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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氏裂头蚴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及诊治技术研究
Ⅰ 小鼠动物模型建立及感染后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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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建立曼氏裂头蚴感染小鼠动物模型，并观察感染后小鼠血常规及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变化。方法
方法

从青蛙体内检获曼氏裂头蚴，以口服灌胃法感染昆明小鼠 25 只（3 条/只）。于感染前 2 d 和感染后第 2、7、14、21、28、

35、42、49 天采集小鼠血液，检测血常规（白细胞总数、红细胞总数、血红蛋白、血小板总数）及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

（ELISA 法）；于感染后第 49 天处死全部小鼠，解剖并仔细查找小鼠体内的曼氏裂头蚴。结果
结果

小鼠感染曼氏裂头蚴后，

白细胞总数在第 2 天明显升高；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于感染后第 14 天开始检出，于第 21 天从全部小鼠检出。在小鼠多
个组织器官检出曼氏裂头蚴，其中以皮下肌肉多见。结论
结论

成功建立小鼠感染曼氏裂头蚴动物模型，该法造模简单、经

济。白细胞及血清中特异性抗体检测可作为曼氏裂头蚴的辅助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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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an animal model of Sparganum mansoni infection and
study on therapeutic methods Ⅰ Establishment of an animal model of Sparg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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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animal model of Sparganum mansoni（plerocercoid larva of S. mansoni）infection in

mice and observe the changes of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s and serum anti⁃sparganum antibody levels after the infection. Meth
Meth⁃⁃
ods

The spargana tapeworms were collected from frogs，and 25 Kunming mice were orally infected with the Sparganum tape⁃

worms（3 tapeworms/mouse）. Two days before the infection and 2，7，14，21，28，35，42 days and 49 days after the infection，
the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mice were collected for the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s and the detections of anti⁃S. mansoni IgG
antibody with ELISA. Forty⁃nine days after the infection，all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to find out the Sparganum tapeworms in
the bodies of mice. Results

The count of the total white blood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mice in⁃

fected with Sparganum. The serum anti⁃Sparganum antibody was detected on the 14th day of the infection in some mice，and on

the 21st day of the infection，the serum anti⁃Sparganum antibody was detected in all the mice. After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the Sparganum tapeworms were found out in many tissues and organs，and especially in the subcutaneous tissues and muscle.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imal model of Sparganum infection is successful in mice with the oral method，and white

blood cells and serum specific IgG antibody detection can be used as auxiliary diagnosis methods of S. mansoni infection.

［Key words
words］
］ Sparganosis mansoni；Animal model；Mice；IgG antibody

曼氏迭宫绦虫的幼虫——裂头蚴可经口或皮肤
伤口侵入人体，在皮下、眼、脑、椎管、精索、乳腺、口腔

颌面部及多种深部脏器寄生，致曼氏裂头蚴病，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1⁃3］。曼氏裂头蚴病呈全球性分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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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血常规检测；分离血清分装，放低温冻存，备特异性

种方式：① 用蛙肉、蛇肉敷贴伤口或局部红肿患处，

IgG 抗体检测用。感染后第 49 天处死实验组和对照

方式；② 生食或半生食蛙肉、蛇肉和蝌蚪等，裂头蚴

蚴的寄生部位、数量，并在肉眼下观察寄生组织病理

水或游泳时误食剑水蚤，剑水蚤进入人体后，原尾蚴

1.3

裂头蚴从伤口、皮肤和黏膜侵入人体，这是主要感染
可穿过肠壁，移行至人体其他器官组织中；③ 饮用生

组小鼠。解剖实验组小鼠，发现裂头蚴时，记录裂头

学改变情况。
血常规检测

小鼠全血采集后于 60 min 内使用

从剑水蚤体内逸出，穿过肠壁进入腹腔、内脏组织或

全自动血球分析仪检测完毕，记录白细胞（WBC）计

。为研究曼

数 、红 细 胞（RBC）计 数 、血 红 蛋 白（HGB）、血 小 板

迁移至肌肉皮下组织，发育为裂头蚴

［5⁃6］

氏裂头蚴病的免疫、病理特征，以及相关诊断和治疗
方法，本研究采用活曼氏裂头蚴灌胃法感染昆明小
鼠，建立了曼氏裂头蚴病动物模型，并观察了曼氏裂

头蚴在小鼠体内器官分布及特异性 IgG 抗体变化，旨
在为曼氏裂头蚴病的诊治提供参考。

1

1.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虫种来源

曼氏裂头蚴从野生青蛙（常州市金

坛区农贸市场）中解剖获得，先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

虫体，然后对虫体进行形态学观察、大小测量及虫种
实验动物

昆明小鼠 30 只，6 周龄，20～25 g，

雌雄各半，由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
1.1.3

主要试剂和设备

曼氏裂头蚴抗小鼠 IgG 抗

全 自 动 血 液 分 析 仪 及 配 套 试 剂（日 本），含 抗 凝 剂

EDTA⁃K 血常规试管（BD 公司），MDi3 全自动酶标仪
2+

（美国）。
1.2.1

方法
曼氏裂头蚴虫体采集

将青蛙逐个洗净、编

号，然后用小锥从蛙背枕骨大孔刺入脊髓腔破坏其脊
髓，使蛙瘫痪，剥去蛙皮，用肉眼观察寄生于蛙体的曼
氏裂头蚴。发现裂头蚴后，用小镊子完整取出，放入
盛有生理盐水的平皿中观察其活动情况，并进行形态
学鉴定，记录曼氏裂头蚴在蛙体内的寄生部位和数量
等信息。
1.2.2

实验动物感染

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

用间接 ELISA 法检测小

鼠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水平，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包被抗原为曼氏裂头蚴虫体粗抗原，待检血清

作 1∶100 稀释，样本检测孔每孔分别加入已稀释样本

血清 100 μL，结果判读：样本与阴性对照的吸光度

（A）值之比（S/N）≥ 2.1 判为阳性。
1.5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ˉ ± s）

表示，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多组样
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2 结果
2.1

蛙体内寄生曼氏裂头蚴形态学鉴定

在常州市

金坛区青蛙体内检测到的裂头蚴虫体大小不等，长度

体检测试剂盒（深圳康百得公司），希森美康 XS⁃1000i

1.2

1.4

学意义，
两两比较采用校正后的检验水准。

鉴定，室温保存备用。
1.1.2

（PLT）计数等项目结果。

动物模型参照文献［7⁃8］建

3.5～15.6 cm，虫体前端明显膨大，中央有一凹陷，虫

体不分节、乳白色，
经形态学鉴定为曼氏裂头蚴［9］。

2.2

感染小鼠曼氏裂头蚴寄生与分布

实验组小鼠

于感染后第 49 天全部处死并解剖，发现裂头蚴主要

寄生在皮下（颈部、背部、腹部）、肌肉、腮腺等处，检出

的裂头蚴明显比蛙体内大，平均长度 13.5 cm（9.6～

18.8 cm），心脏、肝脏、肾脏及脑等内脏器官未见裂头
蚴寄生。从感染的 25 只小鼠体内共检获 48 条裂头

蚴，每只寄生 1～3 条不等，其中皮下 29 条（60.4%），肌

肉 15 条（31.3%），腮腺 4 条（8.3%）。小鼠采用口服灌
胃法感染裂头蚴均获成功，成功率为 100%。裂头蚴

寄生在小鼠体内，大多形成囊性包块状，部分呈不规
则条索状（图 1）。

立。昆明小鼠购回后先稳定饲养 1 周。将小鼠分为

实验组、对照组，其中实验组 25 只、对照组 5 只。实验

组小鼠经口服灌胃法感染裂头蚴 3 条/只，对照组口服
生理盐水 0.5 mL/只，两组在同等条件下饲养。

1.2.3

标本收集及处理

于感染前 2 d 和感染后第 2

天采集所有小鼠全血约 0.5 mL，立即放入含抗凝剂

EDTA⁃K2+ 的血常规试管中混匀。于感染后第 7、14、
21、28、35、42、49 天分别采集小鼠血液样本，全血用

图1

曼氏裂头蚴呈不规则条索状寄生于皮下（箭头所指
箭头所指）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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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动态变化 实验组有 23

实验小鼠感染曼氏

裂头蚴后第 2、7 天 WBC 总数较感染前均显著升高

只小鼠于感染后第 14 天开始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呈

本与第 7 天维持在同一水平；RBC 计数、HB、PLT 计数

检测均呈阳性，阳性率 100%，吸光度 A 值在第 14～49

（t = 10.041、12.937，P 均 < 0.01），其后第 14～49 天基
等未见明显改变（P 均＞0.05）
（表 1）。

表1

阳性，感染后第 21 天全部 25 只小鼠特异性 IgG 抗体

天呈上升趋势；
5 只对照组小鼠血清均为阴性（图 2）。

小鼠血常规检测结果（x ± s）

对照组

实验组
感染时间

（10 /L）
9

感染前
感染后 2 d

HB

RBC

WBC

（10 /L）
12

3.15 ± 0.47

（g/L）

8.86 ± 0.73 139.2 ± 9.92

6.23 ± 1.46（1） 8.90 ± 0.71 138.7 ± 9.82
8.88 ± 0.72 140.2 ± 9.93

感染后 7 d

10.70 ± 2.88

感染后 21 d

10.80 ± 3.05（3） 8.91 ± 0.77 137.5 ± 9.91

感染后 14 d

感染后 28 d

感染后 35 d

感染后 42 d

感染后 49 d

（2）

11.50 ± 3.12

8.89 ± 0.73 138.7 ± 9.89

11.20 ± 2.99

8.81 ± 0.70 139.9 ± 9.99

（3）

（3）

10.40 ± 3.01

8.80 ± 0.75 138.4 ± 9.85

11.20 ± 3.02

8.82 ± 0.73 140.5 ± 9.96

（3）

10.80 ± 2.83（3） 8.88 ± 0.78 141.0 ± 9.97
（3）

PLT

（10 /L）
9

776.4 ± 158.4

786.4 ± 151.6

779.4 ± 155.5

773.4 ± 156.4

780.2 ± 160.0

778.4 ± 159.7

776.7 ± 153.4

775.8 ± 159.9

770.4 ± 155.4

WBC

RBC

HB

PLT

（10 /L）

（10 /L）

3.23 ± 0.49

8.85 ± 0.70 141.1 ± 9.79

9

3.12 ± 0.48

12

（g/L）

（109/L）

8.81 ± 0.71 140.5 ± 9.88

783.7 ± 163.5

3.18 ± 0.46

8.90 ± 0.74 141.5 ± 9.93

780.7 ± 162.5

3.12 ± 0.48

8.81 ± 0.71 140.5 ± 9.89

3.15 ± 0.47

3.09 ± 0.50

3.17 ± 0.51

3.10 ± 0.47

3.12 ± 0.49

8.85 ± 0.72 140.8 ± 9.83

8.86 ± 0.73 140.0 ± 9.82

8.83 ± 0.69 141.5 ± 9.82

8.81 ± 0.72 141.2 ± 9.79

8.79 ± 0.74 140.5 ± 9.90

注：
（1）与感染前比较，
P ＜ 0.05；
（2）与感染后 2 d 比较，
P ＜ 0.05；
（3）与感染后 7 d 比较，
P ＞ 0.05

777.0 ± 161.6

788.4 ± 164.7

780.7 ± 167.5

788.8 ± 166.1

785.7 ± 160.9

789.7 ± 166.5

779.7 ± 162.8

实验组小鼠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第 7 天，白细胞计

数达到高值；其后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对照组则无

明显改变。推测口服灌胃后裂头蚴吸附并钻过小鼠
胃肠壁等，在其体内移行，并在移行过程中迅速增长，

50 d 虫体增长近 13.5 cm（9.6～18.8 cm）。裂头蚴感染
小鼠后，在体内形成异物，致寄生部位出现不同程度

增生、变性、坏死，伴有组织结构破坏及大量炎症细胞
浸润等，同时虫体的快速增长引起宿主机体发生强烈
图 2 小鼠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动态变化

3

的免疫炎性反应，致其白细胞数快速增高。故白细胞
检测可作为观察小鼠感染曼氏裂头蚴是否成功的辅
助指标。

讨论
蛙类是曼氏迭宫绦虫重要的中间宿主，是人体曼

氏裂头蚴病的重要传染源。既往研究表明，国内不同
地区、不同季节、不同蛙类裂头蚴感染率和感染度各
不相同［10⁃12］。调查显示，江苏省部分地区蛙类曼氏裂
头蚴感染率也较高

。近年来，由于错误饮食观的误

［12］

导以及猎奇心理作祟，部分人食用蛙类、蛇类等野生
动物，致曼氏裂头蚴感染病例不断增加

。

［10］

本研究采用口服灌胃法感染小鼠后，曼氏裂头蚴
主要寄生在小鼠皮下和肌肉处，极少寄生在内脏器官
内，这与既往文献报道结果一致［13⁃16］。兰婧等［17］研究
发现，无论喂饲的裂头蚴长短如何，只要裂头蚴的前

通过口服灌胃法，小鼠感染曼氏裂头蚴后 2 周，

用 ELISA 法可检测到小鼠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同

时检测发现，成功感染 1 条与感染 3 条虫体的小鼠，血

清中抗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 条裂头蚴即能刺

激宿主产生较强的体液免疫应答，与王越等［6］检测结

果一致。血清中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也可作为观察

小鼠感染曼氏裂头蚴是否成功的辅助指标。目前，

ELISA、金 标 免 疫 渗 滤 技 术（DIGFA）和 免 疫 印 迹
（Western blot）技术已经逐渐应用于人体曼氏裂头蚴

病诊断。Cui 等［18］采用裂头蚴的排泄分泌抗原检测人
和小鼠血清中曼氏裂头蚴特异性 IgG 抗体，结果显示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稳定性和重复性也较

端和颈部存在，就能穿透宿主胃肠壁进入腹腔，虫体
其余部分则留在肠腔内。裂头蚴口服灌胃后第 2 天，

（下转第 5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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