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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水牛体内人肉孢子虫 18S rRNA基因研究及虫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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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云 ，弼 酉幕、昆明 650091)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虿 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昆明 650223) 

摘要：本文对自然感染的水牛源的人肉孢子虫以及黄牛源人肉孢子虫 DNA的 18S rRNA基因的 PCR扩增 

产物进行了测序。对所获的863 bp的 18S rRNA基因分析比较表明，二者有较高的同源性，因此认为二者可能 

同是一种肉孢子虫——』、肉孢子虫 (Sarcocystis hominis RaiUiet and LLIcet，1891)：由此推断，不仅黄牛可作为 

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水牛也可作为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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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孢子虫科 (Sarcoeystidae)中，许多虫种 

是人畜共患致病虫种。肉孢子虫的生活史是异宿主 

性的，其在中间宿主 (通常为草食性动物)体内进 

行无性繁殖，在终末宿主 (通常为肉食性动物)体 

内进行有性繁殖。人肉孢子虫(Sarcocystis hominis 

Railliet and Lucet，1891)以人和灵长类动物为终末 

宿主，而其中间宿主，长期以来，认为只有黄牛 

(Bos taurus)。人因为生食含有人肉孢子虫包囊的 

牛肉而受到感染，而黄牛由于吞食人粪中的孢子囊 

和卵囊而受到感染。云南省一些少数民族有生食牛 

肉的习俗，造成极高的自然感染率 人的自然感染 

率为4％ (耿马)i黄牛的自然感染率为60％ (昆 

明)。人肉孢子虫的寄生致人患肉孢子虫病，主要 

表现为消化道症状如腹痛、腹泻、甚至肠坏死。黄 

牛寄生可造成疲倦、嗜睡、贫血等症(左仰贤，1992)。 

肉孢子虫种鉴定主要依据：①孢子虫的包囊壁 

的光镜和电镜的形态结构；②同工酶；③生活史中 

终末及中间宿主的特异性，特别是中间宿主的特异 

性。以往人们认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有严格的特 

异性。如以黄牛为中间宿主的，不能寄生于水牛 

(B“batus bubalis)(Dubey等，1989；左仰贤，1992)。 

近年来人们研究的焦点在于同一种肉孢子虫能否以 

几种不同的动物为中间宿主。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 

以黄牛为中间宿主的枯 氏肉孢子虫 (Sarcocystis 

cruzi)，能否以水牛作为中问宿主。国内的学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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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究自然感染及动物转染实验，结果表明水牛可 

以作为枯氏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肖兵南等，1991， 

1993)，但是国外学者 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 (Jain 

等 ，1985)。 

人肉孢子虫被认为只有一种中间宿主即黄牛。 

但是，1998年，我们在云南耿马进行家畜肉孢子 

虫流行病学调查时，首次发现水牛体内有一种肉孢 

子虫包囊，其光镜及电镜形态与黄牛体内的人肉孢 

子虫极为相似。按照传统的分类原则，此种肉孢子 

虫包囊应当不属于人肉孢子虫包囊。为了进一步弄 

清这种肉孢子虫的分类地位，我们进行了分子生物 

学方面的研究。 

18S rRNA基因被认为是具有鉴定枯氏肉孢子 

虫种和毛状肉孢子虫 (S．hirsuta)的基因(Neefs 

等，1991；Fischer等，1998)。用简约法和距离法构 

建的此基因的基因树 ，能够反映出较真实的进化关 

系(Gajadhar等，1991)，所以我们选择它作为目的基 

因进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宿主样品采集：分别采自市售的水牛、黄牛、 

猪各 1O头的颈部、腹部、腿部肌肉及膈肌 在解 

剖镜下检查肉孢子虫包囊。 

1．1 虫种鉴定 

用微剥离法，剥离肉孢子虫包囊，光镜下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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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本研究的物种的18S rRNA基因样品信息表 

Tal~e1 Thei,fformalion of185 rRNA from w species usedinthe study 

①本文报道 (pi~esent report)。 

Odening等(1995，1996)和 Dubey等(1989)描述的形 

态特征来鉴定虫种。每一个包囊作为一个观察样 

品。样品采集信息见表 1。 

1．2 DNA抽提 

按常规酚氯仿抽提法进行抽提。每个样品加 30 

～ 50止 TE溶解，置一20℃保存 

1．3 PC1R扩增 

所用引物见表 1。PCR反应在 PCR仪(Biome— 

traR)中进行 反应体系50 L，其中 2～4 L DNA 

液，10×10 tool／1』各引物2 L，200mol几 dNTP 2 

uL。这些混合物于 97℃预变性 7min后，马上置于 

冰上，然后加入 1．25 u Taq酶。按下列反应条件进 

行PCR扩增：94℃，3min；94℃ ，40S；50～57℃ ， 

30 s～1 min；72℃，30 s～1．5 min。PCR反应产物在 

凝胶成像仪中进行检查分析。PCR产物用少量胶柱 

式纯化法进行纯化。 

1．4 DNA测序 

测序反应所用的引物见表2。 

经 纯化的PCR产物再加入测序反应kit，Big— 

Dve ，进行测序反应。产物在测序仪(．NBI377)分析， 

获得了863 bp的基因序列。每条序列都经过正反链 

验证。序列已输入基因库，序列号见表 1。 

1．5 数据分析 

用于分析的 DNA序列信息见表 1。基因分析 

的序列位置，以梭状肉孢子虫(Holmdahl等，1994)的 

序列顺序为参照，除猪人 肉孢子虫1、2位于170～ 

l 030 bp处外，余都位于 140～1 030 bp处。DNA数 

据用DNASTAR Megalign排序，相似率及距离值用 

Megalign的聚类分析。亲缘关系分析应用PAUP4．0的 

简约法和距离法分析，结果经 1 000次重抽样检验。 

2 结 果 

试验所用引物，对肉孢子虫都有扩增；而来自 

宿主 (水牛、黄牛、猪、)各部的肌肉组织 DNA进 

行 PCR扩增时，没有扩增带出现。 

应用所获肉孢子虫的863 bp的基因序列进行肉 

表 2 肉孢子虫185 rRNA基嗣PCR扩增和测序引物 

Table 2 PrimersforPCR and sequencing of＆ 叩0镕 哪如  18S rRNA genes 

①以梭状内孢子虫的序列顺序 (Holma~ 等，1994)为依据 [~cmrding∞the~qlJellce nⅡⅡ岫 of S．fusiformls(Hdmda】1【时a1．．199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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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虫各种内和种间的相似率和差异率比较． 

见表 3。 

结果 近，而与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虫3的关系较远。 

亲缘关系分析，用距离法和简约法构得相似的 

基因树的拓扑结构：用距离法 (N_J)法构树及置 

信度见图 1；用简约法构树的置信度见图2。 

从图1、2可以看出，各大分支的置信度都比 

较高，说明结果可信 图 1的水牛源人肉孢子虫 2 

与黄牛源人肉孢子虫 2形成的一小支的置信度为 

51。图2的水牛源人肉孢子虫与黄牛源人肉孢子虫 

构在一起 两图水牛源人肉孢子虫与黄牛源人肉孢 

子虫没有单独形成单系群，而是混合地构在一个单 

系群。它们与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虫 4的关系很 

神经肉孢子虫 (S． M 口)与 Fretdeetia gta— 

reoli亲缘关系很近，而与其他肉孢子虫的关系却很 

远 

3 讨论和结论 

3．1 肉孢子虫的 18S rRNA基因大约有 1O个变异 

区段具有区别虫种的意义。莪们研究发现在这些变 

异区段里面，缺失和插入是鉴定虫种的一个很重要 

依据。在我们研究的863 bp中，有 4个主要的变异 

区。从此变异区的信息可以反映出，其在种内总是 

很稳定 ，而在种间却有变异，因此我们认为其具有 

表 3 冉孢子虫 18s rRNA基因序列两两相似率及差异率比较 
Table 3 Percent similm-ity and diV盯窖en衅 of 18S rRNA genetic seqnences of Saccocyst／s spec~ by p日irw e伽mp日ris0n 

两两比较的相似率位于上三角 (percent slmilafty in upper∞ar e)；两两比较的差异卓位于下三角 (percent divergmce in 

lower t ang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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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r∞“ 

神经 肉孢子虫(S 们 ] 

鼠内孢子虫(S mⅡris) 

E nieschugzi 

E lciJbrmis 

S Ⅱ“cheniae 

S heniae 

枯氏内孢子虫(S zi) 

猪人内孢子虫 1(S su~omihis 1) 

猪人内孢子虫 2(s sinends-like 2) 

巨内孢子虫(S gigantea) 

梭状内孢子虫(S^siformis) 

水牛内孢子虫(S buffizlonis) 

毛状肉孢子虫 1(s hirsuta 1) 

毛状内孢子虫 2(S hirsn 2) 

黄牛掉^肉样肉孢子虫3(S homtn~4ike 3) 

黄牛豫人肉样肉孢子虫 4(S hominis[ike 4) 

水牛豫^肉样内孢子虫 1(S homi~is-like 1) 

黄牛源^ 肉孢子虫 1(S hominis 1) 

水牛豫^肉样肉孢子虫2(S homi~is—like 2) 

黄牛豫^ 肉孢子虫 2(S homin~ 2) 

图1 肉孢子虫 18S rRNA基因Neighkor-Joining法构建的基因讨及置信度 

Fig．1 Gelte tree of Sarcocystis sr~ es’18S rRNA gene bv H J 

区别虫种的价值和意义 

3．2 分析水牛源和黄牛源两种人肉孢子虫包囊 

18S rRNA基因序列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 

首先从表 3可见，在种问关系中，种间距离值为 

3．20～11．8；S．hirsuta与S．fusiformis之间的距 

离最近，为 3．2O～3．60，我们以此为参照 水牛 

源和黄牛源两种人肉孢子虫包囊基因之问的距离为 

0．00--0．10，小于 S．hirsuta与 S．fusiformis之间 

的距离 (P<0．05) 因此我们认为水牛源和黄牛 

源两种人肉孢子虫包囊基因之间的距离小于种间关 

系中最小的距离，应当属于种内差异。更为重要的 

是，从基因树上可以看出，水牛源和黄牛源两种人 

肉孢子虫包囊的基因没有各 自单独形成单系群，而 

是混合地构在一个单系群。在有诸多的肉孢子虫 

18S rRNA基因参与所构建的基因树中，水牛和黄 

牛两种来源的人肉孢子虫所构成的单系群中没有其 

他肉孢子虫基因插入 

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虫 3和 4是 Fischer等 

(1998)研究报道的序列，包囊采自黄牛。从肉孢 

子虫形态上看没有区别，但二者序列差别较大，因 

为当时没有确定的人肉孢子虫 (S．hominis)基因 

序列作为参照，Fisher没法对二者进行确认，只能 

认为二者可能为2个虫种。我们研究发现，水牛和 

黄牛两种来源的人肉孢子虫与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 

虫 4的关系很近，而与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虫 3的 

关系较远。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水牛源和黄牛源两种 

人肉孢子虫包囊，可能与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虫4 

为同一虫种即人肉孢子虫．而黄牛源人肉样肉孢子 

虫 3可能为其他的虫种。 

3．3 动物转染实验：我们尚未发表的资料表明， 

从黄牛一人一水牛一人转染实验证实，水牛能在实 

验感染的条件下，作为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从 

水牛转染实验所得的包囊与黄牛源的包囊在光镜和 

电镜下无区别。但在自然情况下，水牛是否能作为 

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尚无根据 现在通过对从 自 

然感染的水牛体内和黄牛源的人 肉孢子虫包囊的 

18S rRNA基因分析资料可以看出，这两种来源的 

包囊很可能为同一虫种 因此，我们认为在 自然 

界，水牛同样可作为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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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L l 

神经内孢子虫(S． 加船 ) 

鼠冉孢子虫(S muris) 

E nieschu如i 

E lciformis 

S．ancheniae 

枯氏内孢子虫(S cruzi) 

黄牛湃人内样内孢子虫 3(s homin&．1ike 3) 

黄牛源人内样冉孢子虫 4(s．hamii s4ike 4) 

水牛潭人内样内孢子虫 l(s．homi ．1ike 1) 

黄牛源人内孢子虫 1(S．hominis 1) 

水牛源^内棒内孢子虫 2(s．homin~．1ike 2) 

黄牛源人内孢子虫 2(s．hominix 2) 

巨内孢子虫(S．gigantea) 

靖人内孢子虫 1(S．suihominis 1) 

靖人内孢子虫 2(S．suihominis 2) 

援状内孢子虫(s，Asiformi5) 

水牛内孢子虫(s．buffalonis) 

毛状内孢子虫 1(s hirsuta 1) 

毛状内孢子虫 2(S hirs~a 2) 

图 2 肉孢子虫 18S rRNA基因筒约法构树及置信度 

Fig．2 [ e of Sarcocystis spec ’ 18S rl~NA g∞e by!~asimony 

本文的基因分析资料为证明水牛在 自然界能作 

为人肉孢子虫的中间宿主提供了一些证据。进一步 致 谢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细胞 

再对两种来源的肉孢子虫的其他基因，如 ITS1基 与分子进化开放实验宣苟世康、刘爱华、陈永久等 

因进行研究，实属必要。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肉孢子 老师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虫的分类及肉孢子虫病预防和治疗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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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 rRNA GENRE OF Sarcocystis hominis CYSTFROM 

VA．IER BIⅡTAI．0 AND CArI’Ⅱ ．E 

YAt'J~i Zhao-ql几 @。 zu0 Yang-xian$' CHEN Xin-wen① DING t3o② LLO Jin ZHANG Ya-ping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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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NAs of Sarcocystis homirtis—like cyst from 

the nature infecmd water buffalo(B~batus bubatis)， 

Sarcocs,stis hominis from cattle(Bos taurus)，and 

Sarcocystis ihmninis from swine(s“5 scrofa)were 

extracted respectively．The 18S rR NA genes’PCR 

productions of each isolate were directly sequenced． 

The cysts from both cattle and water burfa1o sources 

showed a high homology within the mmpared 863 bp 

18S rRNA gene sequences，which m ntain 4 main va- 

fled regions．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the 4 isolates 

b0th from cattle and water buffaloes pmbably ale the 

s~-ne species．Sarcocystis hominis．?md wa钯r buffalo 

can also serve as the intermediate host for S．hominis 

besides cattle in south China． 

Key words：Sarcocystis hominis；Cattle；Water bMfab；18S rRNA gene；Species identification 

③Cu~ent address：patasito／cgy Department，Kunming Medical College，Ktmmlng，Yurman 65003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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