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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根据《卫生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按照《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体例编制《肠道蠕虫检测 改良加藤

厚涂片法》标准。标准由 5 章组成，包括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仪器设备、试剂材料和检测步骤，另附有 3 个资料性附录

（人体粪便中蠕虫卵鉴别、改良加藤厚涂片中虫卵的计数方法、其他注意事项）。该标准已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颁布施行，
其编制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对人体粪便内蠕虫卵的检测提供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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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The criteria for the Kato ⁃ Katz thick smear are compiled following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Health Criteria

and GBT 1.1-2009 Standardization Working Guidelines. The criteria are composed of five chapters，including the range of appli⁃
cation，terms and definitions，equipments，reagent materials，and testing procedures. Three informative appendices（identifica⁃

tion of helminth eggs in human faeces，counting method of eggs in Kato⁃Katz thick smear，and other considerations）are append⁃
ed. The criteria have been issu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t
provides a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tection of helminth eggs in human faece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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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厚涂片法于 1954 年由日本学者加藤首先提

出，该方法利用在甘油透明液中浸泡过的亲水玻璃纸

检查。我国分别于 1990［3］、2004 年［4］和 2015 年开展了

3 次全国性人体重点寄生虫病调查，3 次调查均采用

替代盖玻片来进行粪检，其一次检查的粪便量是直接

了改良加藤厚涂片法对人体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

涂片法的 20 倍以上。1972 年巴西学者 Katz 在加藤厚

检测。2006 年原卫生部在全国设立了 22 个土源性线

检 方 法 称 为 改 良 加 藤 厚 涂 片 法（Kato ⁃ Katz’s meth⁃

监测，并在 10 个省设立了寄生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涂片法的基础上设计出圆孔卡片用于定量，此后该粪

虫病监测点，开展了连续 10 年的人群土源性线虫病

od）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寄生虫病专家吸

开展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工作。在这一系列监测与防

多次改进，使之更加精确并易于操作［2］。该法操作简

在近 10 年来的寄生虫病监测和防治工作中，改

［1⁃2］

取前人经验，对改良加藤厚涂片的圆孔定量板进行了
便、快速、成本低、检出率高，适用于现场大规模人群

治工作中使用的也是改良加藤厚涂片法［5］。
良加藤厚涂片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为广大基层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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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所熟知和掌握。然而，目前国内尚未就改良加藤
厚涂片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国外亦无与此相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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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法。② EPG 指 1 g 粪便中某种寄生虫虫卵的数
目，是用来表示感染强度的指标。③ 肠道蠕虫是指

律、法规和标准。为促进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寄生于人体肠道内借助肌肉伸缩而作蠕形运动的多

保障我国尤其是贫困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为创

细胞无脊椎动物。

建全国卫生城市提供技术支持，制定改良加藤厚涂片

2.3

仪器设备

2.4

试剂材料

法相关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标准编制过程与方法
受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委

明确了本检测方法使用的仪器设备

为光学显微镜和测微尺。
明确了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使用的试

剂成分和材料的规格。
2.4.1

透明液

防治研究所 10 位专家组成编写组。编写组首先检索

2.4.2

塑料定量板

资料和相关标准；随后，结合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

高 1 mm，
容积为 38.75 mm3 。

托，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江西省寄生虫防治研究所和云南省大理州血吸虫病
并收集了国内外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测的技术文献、
现场调查和全国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编写组专家赴广
西、福建、四川、江西等现场调查点进行调研，收集改
良加藤厚涂片法现场工作中的常见制片、镜检等技术
问题，听取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编
写组起草完成初稿，向全国各省、市、县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及医学院校等单位的 22 位专家发出审稿函，

并收到了 134 条修改意见，编写组根据意见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送审稿。该送审稿送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
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预审，根据预审反馈信息，
经编写组再次讨论完善形成上报稿。
通过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政策法
规司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寄生虫病标准专业委员会
会审，认为该标准符合科学性、实用性、完整性和准确
性等编制要求，上报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
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审核，并在国家卫生标准网上

由纯甘油 100 mL、3% 孔雀绿（或亚甲

基蓝）水溶液 1 mL 和蒸馏水 100 mL 配制而成。

规格为 30 mm × 40 mm × 1 mm，

中央孔为圆台形，其上底半径 3 mm，下底半径 4 mm，
2.4.3

刮棒

尺寸为 60 mm × 6 mm × 2 mm，一端平

2.4.4

尼龙绢

2.4.5

亲水性透明玻璃纸

头，
另一端为斜切面，
斜切面斜边长 8.23 mm。

规格为 80 孔/25.4 mm，即每 25.4 mm

长度内的筛孔数目为 80，裁剪成 8 cm × 8 cm 大小。

规格为 40 μm 厚，裁剪成

25 mm × 40 mm 大小，使用前在透明液中浸泡 24 h 以
上。

2.4.6 载玻片 规格为 76.2 mm × 25.4 mm × 1 mm。
2.5

检测步骤

本章为该标准的重点内容，规定了

改良加藤厚涂片法的检测流程，包括样本采集、加藤
片制作、镜检和结果判定。
2.5.1

样本采集

2.5.2

加藤片制作

标准中规定了样本的采集量、保存

容器、记录信息、送检时间以及保存条件。
标准中描述了加藤片制作的步

骤为放置定量板，刮取样本，填入定量板，盖上亲水玻

公示，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2017 年 8 月 1 日，国家

璃纸和压片透明。

号），
《肠道蠕虫检测 改良加藤厚涂片法》
（WS/T 570-

在 10 倍镜下全片镜检，如需进一步鉴别可转到 40 倍

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通告（国卫通〔2017〕11

2017）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2

标准正文内容

本检测标准由 5 章组成，明确了标准适用范围，

规定了术语和定义、仪器设备、试剂材料和检测步骤，
适用范围

根据改良加藤厚涂片法的检测流程

和检测对象，明确规定了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对人体粪便内蠕虫卵的检测。
2.2

术语和定义

镜检

标准中规定了对加藤片的镜检应当是

镜下观察。
2.5.4

结果判定

标准规定了对虫卵的定性判定应

当从虫卵的大小、颜色、卵壳、内容物、卵盖、小棘等特
征来综合鉴别；对虫卵进行定量计数，通过计算 EPG

来判断感染强度。

现简要分解如下。

2.1

2.5.3

明确了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以及每

克粪便虫卵数（EPG）
）和肠道蠕虫（Intestinal helminth）

的定义，并进行解释。① 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是指通

3

标准附录内容

标准附有 3 个资料性附录，即附录 A（人体粪便中

蠕虫卵鉴别）、附录 B（改良加藤厚涂片中虫卵的计数
方法）、附录 C（其他注意事项）。
3.1

附录 A

为人体粪便中常见蠕虫卵鉴别要点，从

大小、形状、颜色、卵盖、卵壳、内容物和其他特征等方

过尼龙绢过滤，定量板取样后，用甘油亲水玻璃纸对

面描述了粪便中常见线虫卵、吸虫卵和绦虫卵的鉴别

粪样进行透明的一种粪便中蠕虫卵的定性与定量检

要点，并附上了模式图。

3.2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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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虫卵的计数方法，分为全片计数

和推算虫卵数，介绍了 EPG 的计算方法和人体重要寄

生虫感染度分级标准。
3.3

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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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科吸虫卵通过虫卵特征也不易鉴别虫种，若要鉴定
上述虫种还需通过培养法或驱虫，然后根据幼虫或成
虫的特征加以鉴别。五是感染度分级标准是世界卫

为其他注意事项，介绍了如何把握好加

生组织根据各虫种的产卵量以及对人体的危害程度

藤片的透明时间，在药物疗效考核等专项研究中，计

不同而制定的，本标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感染

算虫卵数时还应当根据粪便性状的不同，乘以相应的

度分级列出了蛔虫、钩虫、鞭虫、华支睾吸虫和日本血

粪便系数来进行换算，以及儿童与成人 EPG 的换算。
4 标准施行和宣贯重点

虽然改良加藤厚涂片法在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工
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6］，但各地基层寄生虫病防治机
构检测技术 能 力 差 异 较 大［7］，因 此 在《肠 道 蠕 虫
检 测 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标准实施和宣贯过程中要
注意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改良加藤厚涂片制作完成
后，应强调放置在室内通风处透明，切忌为了加速透
明而将加藤片放在烤箱中烘烤或阳光下暴晒。我国
各地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加藤片的透明时间受温度和
湿度的影响长短不一，透过加藤片能看清报纸上字迹
时就应及时镜检，若透明过度或烘烤、暴晒导致粪膜
中水分过度蒸发，则会造成虫卵尤其是薄壳虫卵变形
而不易辨认。二是加藤片制片过程中，一定要将定量
板的中央圆孔填满，如粪量不足则容易引起漏检，特
别是在感染率比较低的地区。三是透明液中添加的
孔雀绿有助于将虫卵与杂质区分开来，但有些在外形
上与虫卵相似的杂质也会被孔雀绿染色，要注意区
分。四是标准附录 A 表 A.1 中钩虫卵、带绦虫卵、片形

吸虫的感染度分级，人体粪便中的其他寄生虫卵感染
度分级国内外尚无标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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