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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生物样本库的构建与应用疟疾生物样本库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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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目的目的 探索建立具有流行病学资料的疟疾生物样本库，实现疟疾样本管理信息化，为消除疟疾提供保障，并为

相关研究提供资源。方法方法 以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为依托，自2011年起持续收集江苏省内疟疾病例（包括本地

和输入性疟疾病例）资料，按照标准化操作流程收集入选患者的末梢血涂片、滤纸血、静脉血样本及分离培养虫株，并进

行处理、分装和存储。应用样本库管理软件录入病例流行病学资料，并进行样本入库，定期对样本进行质量控制。结结

果果 建立了疟疾生物样本库，实现从样本入库、保存，到出库的全程信息化管理。2011-2017年样本库共收集了江苏省

报告疟疾病例中 99.42%（2 223/2 236）的血涂片、92.58%（2 070/2 236）的滤纸血，94.50%（2 113/2 236）的静脉全血及

2.06%（46/2 236）的恶性疟原虫培养株。依托样本库，对全省 99.42%（2 223/2 236）的疟疾病例样本进行了镜检复核及

82.74%（1 850/2 236）的病例样本进行了核酸检测复核。此外，还利用样本库开展了疟原虫抗药性监测、疟疾分子流行病

学及疟疾诊断技术等相关研究。结论结论 疟疾生物样本库的建立不仅为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疟疾相关研

究提供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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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Objective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ystemized malaria biobank with well⁃rounded epidemiologic data and a computer⁃aid
management system，thus to provide qualified sources for malaria elimination and human malaria research. MethodsMethods The ma⁃
laria biobank was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The blood smear samples，dried blood sam⁃
ples，whole blood samples and parasite strains isolated from patients（from both local and imported cases）were collected since
2011 according to a standardized operational procedure. The biobank management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input of the epidemio⁃
logical data and samples，and the quality of samples was monitored regularly. ResultsResults A standard malaria biobank was estab⁃
lished.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applied to input，storage and output of samples. Totally 99.42%（2 223/2 236）
of the blood smear samples，92.58%（2 070/2 236）of the dried blood samples，94.50%（2 113/2 236）of whole blood，and
2.06%（46/2 236）of the isolated stains in 2 236 reported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alaria biobank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7. Based on the malaria biobank，99.42%（2 223/2 236）of the blood smears and 82.74%（1 850/2 236）of DNA
（from dried blood and whole blood samples）from malaria pati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re⁃checked. Moreover，the samples
in the malaria biobank were used in the studies of the mechanism of parasite drug resistance，malaria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diagnosi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nclusion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laria biobank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also provides a qualified resource for malar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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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热带病之一，至

今全球仍有 91个国家存在疟疾传播，每年有 2.16亿
疟疾病例，且有44.5万人死于疟疾［1］。我国自2010年
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以来，消除疟疾工作成效显

著。随着消除疟疾工作的推进，本地疟疾病例逐年减

少，国外输入性病例所占比例日益上升［2］。江苏省自

2012年起已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但境外输入

性病例报告数连年位居全国前列［3］。消除疟疾阶段

要求对所有报告病例进行镜检和核酸检测复核，还需

要结合流行病学资料进行进一步分析，这对样本和相

关资料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本地感染病例

显著减少使得本地疟疾样本变得尤为珍贵，而输入性

病例来源地及虫种情况又较复杂。因此，如不系统、

合理地整合资料信息，势必给后续的样本利用造成困

难。

生物样本库（Biobank）是生物材料样本和相关数

据的收藏和处理系统，包括标准化收集、处理、储存健

康或疾病生物体的分子生物、细胞、组织和器官等样

本（包括人体器官组织、全血、血浆、血清、生物体液或

经处理过的生物样本，如DNA、RNA、蛋白等），以及

与这些生物样本相关的临床、病理、治疗、随访、知情

同意等资料，集生物材料和相关信息于一体的应用系

统［4］。生物样本库是鉴定多种疾病起因和机制的重

要资源，在医学研究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

此，本研究拟设计并建立基于江苏省疟疾病例的疟疾

生物样本库，旨在保存日显珍贵的人体疟原虫样本资

源，为消除疟疾及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平台和保障。

11 内容与方法内容与方法

1.1 主要设施及设备条件 具有独立空间，供暖、通

风及空调等设施完善，并配有冷链监控报警系统（t.
anquan365. org/）。样本存贮于有温度监测系统

的 - 80 ℃DW86L388A 超低温冰箱（海尔）、BIO⁃
CANE47液氮罐（Thermo Fisher Scientific）中，进行定

期维护、保养，并制定了冰箱故障应急预案。样本库

配备专用的具有样本管理软件（万格冻存管理软件）

的计算机，对样本存贮位置进行可视化管理，并对计

算机和软件进行权限设置，保障系统数据的安全性。

样本库还配备了专用打印机及配套BP⁃IP⁃300二维码

扫描仪（BRADY），耐超低温标签、冻存盒等用于样本

的标识和存储。

1.2 样本库病例纳入标准 样本库病例来源于2011
年以来江苏省报告的疟疾病例。

1.3 样本采集与保存 根据《江苏省消除疟疾工作

方案（2016-2020年）》，要求各级医疗和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对所有疟疾病例进行网络直报和实验室检测，

每例病例在抗疟治疗前应至少采制厚薄血片各3张、

滤纸血2张（每张2大滴血样，每滴约60 μL）和抗凝血

5 mL。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所有样本应尽快送至江苏

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由省级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

分装入库保存。

1.3.1 血涂片制作与保存 采集患者末梢血，在干净

玻片上涂制厚薄血膜。厚血膜血量约为 4～5 μL，在
玻片右1/3处涂成直径约为0.8～1.0 cm的圆形；薄血

膜血量约 1.0～1.5 μL，滴于玻片中央，用推片推成宽

2.0 cm、长 2.5 cm的长舌状后用甲醇固定。待血涂片

完全干燥后进行吉氏染色，制作完成后室温保存。

1.3.2 滤纸血采集与保存 使用Whatman 903滤纸

片，标记好患者编号和收集日期后（图 1），采集患者

末梢血或抗凝血，每滴大约使用 60 μL血液，点在滤

纸片相应位置，每个病例制作2张滤纸血，每张2滴血

样。将滤纸血片于室温下干燥至少 4 h（潮湿气候下

至少24 h）。短期保存及运输时可将滤纸血放入密封

袋中常温保存，整个过程避免血滴与其他界面接触及

滤纸间的相互污染。长期保存前，使用样本冻存管理

软件预录入样本的信息，选择样本类型为滤纸血，录

入剩余血滴数目、选择或新建拟存放的密封袋编码和

相应的冰箱位置等。信息录入完成后，将滤纸血从密

封袋中取出，用锡箔纸包成口香糖状，从冻存管理系

统调取样本信息，打印标签贴于包滤纸血的锡箔纸外

侧，放入预先编码的密封袋中，置于-80 ℃冰箱中相

应位置保存。

图图11 滤纸血片图示滤纸血片图示

1.3.3 全血样本的采集与保存 真空静脉采集抗凝

血 5 mL，充分混匀后 4 ℃短暂存放，并尽快冷链运送

至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疟疾参比实验室，检测

和复核时记录每个样本对应的抗凝剂种类、血量等信

息，在样本冻存管理软件中调取已经预录入的样本信

息或新建录入，选择样本类型为全血，补充检测和记

录相关信息，并根据血量按 0.8～1.0 mL/管设置分装

管数，选择或新建拟存放的冻存盒编码和相应冰箱位

置。信息录入完成后，将抗凝管颠倒混匀，并分装至

冻存管中，调取样本信息，打印标签张贴于每个冻存

管的管壁和管盖上，放入预先编码的冻存盒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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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80 ℃冰箱相应位置保存。

1.3.4 恶性疟原虫虫株采集、培养与保存 采集病人

静脉血约3 mL，使用肝素抗凝，所采静脉血立即处理

或者在37 ℃条件下转移至省级参比实验室后尽快开

展后续步骤。静脉血在去除白细胞后，使用预热

（37 ℃）的洗涤培养基洗涤血样3次，每次离心后去除

淡黄色上清。按照4%的血容积将处理好的样本置于

预热的培养基中重悬培养，待原虫密度达到 1%左右

即可进行分装和冻存。在样本冻存管理软件中调取

已经预录入的样本信息或新建录入，选择样本类型为

分离培养虫株，并置于液氮罐中相应位置保存。

1.4 样本信息及样本的监控管理

1.4.1 样本信息的录入

1.4.1.1 签订知情同意书 疟疾生物样本库的建立

经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遵循纽伦堡法典“任何人体试验均须出于受试者完全

自主同意”的原则。在患者确诊后，详细告知患者或

者相关家属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在患者或其家属同

意的情况下签署相应的知情同意书，并按标准流程采

集和保存样本［5］。
1.4.1.2 样本组成 样本库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包括

血涂片、对应的滤纸血、静脉全血及培养虫株。

1.4.1.3 样本命名及信息录入 对预录入的样本进

行命名，原则为该样本在样本库中有且只有一个名

称，不得重复。根据样本采集的年份（20XX）、来源地

国标码（32XX）及样本类型（血涂片：S；滤纸血：D；全
血：W；培养虫株：C）进行相应命名。将预录入样本的

临床资料信息输入样本管理软件，主要包括性别、姓

名（采用英文简写）、就诊时间、诊断时间、诊断结果

（虫种类型）、治疗过程以及流行病学资料等。

1.4.2 样本二维码的生成 完成样本及对应信息的

预录入后，样本管理软件即可生成样本二维码（以全

血样本为例，图 2），其包含样本的详细信息（特别是

虫种信息）及样本在样本库中的具体位置信息。

图图22 样本二维码图示样本二维码图示

1.4.3 样本入库 打印样本二维码后对样本进行标

记，然后将样本存入相应的冻存管，将冻存管存入对

应的冻存盒，将冻存盒放入冰箱相应位置。各类样本

采样及入库流程见图3。
1.4.4 样本出库管理 已存入样本库的样本，在有需

要的情况下，经同意后可由操作者将其从样本库中取

出。样本出库时应登记样本用途、样本使用量、是否

归还入样本库、使用者姓名及归还日期等信息，做到

有迹可循。

图图33 疟疾生物样本库样本收集与入库流程图疟疾生物样本库样本收集与入库流程图

1.4.5 样本质量监控管理 所有冻存样本需避免反

复冻融，储存样本的冰箱还设有动态监测系统，记录

冰箱实时温度。冷链监控系统软件具有超温报警及

短信通知功能；液氮罐有专人定期监测，并定期加灌

液氮，以保证样本冻存环境。

22 结果结果

2.1 样本库概况 疟疾生物样本库从2010年上半年

开始筹建，自 2011年起开始收集样本并进行入库和

管理，目前包含流行病学资料信息的血涂片、滤纸血、

静脉全血及分离培养虫株等生物样本。2011-2017
年样本库共收集了江苏省报告的疟疾病例（2 236例）

中99.42%（2 223/2 236）的血涂片、92.58%（2 070/2 236）
的滤纸血、94.50%（2 113/2 236）的静脉全血及 2.06%
（46/2 236）的恶性疟原虫培养株（表1）。虫种主要为

恶性疟原虫（79.7%）、间日疟原虫（4.5%）、卵形疟原

虫（11.8%）、三日疟原虫（3.1%）以及混合感染（0.9%）
（图 4）。所收集的疟原虫全血样本主要来源地为非

洲国家（96.8%）（图5）。冻存管理系统软件购自上海

万格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具有日常分类、出入库管理、

查询检索、外接打印设备等多个功能，所有样本存贮

信息直观可视，可实时便捷地查找和筛选样本，该系

统实现了对疟疾生物样本的数字一体化管理（图6）。

疟疾生物样本库为消除疟疾和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

的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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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 20112011--20172017年疟疾生物样本库所收集各类样本数量年疟疾生物样本库所收集各类样本数量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报告病例数
（确诊病例数）

376（374）
200（198）
344（341）
357（355）
408（405）
309（308）
242（239）
2 236（2 220）

血涂片
份数

363
200
344
357
408
309
242
2 223

滤纸血
份数

239
194
341
348
403
306
239
2 070

全血份数

291
190
340
353
404
296
239
2 113

分离培
养株数

0
8
30
8
0
0
0
46

图图44 20112011--20172017年疟疾生物样本库全血样本虫种构成年疟疾生物样本库全血样本虫种构成

图图55 20112011--20172017疟疾生物样本库全血样本来源分布疟疾生物样本库全血样本来源分布

2.2 样本库的标准化管理与质量控制 ①在标准化

管理方面：样本库在样本纳入标准、样本伦理审核、知

情同意、采集、处理、保存及出入库的操作流程方面作

了明确规定，并对相应人员进行了标准化操作流程及

信息化管理培训；制定了统一的管理规范，样本入库

和出库做到有章可循；样本库借助信息化管理软件对

生物样本进行监测，保证了生物样本安全。②在质

量控制方面：定制了一套样本评估体系，如样本冻融

次数记录、定期随机抽样盘库、核对样本信息是否准

确、使用信息是否登记及存放位置是否准确等。

2.3 样本库应用

2.3.1 疟疾病例复核 基于样本库所收集的样本（包

括血涂片、滤纸血及全血样本），江苏省疟疾诊断参比

实验室对报告的疟疾病例样本分别进行了镜检及核

酸检测复核。2011-2017年江苏省疟疾诊断参比实

验室共对 99.42%（2 223/2 236）的血涂片进行了镜检

复核，82.74%（1 850/2 236）的滤纸血或全血样本进行

了核酸复核。在江苏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复核结

果的基础上，对报告病例的结果进行了及时修订（包

括阳性、阴性及虫种）。

2.3.2 疟疾相关研究 样本库的建立为抗疟药物抗

性体外药敏检测和抗性靶分子检测提供了可靠样本

及平台。抗疟药物使用在疟疾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针对抗疟药抗性的监测可为临床疟疾治疗药物选

择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基于样本库所收集的

非洲恶性疟原虫样本及分离培养虫株，可对疟原虫相

关抗性靶分子进行检测，同时亦可进行体外药敏试

验。其次，本库所收集的样本也可为疟疾分子流行病

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同样，疟疾生物样本库的建立

也为疟疾诊断技术开发和评价提供了良好的样本来

源。前期已利用样本库中的卵形疟样本对现有疟疾

快速诊断试剂盒（RDTs）诊断卵形疟的效果进行了评

价和比较。

图图66 疟疾生物样本库管理软件疟疾生物样本库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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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江苏省乃至全国疟疾消除工作的推进，本地

疟疾病例显著减少。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出务工、经

商、旅游及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人数不断增加，境外输

入性疟疾成为主要的病例来源。如何科学有效地保

存这些生物样本资源并用于疟疾研究，成为科研人员

关注的重点。样本库的建设有利于整体规划科研设

计方案，而系统收集和存储生物样本及相应信息，可

提高样本利用效率。此外，疟疾生物样本库的建立可

为消除疟疾工作中的病例复核提供保障；同时，也可

以为疟疾流行病学研究、疟疾分子病理机制研究以及

人体疟原虫基因溯源等研究提供资源。

疟疾生物样本库的开发和利用是本样本库建设

的主要关注点。本样本库主要作用是服务于消除疟

疾工作，为病例复核和相关研究提供高质量和可靠的

样本。在消除疟疾阶段，本地病例逐年减少，而输入

性疟疾病例占主要地位。该阶段要求对所有报告病

例进行镜检和核酸检测复核，有时还需要结合流行病

学资料进行进一步分析，甚至需要对样本进行回溯，

这都有赖于对疟疾样本和相应资料的有序管理。疟

疾生物样本库的建立为报告病例样本的管理提供了

良好的保障，便于省级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开展所需

复核样本的查找、复核和虫种订正等工作。

本课题组还利用从样本库疟疾病例样本中提取

的DNA以及病人体内分离培养的虫株，对疟原虫相

关抗性靶分子进行了检测，同时进行了体外药敏实

验，结果提示青蒿素抗性有可能在非洲单独产生，并

发现了可能与青蒿素抗性相关的Kelch蛋白编码基因

（K13）上的新突变位点（M579I）［6］，这是疟原虫抗性研

究的新突破。通过对样本库中非洲地区恶性疟原虫

样本氯喹抗性转运蛋白编码基因（CRT）突变的检测

发现，氯喹抗性在非洲地区可能存在降低现象［7］。此

外，本课题组对部分间日疟原虫样本进行了基于微卫

星标记的基因分型，并开展了间日疟原虫基因多态性

和群体遗传学研究［8］，基因型数据已纳入亚太地区消

除疟疾组织（Asia Pacific Malaria Elimination Network，

APMEN）间日疟原虫基因型数据共享平台（Vivax⁃
GEN）［9］，这为间日疟原虫基因溯源研究提供了基础

数据。此外，在疟疾诊断技术与评价方面，本课题组

基于样本库中的卵形疟样本，对现有疟原虫检测试剂

盒用于卵形疟原虫检测的效果进行了评价，为试剂盒

的临床应用奠定了研究基础［10］。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的疟疾生物样本库不仅可

为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保障，还可为疟疾流行病学研

究、疟疾分子病理机制研究以及人体疟原虫基因溯源

等研究提供较为理想的生物样本，但样本库的标本数

量、种类还需要不断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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