疟疾病例达２．１９亿，４３．５万人死于疟疾
［１］。疟疾

也曾是我国重要的虫媒传染病之一，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２］。经过数十年的综合防控，

２０１７年我国首次实现了无本地疟疾感染病例报告，在

全国范围内阻断了疟疾的传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

展［３］。

疟原虫是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为真核单细胞生

物，经由按蚊叮咬传播，在人体内先后经过肝内无性繁

殖和红细胞内有性繁殖，大量破坏红细胞而致病。该

病特征性表现为间歇性发作的寒战、高热，继以大汗缓

解。引起人类疟疾的疟原虫主要有４种：恶性疟原虫

（犘．犳犪犾犮犻狆犪狉狌犿）、间日疟原虫（犘．狏犻狏犪狓）、卵形疟原

虫（犘．狅狏犪犾犲）和三日疟原虫（犘．犿犪犾犪狉犻犪犲）
［４］。

疟疾的早期准确诊断对于有效的疾病管理和监测

至关重要。高质量的疟疾诊断在各种情况下至关重

要，误诊会引起大量发病和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在治疗之前，对所有疑似疟疾患者应用显微镜或疟疾

快速诊断检测法及时进行病原学确诊［５］。随着全国本

地感染疟疾病例的消除，疟疾的诊治意识和诊断能力

也逐步下降，２０１７年全国５０％的疟疾病例从发病到诊

断的间隔时间超过３ｄ，最长者达１８６ｄ
［３］，发病到诊断

间隔时间过长，特别是间日疟患者容易产生配子

体［６］，从而增加有媒介地区的继发传播风险［７］。同时

在比较偏远的边疆地区，基层医疗机构镜检人员更换

频繁，疟原虫镜检质量无法得到保证，甚至部分地区难

以开展镜检。疟原虫快速诊断检测的操作简单，结果

相对客观，检测时间短，基层检验人员只需要开展简单

培训就可以作出疟疾的诊断，是目前基层和偏远地区

疟疾诊断较好的解决方案，但目前商品化的疟原虫快

速检测试剂盒质量参差不齐。

自２０１０年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疑似疟疾病例进

行检测以来，疟疾疑似患者接受疟疾诊断检测的比例

大幅上升。其原因主要是快速诊断试剂盒的普及使

用，疟疾占到了２０１６年全球疑似病例诊断检测的

６３％
［８］。疟疾快速检测试剂使用广泛，但目前国内获

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ＣＦＤＡ）批准的仅有广

州万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疟原虫检测试剂（胶体金

法）（国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１１第３４０１５０４号）和中山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恶性疟／间日疟ＬＤＨ检测试剂（免

疫层析法）（国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１２第３４０１２０７号）。

本研究采用疟疾实验室诊断厚薄血片姬姆萨染色

镜检法（金标准）和上海新吉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疟原虫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进行盲法平行对

比检测，以镜检法为标准计算试剂盒法的灵敏度、特异

性和诊断准确性及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评价新吉尔疟

疾快速检测试剂盒的检测效果。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血样　三日疟和卵形疟血样采自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其余均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做疟疾疑似病例血样及交叉

试验检测的血样。

１．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双目生物显微镜由奥林巴斯

（广州）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疟原虫快速检测试剂盒（胶

体金法），购于上海新吉尔有限公司。规格：２０人份／

盒，批号：Ｎ２０１５０３０３，有效期１８个月，储存条件为２～

３０℃。铝箔袋开封后，试剂卡在１ｈ内尽快使用。溶

胞液使用后立即加盖，置于阴凉处或冰箱内，并在有效

期内使用。

２　方法

２．１　样本量的确定　该试剂盒估计灵敏度和特异性

均为９５％，显著性水平α为０．０５时，Ｚα＝１．９６，允许

误差为１０％。根据诊断产品样本量计算公式

Ｎ＝Ｚα
２
Ｐ（１Ｐ）／δ

２，计算阳性组样本量（份）为 Ｎ

阳性组＝（１．９６）
２
×０．９５×（１－０．９５）／０．１０

２
≈１９，阴

性组为Ｎ阴性组＝（１．９６）
２
×０．９５×（１－０．９５）／０．

１０
２
≈１９。

δ：允许误差；

Ｐ：估计灵敏度或特异性（估计灵敏度计算阳性组

样本量，估计特异性计算阴性组样本量）。即阳性组

１９份，阴性组１９份的样本量即可达到统计学要求。

该试剂盒为与病原体检测相关的第三类产品，按

照《体外诊断试剂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规定，临

床研究的总样本数至少为１０００份。根据临床研究的

目的和统计学要求，《体外诊断试剂临床研究技术指导

原则》的规定，以及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和样本的阳性

率，计划开展３００份以上的阳性血样检测。

２．２　镜检　疟原虫显微镜检查及计数由２名具有疟

疾镜检能力合格证书的镜检员分别进行镜检，并对阳

性血样进行原虫密度计数。其中薄血膜用于虫种鉴

定，具体方法参见《疟疾诊断标准》（ＷＳ２５９－２００６）；

厚血膜用于原虫密度计数，具体方法如下：１００倍油镜

下检查厚血膜，分别计数视野中的疟原虫数和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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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般情况下计数２００个白细胞后，如果疟原虫数

≥１００即可直接计算原虫密度，如果疟原虫数≤９９，则

继续计数至５００个白细胞后再计算原虫密度。以１μｌ

血８０００个白细胞计算，原虫密度计算公式为：原虫密

度＝（疟原虫数×８０００）／白细胞数。

２．３　新吉尔疟原虫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　取１０μｌ

血样，滴加到试剂卡的Ａ加样孔中；待Ａ孔中样品被

吸收后，在Ｂ孔中缓慢滴加４滴溶胞液，溶胞后的血

样在毛细管效应下向前层析，如血样中含有ＬＤＨ（和

ｐｆＨＲＰＩＩ），将与胶体金标记的抗ＬＤＨ 的单克隆抗

体（ｐａｎＬＤＨ）和抗ｐｆＨＲＰＩＩ的单克隆抗体反应形成

复合物，在层析作用下前移，被预先固定于硝酸纤维素

膜上检测区内的ｐａｎＬＤＨ和抗ｐｆＨＲＰＩＩ的单克隆

抗体捕获，检测区内Ｔ１和Ｔ２检测带显色，表明此血

样为恶性疟原虫阳性结果；若血样中仅含有ＬＤＨ 而

不含ｐｆＨＲＰＩＩ，将与胶体金标记物ｐａｎＬＤＨ单克隆

抗体反应形成复合物，在层析作用下前移，被预先固定

在硝酸纤维素膜上检测区内的另一ｐａｎＬＤＨ单克隆

抗体捕获，仅Ｔ２检测区显色，表明血样为恶性疟原虫

以外的其它疟原虫感染（阳性）；如血样中不含有ｐｆ

ＨＲＰＩＩ／ＬＤＨ，则Ｔ１和Ｔ２检测线均不显色，此时为

阴性；无论待测物质是否存在于血样中，胶体金标记物

ｐｆＨＲＰＩＩ／ｐａｎＬＤＨ抗体都会与硝酸纤维素膜上质

控区内预包被的羊抗鼠ＩｇＧ多克隆抗体反应，在质控

区内形成一条红色的反应线，这是判定血样量是否足

够、层析过程是否正常的标准。检测方法：取末梢血

１０μｌ滴加到检测卡的Ａ加样孔中。待Ａ孔中样品被

吸收后在Ｂ孔中缓慢滴加４滴溶胞液，１５～３０ｍｉｎ内

读取结果。

２．４　低原虫密度血样的检测　为评价该试剂盒对低

原虫密度血样的检测性能，选取密度较高的恶性疟原

虫和间日疟原虫阳性血样进行镜检计数，然后用生理

盐水进行梯度稀释，使用新吉尔试剂盒进行逐一检测，

评价试剂盒检测低原虫密度血样的效能。

２．５　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检测下限的初步评价

　采集间日疟和恶性疟现症病人全血各１份，同时涂

制疟原虫标准血涂片各３张，姬姆萨标准染色备用。

间日疟原虫计数：由３名具备１０年以上镜检经验

的医师对同一血样的３张血涂片进行疟原虫镜检计

数，取平均值作为该血样的疟原虫密度。

取该血样用ＰＢＳ缓冲液作１∶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０稀

释，每个梯度使用试剂盒作３个平行检测，根据检测结

果初步评价该试剂盒的检测下限，如果区间较大再进

一步细化稀释梯度。

２．６　交叉反应检测　选取镜检疟原虫阴性但携带其

他病原体的血样，使用新吉尔试剂盒进行检测，观察交

叉阳性反应情况，其他病原体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结核、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等。

２．７　质量控制　试验过程中分别对检测血样、检验环

境和操作人员等做严格的要求和规定。采用统一的技

术方法、仪器设备，由同一批操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要

求进行。对于因处理不当不能用于检测的血样弃之不

用。对试验中出现与镜检法结果不一致的血样由疟原

虫资深镜检员进行复核，试剂盒重新检测；无效结果不

作统计。操作人员选用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且操作娴熟

的人员，开始前对所有参与人员进行培训及预实验，以

保证试验的顺利进行及试验结果的准确性。试验设计

采用盲法。

２．８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检测结果进行

灵敏度、特异性和总符合率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计算

Ｋａｐｐａ值（Ｃｒｏｓｓｔａｂ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中 Ｋａｐｐａ），判断试剂

盒与镜检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结　果

１　血样基本信息

共采集９４８份血样，受试者男女比例为１．５４８∶

１；年龄１－８６岁，平均年龄为（３１．０３±１９．５９２）岁。血

样原虫密度见表１。

表１　采样基本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犫犪狊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犪犿狆犾犲

项目

Ｉｔｅｍ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年龄分组 ≤５岁 １８ １．９

５－１８岁 ２５８ ２７．２

＞１８岁 ６７２ ７０．９

性别 男 ５７６ ６０．８

女 ３７２ ３９．２

阳性血样平均原虫

密度（极差）（个／μｌ）
７７４６．１０

（１０６－４８０８８０）

疟原虫密度 （个／μｌ）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５７ １３．７

＞１０００ ３５９ ８６．３

２　镜检结果

９４８份血样镜检疟原虫阳性率为４３．８８％（４１６／

９４８），其中间日疟占４５．９１％（１９１／４１６），恶性疟占

４５．４３％（１８９／４１６），三日疟和卵形疟分别占３．３６％

（１４／４１６）和４．８１％（２０／４１６），混合感染占０．４８％（２／

４１６）。

３　试剂盒检测结果与镜检法比较

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检测结果见表２，以镜

检法为金标准，计算试剂盒法的灵敏度为９６．８８％，特

异度为１００％，阳性预测值为１００％，阴性预测值为

９７．６１％，诊断准确性为９８．６３％，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

０．９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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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与镜检法检测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犡犻狀犑犻犲狉＂狉犪狆犻犱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犽犻狋犪狀犱

犿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狔犳狅狉犘犾犪狊犿狅犱犻狌犿

新吉尔ＲＤＴ

＂ＸｉｎＪｉｅｒ＂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ｋｉｔ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阳性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阴性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累计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阳性 ４０３ ０ ４０３

阴性 １３ ５３２ ５４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１６ ５３２ ９４８

４　试剂盒检测间日疟和恶性疟效果比较

以镜检法为标准，计算试剂盒检测间日疟的灵敏

度为９４．７６％，特异度为１００％，阳性预测值为１００％，

阴性预测值为９８．１５％，诊断准确性为９８．６２％，一致

性系数 ｋａｐｐａ为０．９６３８检测恶性疟的灵敏度＝

９８．４１％，特异度为１００％，阳性预测值为１００％，阴性

预测值为９９．４４％，诊断准确性为９９．５８％，一致性系

数ｋａｐｐａ为０．９８９２（表３）。

表３　试剂盒检测间日疟和恶性疟效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狋犺犲犽犻狋犻狀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

犘．狏犻狏犪狓犪狀犱犘．犳犪犾犮犻狆犪狉狌犿

新吉尔检测试剂盒

＂ＸｉｎＪｉｅｒ＂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ｋｉｔ

镜检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间日疟Ｐ．Ｖ 恶性疟Ｐ．Ｆ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１８１ ０ １８６ ０

阴性 １０ ５３２ ３ ５３２

５　试剂盒检测低原虫密度血样检测结果

选取恶性疟原虫血样和间日疟原虫血样用生理盐

水梯度稀释后进行检测，结果见表４。

表４　试剂盒检测不同原虫密度血样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狆狉狅狋狅狕狅犪狀犫犾狅狅犱狊犪犿狆犾犲狊犫狔狋犺犲犽犻狋

疟原虫密度（个／μｌ）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ＣＳ／μｌ）

血样（份）

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ｏｐｉｅｓ）

阳性数（份）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ｐｉｅｓ）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１００ ２２ ２ ９．０９

１００～２００（含上下限） ２６ ２２ ８４．６２

２００～５００（仅含上限） ３７ ３４ ９１．８９

＞５００ ３７ ３７ １００

６　试剂盒检测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下限的确定

６．１　间日疟原虫检测下限　取间日疟现症患者血样

用试剂盒进行检测，同时涂制３张标准血片，染色后镜

检计数原虫密度均值为３１５８．８个／μｌ。相应稀释度

血样的试剂盒检测结果见表５。

表５　试剂盒法检测间日疟下限试验结果（犃）

犜犪犫犾犲５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犾狅狑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犳狅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犘．狏犻狏犪狓

犫狔犽犻狋犿犲狋犺狅犱（犃）

梯度稀释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原虫密度（个／μｌ）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ＣＳ／μＬ）
ＲＤＴ检测结果

ＲＤ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１ ３１５８．８ ＋ ＋ ＋

１∶１０ ３１５．８８ ＋ ＋ ＋

１∶１００ ３１．５８８ － － －

１∶１０００ ３．１５８８ － － －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５８８ － － －

　　初步确定检测下限介于３１５．８８～３１．５８８个原虫／

μｌ，对这一区间相应稀释度１∶１０００血样再作进一步

稀释检测，结果见表６。试剂盒对间日疟原虫的检出

下限介于１０５．１９～１５７．９４个／μｌ之间。

表６　试剂盒法检测间日疟原虫下限试验结果（犅）

犜犪犫犾犲６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犾狅狑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犳狅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犘．狏犻狏犪狓

犫狔犽犻狋犿犲狋犺狅犱（犅）

原虫密度（个／μｌ）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ＣＳ／μｌ）
ＲＤＴ检测结果

ＲＤ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３１５．８８ ＋ ＋ ＋

２６３．１３ ＋ ＋ ＋

２１０．６９ ＋ ＋ ＋

１５７．９４ ＋ ＋ ＋

１０５．１９ ＋ － －
仅其中１个ＲＤＴ有

微弱的Ｔ２显示

５２．７５ － － －

３１．５９ － － －

６．２　恶性疟原虫检测下限　同６．１的方法检测恶性

疟患者血样，结果见表７。镜检法计数血样原虫密度

为１２９６０个／μｌ。

表７　试剂盒检测恶性疟原虫下限试验（犃）

犜犪犫犾犲７　犜犺犲犾狅狑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狅犳犽犻狋犳狅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犘．犳犪犾犮犻狆犪狉狌犿 （犃）

血样梯度稀释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

原虫密度（个／μｌ）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ＣＳ／μＬ）

检测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

１∶１ １２９６０ ＋ ＋ ＋

１∶１０ １２９６ ＋ ＋ ＋

１∶１００ １２９．６ ＋ ＋ ＋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９６ － － －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６ － － －

　　由表７初步确定试剂盒对恶性疟检测下限介于

１２．９６－１２９．６个／μｌ之间，对这一区间相应的血样（１

∶１０００）作进一步稀释检测，原虫的结果见表８，试剂

盒对恶性疟原虫的检测下限介于７７．７６－１０３．６８个／

μｌ之间。

７　试剂盒检测的交叉反应性

取未感染疟疾的５３２份血样，包含１０份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阳性血样、１０份结核阳性血样、１０份乙型肝

炎病毒阳性血样、１０份梅毒螺旋体阳性血样，用试剂

盒进行检测，结果均为疟疾阴性。

表８　试剂盒检测恶性疟原虫下限试验（犅）

犜犪犫犾犲８　犜犺犲犾狅狑犲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狅犳犽犻狋犳狅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犘．犳犪犾犮犻狆犪狉狌犿 （犅）

疟原虫密度（个／μｌ）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ＣＳ／μＬ）

检测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１２９．６ ＋ ＋ ＋

１０３．６８ ＋ ＋ ＋

７７．７６ ＋ － ＋
其中２个ＲＤＴ有微弱

的Ｔ１条带显示

５１．８４ － － －

２５．９２ － － －

１２．９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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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检查疟原虫是目前疟疾诊断的＂金标准＂，

具有价格低廉、对设备要求低、特异度高，能区分虫种，

能分期，能计数等优点。但该方法的缺点是操作费时，

对镜检员的要求较高，需要有经验的人员才能做出正

确的诊断［２］。

本次研究严格按照双盲的原则评价新吉尔疟原虫

快速检测试剂盒与金标准（镜检法）的一致性，共检测

血样９４８份，其中镜检疟原虫阳性４１６份，阴性５３２

份。以镜检法为标准，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对疟

原虫的检测灵敏度为９６．８８％，特异性为１００％，诊断

准确性为９８．６３％，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为０．９７２１。表

明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的结果与镜检一致性较

好，灵敏度和特异度高。

针对不同种类的疟原虫检测结果显示，试剂盒检

测间日疟血样的灵敏度为９４．７６％，特异度为１００％，

诊断准确性为９８．６２％，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为０．９６３８；

检测恶性疟血样的灵敏度达 ９８．４１％，特异度为

１００％，诊断准确性为９９．５８％，一致性系数ｋａｐｐａ为

０．９８９２。表明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对间日疟的检

测灵敏度略低，与其他试剂盒的检测效果一致［９］，可能

是恶性疟原虫检测靶标富组氨酸蛋白２（ＨＲＰＩＩ）较

乳酸脱氢酶（ＬＤＨ）相对稳定所致。

镜检法可检测到原虫密度为１０～５０个／μｌ，但受

到血中原虫密度、制片和染色技术、服药后原虫变形或

密度下降以及镜检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常规实验室采

用镜检法的灵敏度一般为１００个／μｌ或以上
［１０］。低原

虫密度血样的检测结果显示，该试剂盒在疟原虫密度

为＜１００个／μｌ时检测阳性率为９．０９％（２／２２），在１００

～２００个／μｌ时阳性率为８４．６２％（２２／２６），在２００～

５００个／μｌ时阳性率为９４．４４％（３４／３７），＞５００个／μｌ

时阳性率为１００％。该试剂盒在原虫密度较低的情况

下漏检率极高，特别是原虫密度低于１００个／μｌ血时

检出率仅为９．９２％，甚至在疟原虫密度为１００～２００

个／μｌ时也仍然存在较多漏检，所以该试剂盒还不能

完全代替镜检法。但当原虫密度＞２００个／μｌ血时，该

试剂盒具有较高的阳性率，有研究显示疟疾发热阈值

因疟原虫种、株，患者免疫力的差异不同而不同，间日

疟原虫通常为１０～５００个／μｌ血，恶性疟原虫为５００～

１３００个／μｌ血
［１１］，也就是说该试剂盒对于出现发热症

状的疟疾病人检出率较高。所以该试剂盒可用于出现

症状病人的检测，而不宜用于检测还未出现症状的低

原虫密度病人高。

本研究对该试剂盒的检测下限作了初步评价，其

中对间日疟原虫的检出下限介于１０５．１９－１５７．９４个／

μｌ之间，恶性疟原虫的检测下限介于７７．７６－１０３．６８

个／μｌ之间，表明该试剂盒对恶性疟原虫的检测更灵

敏。同时该试剂盒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结核、乙型

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血样时未出现交叉阳性反应。

综上所述，新吉尔疟原虫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能同时检出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并且已达到世

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下限（１００～

２００个／μｌ）
［１２］，与镜检法相比显示出较好的灵敏度、特

异度和一致性，但是在原虫密度较低情况下漏检较多，

所以该试剂盒可用于不具备开展镜检的基层医疗机构

进行疟疾的快速检测和初筛，但不建议用于健康人群

或无临床症状人群的筛查和检测。

致谢：刘慧（ＷＨＯ镜检Ａ类认证专家）对疟原虫镜检给予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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