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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评价重组酶介导的核酸等温扩增（recombinase⁃aided amplification，RAA）荧光法检测日本血吸虫感染性

钉螺的效能。方法
方法

采用群体法检测。每 50 只钉螺作为 1 个检测样本，阴性样本不含感染性钉螺，阳性样本含不同数量

感染性钉螺。设置阴性样本 10 个和分别含有 1、2、3 只感染性钉螺的阳性样本各 10 个，40 个样本随机分组后，以盲法经

荧光 RAA 法检测，并以逸蚴法检测结果为金标准，计算荧光 RAA 法检测灵敏度、特异度、正确指数及符合率。设置阴性

钉螺样本 5 个和分别含有 1、2、3 只感染性钉螺的阳性样本各 5 个，20 个样本随机分组后，采用配对设计法对同一个样本

以盲法分别经压碎镜检法和荧光 RAA 法进行检测并比较检测结果。 结果

荧光 RAA 法检测 30 个阳性样本，29 个检测

结果为阳性，灵敏度为 96.67%；检测 10 个阴性样本，其中 8 个检测结果为阴性，特异度为 80.00%；约登指数为 0.77，同一
样本重复检测 10 次符合率为 100%。荧光 RAA 法与压碎镜检法检测感染性钉螺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 0，P >

0.05），检测结果与实际符合率分别为 95.00%（19/20）和 90.00%（18/20）。结论
结论

有良好检测效能，
在日本血吸虫感染性钉螺筛查中具有一定应用前景。

荧光 RAA 法对日本血吸虫感染性钉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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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a recombinase⁃aided amplification (RAA)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Schis⁃

tosoma japonicum infections in Oncomelania hupensis snails. Methods

A group test was employed. Fifty Oncomelania snails

were collected as a detection sample. The detection samples without infected snails were designated as negative specimens, while

the detection samples that contained different numbers of infected snails were designated as positive specimens. A total of 10
negative specimens, 10 positive specimens containing 1 infected snail, 20 positive specimens containing 2 infected snails and 10
positive specimens containing 3 infected snails were assigned. Following random grouping, 40 specimens were subject to the flo⁃
rescent RAA assay using a blind method. The miradium shedding method served as a gold standard,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
ty, Youden’s index and coincidence rate of the florescent RAA assay were estimated. In addition, 20 samples consisted of 5 nega⁃

tive specimens and 15 positive specimens with 1, 2 and 3 infected snails respectively were grouped randomly. The same speci⁃

mens were detected using the crushing method and fluorescent RAA assay with the blind method in a paired ⁃ design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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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 test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21，Vol. 33，No. 2

Florescent RAA assay detected 29 positives in the 30 specimens

containing different numbers of infected snails, with a sensitivity of 96.67%, and 8 negatives in the 10 detection specimens with⁃

out infected snails, with a specificity of 80.00%, showing a Youden’s index of 0.77. The coincidence rate was 100% among 10 re⁃
peated assays for a detection specimen. In add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tection of infected snails between

the florescent RAA assay and the crushing method ( χ 2 = 0, P > 0.05), and the actual coincidence rates of the florescent RAA as⁃
say and crushing method were 95.00% (19/20) and 90.00% (18/20) with the real result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luorescent

RAA assay has a favorable efficiency for the detection of S. japonicum infections in Oncomelania snails, which shows a potential
in screening of S. japonicum⁃infected Oncomelania snails.

Schistosoma japonicum; Oncomelania snail; Recombinase⁃aided amplification; Detec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人兽共患寄

生虫病，是 WHO 关注的全球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 。经过 60 余年积极防治，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得到
［1］

有效控制，但其传播风险因素依然存在 。钉螺是日
［2］

本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
及时、
准确地发现血吸虫感染
性钉螺对血吸虫病监测预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3］

目前，压碎镜检法和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法
是血吸虫病防治现场工作中感染性钉螺检测的主要
技术

。传统的压碎镜检法在解剖镜下对钉螺软体

［4⁃6］

逐一进行观察，工作量大、耗时长，对操作人员技术能
力及经验要求较高，且可能漏检体内血吸虫处于发育
早期阶段的感染性钉螺 。LAMP 法由于引物设计复
［7］

杂、数量多，易出现气溶胶污染 。当前，我国血吸虫
［7］

病流行区已普遍处于低度流行状态，传统的感染性钉
螺检测方法已难以满足现场检测需求；因此，建立一
种敏感、特异、适于现场应用的感染性钉螺检测方法
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前期本研

［8⁃9］

究团队已建立一种重组酶介导的荧光核酸等温扩增
技术（recombinase⁃aided amplification，RAA），该法可

在恒温下快速检测血吸虫感染性钉螺体内日本血吸
虫核酸

。为进一步评价该方法用于血吸虫病现场

［10］

防治工作中的适用性，本研究对荧光 RAA 法用于日
本血吸虫感染性钉螺检测的效能进行了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1.1.1

材料
钉螺

日本血吸虫感染阳性及阴性钉螺均由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钉螺室提供。

1.1.2

试剂及主要仪器

血 液/组 织/细 胞 基 因 组

DNA 提取试剂盒（批号：
O3326）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公

司；日本血吸虫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RAA 法）
（批

号: FD8LB0）、
便携式恒温核酸检测分析仪、
恒温振荡

混匀仪均购自江苏奇天基因生物有限公司；
Bioprep⁃6
生物样品均质仪购自杭州奥盛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钉螺样品准备

将采集于江苏省内达到血吸

虫病传播阻断标准地区的钉螺在实验室饲养 2 个月，

经群体逸蚴法逸蚴 3 次均未见血吸虫尾蚴确定为阴

性钉螺。将在实验室用血吸虫毛蚴人工感染后的钉
螺置 25 ℃生化培养箱中培养 2 个月，经逸蚴法查见血

吸虫尾蚴确定为感染性钉螺。

1.2.2 荧光 RAA 法检测血吸虫感染性钉螺效能评价

1.2.2.1

实验设计及分组

采用随机分组及单盲法

进行实验设计。钉螺检测采用群体法，每 50 只钉螺

作为 1 个检测样本，每个样本由阴性钉螺及不同数量
感染性钉螺组成，不含有感染性钉螺为阴性样本，含

有感染性钉螺为阳性样本。其中阴性样本 10 个；阳

性样本 30 个，分为 3 组，每组 10 个混合样本，各样本

分别含不同数量（1、2、3 只）的感染性钉螺。40 个检

测样本通过 Microsoft Excel 2016 软件生成随机数并

编号（表 1）。

1.2.2.2

荧光 RAA 法检测钉螺样本

将各组钉螺压

碎去壳后的软体分装至 2 mL 离心管中，使用 Bioprep⁃

6 生物样品均质仪研磨 3 min，使用天根血液/组织/细

胞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钉螺基因组 DNA，随

表 1 随机单盲法钉螺样本分组情况
每组感染性

每组阴性钉螺数量

钉螺数量（只）

（只）

1、3、7、11、15、23、26、27、30、37

0

50

4、5、14、16、19、22、24、33、35、40

2

48

样本

样本编号

阴性样本
阳性样本

6、8、10、13、20、25、31、32、36、39

2、9、12、17、18、21、28、29、34、38

1
3

4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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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荧光 RAA 法检测。50 μL 反应体系包括缓冲

果比较

到荧光 RAA 反应单元冻干粉中，立即放入恒温震动

钉螺检测采用群体法，每 50 只钉螺作为 1 个检测样

液 45.5 μL、模板 DNA 2 μL、乙酸镁 2.5 μL，混匀后加

1.2.3.1

实验设计及分组

采用配对法进行实验。

仪中震荡离心 4 min，再置于荧光检测仪中进行检测，

本，每个样本由阴性钉螺及不同数量的感染性钉螺组

值，具有明显对数扩增曲线的钉螺样本判为血吸虫感

螺的为阳性样本。其中阴性样本 5 个；阳性样本 15

反应温度 39 ℃、总反应时间为 15 min，实时读取荧光

染阳性。
1.2.2.3

荧光 RAA 法检测结果真实性评价

钉螺样

本检测完成后揭盲，比较荧光 RAA 法检测结果和研

究设计者提供的样本信息，计算荧光 RAA 法的灵敏

度、特异度及其 95% 可信区间（CI）和约登指数。

1.2.2.4

荧光 RAA 法检测结果可靠性评价

在 40 个

已提取的钉螺核酸样本中随机选取 1 个，以荧光 RAA

法检测血吸虫感染性，重复 10 次，计算符合率（重复
实验获得相同结果的次数占实验总次数的比例）。
1.2.3

荧光 RAA 法与压碎镜检法检测感染性钉螺效
表2

成，不含有感染性钉螺的为阴性样本，含有感染性钉
个，分为 3 组，分别含不同数量（1、2、3 只）的感染性钉
螺。20 个检测样本通过 Microsoft Excel 2016 软件生

成随机数进行分组编号（表 2）。每个钉螺样本先后

采用压碎镜检法和荧光 RAA 法进行检测，两种方法

分别由不同检测人员操作进行。

1.2.3.2

压碎镜检法检测

将待检钉螺置于载玻片

上，用另一玻片将钉螺轻压，暴露钉螺软体。加 1 滴

清水后在解剖镜下剥开外壳，撕碎钉螺软体组织，查
见血吸虫胞蚴或尾蚴判为阳性。

1.2.3.3

荧光 RAA 法检测

将完成镜检的钉螺软体

配对法钉螺样本分组

样本

样本编号

每样本感染性钉螺数量（只）

每样本阴性钉螺数量（只）

阴性样本

3、6、7、10、17

0

50

2、4、13、15、20

2

48

5、11、12、16、19

阳性样本

1、8、9、14、18

1

49

3

47

分装置离心管中，编号一一对应，提取钉螺核酸后进
行荧光 RAA 法检测。
1.3

数据分析

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软件录入

和整理数据，采用 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两种方法检测效果的比较采用配对设计 χ 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荧光 RAA 法检测感染性钉螺效能

以1 ~ 5号

钉螺样本经荧光 RAA 法检测为例（图 1）。以逸蚴法

为金标准，40 个检测样本中，37 个样本荧光 RAA 法和

逸蚴法检测结果一致，2 个样本逸蚴法检测结果为阴
性，而荧光 RAA 法检测结果为阳性；荧光 RAA 法检测

1 个含有 1 只感染性钉螺的样本结果为阴性。荧光

RAA 法检测感染性钉螺的灵敏度为 96.67%［95% CI：

（80.95%，99.83%）］，特 异 度 为 80.00% ［95% CI：
（44.22%, 96.46%）］，约登指数为 0.77。荧光 RAA 法
重复检测感染性钉螺 10 次，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图

2），
符合率为 100%。

2.2

比较

荧光 RAA 法与压碎镜检法检测感染性钉螺结果
荧光 RAA 法与压碎镜检法均检出阳性的样本

注：2、4、5 号样本为荧光 RAA 法检测阳性；1、3 号样本为荧光 RAA 法

检测阴性。

图1

荧光 RAA 法检测钉螺样本结果

14 个，荧光 RAA 法检出阴性而压碎镜检法检出阳性

的样本 1 个。经配对设计 χ 2 检验，两法检测感染性钉

螺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 0，P > 0.05）。与样本

真实情况比较，5 个阴性样本经荧光 RAA 法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15 个阳性样本经荧光 RAA 法检测，阳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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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 14 个，另有 1 个含有 1 只感染性钉螺的样本经检

方法漏检率较高，应用于现场工作时对检测人员的技

性样本经压碎镜检法检测，阴性结果 4 个、假阳性结

血吸虫无性生殖阶段，因此可以有效检测血吸虫感染

14 个、假阴性结果 1 个，
符合率 90.00%（18/20）。

本的检测。

测为阴性，为假阴性，符合率 95.00%（19/20）。5 个阴

果 1 个；15 个阳性样本经压碎镜检法检测，阳性结果

能和操作经验要求较高［16］。荧光 RAA 法检测可涵盖

早期钉螺，该方法操作简便，可用于批量混合钉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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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 RAA 法重复检测感染性钉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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