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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鉴定四川省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 wallikeri 亚种感染情况，并对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

核血样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情况进行分析。方法
方法

对 2018 年 1-4 月四川省 10 例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

例进行血涂片镜检、快速诊断试纸条（RDT）检测和巢式 PCR 检测并进行测序分析，同时回顾性检测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核血样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情况。结果
结果

2018 年 1-4 月四川省 10 例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

例镜检结果均为卵形疟原虫阳性，其中 2 例存在恶性疟原虫混合感染；RDT 检测结果均为疟原虫阳性；常规巢式 PCR 检

测除 2 例结果为恶性疟原虫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
采用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特异性引物进行 PCR 检测，10 例均为阳

性，序列分析结果显示为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对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核血样进行回顾性检测，发现 2 例卵
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与恶性疟原虫混合感染病例，均为 2017 年报告，此前检测结果为单纯恶性疟原虫感染。结论
结论

四

川省首次鉴定发现输入性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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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dentify 10 imported cases of Plasmodium ovale wallikeri infec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Janu⁃

ary to April in 2018，and to analyze the P. ovale wallikeri infection status of 1 079 malaria cases reported in this area from 2013

to 2017. Methods

The 10 cases collected in 2018 were examined by microscopy，RDT，nested PCR and sequencing. Mean⁃

while，the retrospective detections of P. ovale wallikeri of the 1 079 blood samples from past 5 years were conducted by nested

PCR using wallikeri⁃specific primers. Results

For the 10 cases，th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s were all positive for P. ovale，of

which 2 were mixed infection with P. falciparum，and the results of RDT were all positive for Plasmodium. Except for 2 cases of
P. falciparum infection，the routine nested PCR showed negative results for rest of the samples. The nested PCR for the specific

detection of P. ovale wallikeri showed the 10 cases were all positive，and the following sequencing confirmed that the 10 cases

were all infected with P. ovale wallikeri. The retrospective tests discovered 2 cases both reported in 2017 and recorded as simple

P. falciparum infection tuned out to be mixed infection with P. falciparum and P. ovale wallikeri. Conclusion
time that imported P. ovale wallikeri infection is founded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is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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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疟原虫是人体感染疟原虫的主要类型之一，

史上，我国仅在西南边境局部地区有卵形疟原虫感染

常见于非洲和东南亚地区［1］。由于其感染率远低于

散在病例报道［4］，目前全国均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

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且感染后临床症状通常较

近年来，随着劳务输出规模的不断扩大，输入性卵形

。历

疟病例逐年大幅增加，全国报告病例由 2011 年的 17

轻、易于治疗，一直以来均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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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加到 2016 年的 311 例，病例报告范围也不断扩

。此外，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

大

［5⁃6］

过去单纯依靠血涂片镜检诊断为间日疟的部分病例
被证实为卵形疟原虫感染 。因此，输入性卵形疟的
［7］

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已经成为疟疾防控中不可忽视
的环节。

1.3.3

PCR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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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试剂盒说明书，提取血样中的

疟原虫基因组 DNA，－20 ℃保存备用。常规巢氏 PCR

检 测 采 用 国 家 疟 疾 诊 断 参 比 实 验 室 推 荐 引 物 ，以

SSU rRNA 为分子标记进行巢式 PCR 扩增［14］。第 1 轮

扩增采用疟原虫属特异性引物 rPLU5/rPLU6，第 2 轮
扩增采 用 恶 性 疟 原 虫 rFAL1/rFAL2 、间 日 疟 原

卵形疟原虫分为 curtisi 和 wallikeri 2 个亚种 ，其

虫 rVIV1/rVIV2、三日疟原虫 rMAL1/rMAL2 和卵形疟

例复核项目之一；后者目前在我国仅发现有数例感染

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

［2］

中前者较为常见，为我国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常规病
病例报道

。截至目前，四川省尚无卵形疟原虫感

［8⁃12］

染病例报告，其也未纳入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常规
实验室分子复核检测体系。本研究对 2018 年 1-4 月

原虫 curtisi 亚种 rOVA1/rOVA2 特异性引物，分别检测

curtisi 亚种 4 种人体疟原虫。引物序列详见表 1。反

应 体 系 ：第 1 轮 反 应 总 体 积 20 μL，包 含 2 × Master

Mix 10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L）各 1 μL，DNA 模

四川省 10 例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进行分

板 2 μL，ddH2O 6 μL；第 2 轮反应总体积 50 μL，包含

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情况进行回顾性检测，从

μL，DNA 模板 2 μL，ddH2O 20 μL；第 1 轮反应条件：

子鉴定，并对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核血样卵

而为完善本省及全国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分子检测
体系提供数据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样本采集

收集 2018 年 1-4 月四川省 10 例疑似

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流行病学资料，由各对应

区（县）级报送单位采集抗凝血样，并制成标准血涂

片，3 d 内送至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2017

年全省复核血样由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疟疾诊
断参比实验室保存。

1.2

试剂与仪器

疟原虫检测试剂（广州万孚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QIAamp DNA Mini Kit（Qiagen 公

2 × Master Mix 25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L）各 1.5

94 ℃ 3 min；94 ℃ 30 s，58 ℃ 30 s，72 ℃ 90 s，共 34 个

循 环 ；72 ℃ 5 min。 第 2 轮 反 应 条 件 ：94 ℃ 3 min；

94 ℃ 30 s，58 ℃ 30 s，72 ℃ 60 s，共 34 个循环；72 ℃ 5

min。

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巢氏 PCR 检测参照文

献［15］中引物进行巢式 PCR 扩增，第 1 轮扩增采用疟

原虫属特异性引物 rPLU5/rPLU6，第 2 轮扩增采用卵

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 rOVA1v/rOVA2v 特异性引物

（表 1）。2 轮扩增反应体系与条件同上。第 2 轮 PCR

扩增阳性产物送成都擎科生物科技公司进行双向测
序，
测序结果进行 Blast 比对。

司）；GoTaq Hot Start Green Master Mix（Promega 公

2

PCR 仪（Applied Biosystems 公司），电泳仪（BioRad 公

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均为男性，均有非洲旅

1.3 检测方法

回顾性检测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核血样，发

司）；Motic⁃BA410 光学显微镜（Motic 公司）；AB2720

司）；
紫外凝胶成像仪（BioRad 公司）。

通过血涂片镜检、快速诊断试纸条

（RDT）法和巢氏 PCR 检测对 2018 年 1-4 月疟疾病例

2.1

结果

患者资料

2018 年 1-4 月四川省报告的 10 例疑

居史；其中 1 例同时前往过菲律宾，样本编号 1～10。

现 2 例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与恶性疟原虫混合感

复核中发现的 10 例疑似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进行鉴

染病例，
均为 2017 年报告，
样本标号 11、12。

巢氏 PCR 检测，对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核血

2.2.1

定。采用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特异性引物进行

2.2 实验室检测

血涂片镜检

镜下观察，10 例疑似输入性卵

样进行回顾性鉴定，同时比对所记录的对应血涂片镜

形疟原虫感染病例的厚血膜涂片上均可见各发育阶

1.3.1

其他病例的薄血膜涂片中均可观察到较为典型的卵

检、RDT 法和常规巢氏 PCR 检测结果。
血涂片镜检

取送检的标准血涂片于油镜下

观察，判定是否感染疟原虫，阳性结果根据观察到的
疟原虫形态确定感染虫种

。

［13］

1.3.2

RDT 检测

RDT 检测结果由各对应区（县）级

报送单位提供。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取 5 μL 新鲜全

血垂直滴加于测试卡加样孔 A 中，同时滴加 4 滴裂解
液于加样孔 B 中，15 min 内观察判定结果。

段虫体，可确认有疟原虫感染。除 4 号和 5 号病例外，

形疟原虫形态特征（图 1），被寄生红细胞大小正常或

胀大不明显，呈卵圆形或边缘剑矢状，红细胞中虫体

皱缩、空泡不显著，成熟裂殖体期裂殖子数量约 12

个、排列不规则。4 和 5 号病例由于感染虫体密度较

低，且送检血涂片制片质量不佳，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但经过 2 名具有丰富经验的疟原虫镜检专家综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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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物名称
rPLU5
rPLU6
rFAL1
rFAL2
rVIV1
rVIV2

rMAL1
rMAL2

rOVA1
rOVA2

rOVA1v
rOVA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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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反应引物

引物序列（5′⁃ 3′）

CCTGTTGTTGCCTTAAACTTC
TTAAAATTGTTGCAGTTAAAACG

TTAAACTGGTTTGGGAAAACCAAATATATT
ACACAATGAACTCAATCATGACTACCCGTC

CGCTTCTAGCTTAATCCACATAACTGATAC
ACTTCCAAGCCGAAGCAAAGAAAGTCCTTA
ATAACATAGTTGTACGTTAAGAATAACCGC
AAAATTCCCATGCATAAAAAATTATACAAA
ATCTCTTTTGCTATTTTTTAGTATTGGAGA
GGAAAGGACACATTAATTGTATCCTAGTG

ATCTCCTTTACTTTTTGTACTGGAGA
GGAAAAGGACACTATAATGTATCCTAATA

疟原虫种类

产物大小（bp）

疟原虫

1 200

恶性疟原虫

205

间日疟原虫

120

三日疟原虫

144

卵形疟原虫 curtisi 亚种

800

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

780

定，
仍倾向于为卵形疟原虫感染。

2.2.2

RDT 检测

10 例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

病例血样经 RDT 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2.2.3

PCR 检测

常规巢氏 PCR 检测结果见图 2a～

2d。10 例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中，除 4 号

和 10 号病例为恶性疟原虫阳性外，其他均为阴性。

10 例疑似输入性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巢氏 PCR 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图 2e）；第
2 轮 PCR 扩增产物经测序、Blast 比对，结果显示 PCR

扩增产物序列与 GenBank 中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

bp

1 200
900
700
500
300
100

1 200
900
700
500
300
100

bp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GenBank 登录号：
KU315239.1）序列一致性为 100%。
回顾性检测 2014-2017 年全省 1 079 份复核血

样，经巢氏 PCR 扩增、测序鉴定，发现 2 例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阳性（图 2e），产物序列与 GenBank 中卵

1 200
900
700
500
300
100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1 200
900
700
500
300
100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形 疟 原 虫 wallikeri 亚 种 （GenBank 登 录 号 ：

KU315239.1）序列一致性为 100%。该 2 例病例均为

2017 年报告，此前复核结果为 RDT 阳性、血涂片和常

规 PCR 结果均显示为单纯恶性疟原虫感染。为保证

结果可靠性，对该 2 例病例进行了 3 次 PCR 重复检测，

结果均显示为恶性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

种阳性；同时对相应血涂片进行复核，结果显示为恶
性疟原虫感染，并疑似混合有卵形疟原虫感染。

1 200
900
700
500
300
100

注：a、b 滋养体；
c 裂殖体；
d 配子体
图 1 血涂片镜检结果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注：1、19 DNA 标志物；2～13 1～12 号检测样本；14 无模板对
照；15 卵形疟原虫 curtisi 亚种阳性对照；16 间日疟原虫阳性对
照；17 三日疟原虫阳性对照；18 恶性疟原虫阳性对照；a 间日
疟原虫；b 三日疟原虫；c 卵形疟原虫 curtisi 亚种；d 恶性疟原
虫；
e 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
图 2 巢氏 PCR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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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通过分子生物学检测确认了 10 例输入性

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病例，为四川省首次发

现。卵形疟原虫常见于与恶性疟原虫等其他疟原虫
混合感染

。近几年四川省输入性疟疾病例复核

［16⁃17］

结果显示，恶性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混合感染病例数
逐年增多。由于非洲地区疟疾治疗并不规范，发病时
常仅服用青蒿素类药物，因未加服伯喹，患者回国后
容易出现卵形疟复发［4］。有研究指出，卵形疟复发时
间长短不一［2，4］，但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由于感染
潜伏期较短［18］、临床症状相对较重［19］，因此感染者可
能更早寻求治疗，这可能是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
感染导致卵形疟出现报告高峰的原因之一。
作为主要虫种之一，尽管卵形疟原虫感染病例在
全球均有报道［18⁃24］，但一直以来在我国输入性疟疾病
例中所占比例较小，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病
例更是仅有散在报道［7⁃12］。截至目前，国家及各省级
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检测体系中均尚未将该亚种纳
入常规分子生物学复核。作为非常见虫种，常难以通
过显微镜镜检将其与间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 curtisi
亚种进行有效鉴别，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镜检专家，误
诊情况也时有发生，对于有低密度卵形疟原虫感染的
混合感染病例，则极易造成漏检。因此，考虑疟疾诊
断参比实验室检测体系一直以来对卵形疟原虫 wal⁃
likeri 亚种的忽视，
不排除可能存在漏诊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四川省历年输入性卵形疟原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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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是否有必要在实验室检测

中对卵形疟原虫 2 个亚种进行准确鉴别仍有待商榷。
Cao 等［23］研究结果显示，以 rPLU1/rPLU5 为第 1

轮扩增引物，在 5 种卵形疟原虫变异型基因型中，引

物 rOVA1v 仅能有效识别 3 种；而引物 rOVA2v 虽能识

别 5 种基因型，但同时也预测其可杂交或扩增间日疟

原虫 ssrRNA 序列。为提高检测工作效率，本研究采
用 rPLU5/rPLU6 为第 1 轮引物、以 rOVA1v/rOVA2v 为

第 2 轮引物进行 PCR 扩增，并以 PCR 扩增产物测序结

果作为最终判定依据，结果具有可靠性。但需注意的
是，若将该体系和条件用于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

常规 PCR 鉴定，仍需对方法特异度、敏感性作进一步
验证。

由于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发现时间较晚［26］，
加上低感染率、低致死率等特点，截至目前，鲜有针对

卵形疟原虫 2 个亚种的系统性比较，仅有少量研究显

示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和 curtisi 亚种感染可能导致不
同的临床表现。Nolder 等［18］研究指出，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的平均潜伏期约是 curtisi 亚种的 2

倍。Rojo⁃Marcos 等［19］通过比对卵形疟原虫 2 个亚种

感染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发现 wallikeri 亚种感染者
的 血 小 板 下 降 程 度 较 curtisi 亚 种 更 为 明 显 。 王 磊

等［12］分析了卵形疟原虫 2 个亚种感染者的临床特征，
发现 wallikeri 亚种感染者乳酸脱氢酶和总胆红素明
显升高，并进一步指出 wallikeri 亚种感染者较 curtisi
亚种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机体器官功能损伤。但需

际构成情况，我们对 2014-2017 年四川省输入性疟疾

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现有研究结果均基于小规模的病

虫合并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病例；而该 2 例

异是否足以对疟疾防治策略制定造成影响，仍需要进

而未能发现卵形疟原虫感染。尽管过去 4 年四川省

随着我国境外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作为劳务输

病例血样进行了回顾性复核，结果发现 2 例恶性疟原

病例此前实验室诊断结果仅为单纯恶性疟原虫感染，
仅发现 2 例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感染病例，但随
着前往非洲国家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多，在全国进入疟

疾消除的最后阶段，任何 1 例卵形疟病例漏诊都可能

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从而对已取得的防治成果构成
重大威胁。

为克服目前普遍使用的巢氏 PCR 不能检测卵形

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的缺陷，国家疟疾诊断参比实验

室建立了新的巢氏 PCR 检测 M⁃Nest 体系［25］，真正实

现了除诺氏疟原虫外的其他 4 种人体疟原虫的同时

检测。较为遗憾的是，该体系虽然可同时检测卵形疟

原虫 wallikeri 和 curtisi 亚种，但不能对 2 个亚种进行有

效区分。当然，由于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显示卵形疟原
虫 wallikeri 和 curtisi 亚种感染病例早期诊断和规范化

例回顾性调查，其结论仍有待验证；另一方面，这些差
一步研究。
出大省，四川省疟疾防控面临严峻考验。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乃至诺氏疟原虫感染难以避免，且不排
除此类少见虫种逐步发展成为常见感染来源的可能。
因此，在下一步的疟疾防治工作中，需要加强对鲜见
疟原虫虫种的重视，将卵形疟原虫 wallikeri 亚种检测
纳入疟疾常规实验室分子诊断复核，避免卵形疟漏
诊，
做到卵形疟早期发现并予以规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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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继续被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 2018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

志》继续被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收录。2017 年核心影响因子为 1.176，在 2029 种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中排名第 196 位，在 23 种流行病学、环境医学类期刊中排名第 2 位；核心总被引频次达 1411 次，在
2029 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排名第 621 位，在 23 种流行病学、环境医学类期刊中排名第 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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