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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随着抗疟药的长期、广泛使用，疟原虫对抗疟药逐渐产生抗性。目前有关恶性疟原虫的抗药性分子标记研究较

多，而对非恶性疟原虫关注度相对较小。为了更好地为临床治疗的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为非恶性疟人体疟原虫对抗

疟药敏感性分子监测提供参考，本文就非恶性疟人体疟原虫常见抗药性相关分子标记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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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可威胁生命的寄生虫病。根

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估算数据，2016年共有91
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疟疾传播，有2.16亿例疟疾病例，44.5万人

死于该病［1］。感染人类的疟原虫主要有 5种：恶性疟原虫

（Plasmodium falciparum）、间日疟原虫（P. vivax）、三日疟原虫

（P. malariae）、卵形疟原虫（P. ovale）和诺氏疟原虫（P. knowle⁃
si）。相较恶性疟原虫而言，非恶性疟人体疟原虫感染者占比

较小、症状较轻、原虫密度较低，容易被忽视、误诊或无法及时

确诊，可导致高热、脾肿大、器官衰竭等严重后果，需引起重

视［2］。

氯喹、磺胺多辛和乙胺嘧啶、青蒿素等抗疟药的研究与使

用对控制疟疾传播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随着抗疟药的长

期、广泛使用，疟原虫对抗疟药逐渐产生抗性，可导致人体外

周血中无性繁殖阶段的虫体被延时清除或清除失败，最终产

生配子体并能够将耐药能力广泛传播［3］，从而对疟疾控制与消

除造成困难。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药物抗性相关分子被

发现和报道，并被应用于疟原虫抗性研究。常见的抗药性相

关分子有疟原虫K13蛋白编码基因（Kelch13 gene，K13）、氯喹

抗性转运蛋白编码基因（Chloroquine resistance transporter
gene，crt）、二氢叶酸还原酶基因（Dihydrofolate reductase gene，
dhfr）、多药耐药基因 1（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1，mdr1）和细

胞色素 b基因（Cytochrome b gene，cytb）等（表 1）。在 5种人体

疟原虫中，对于恶性疟的药物抗性分子标记相关报道较多，而

对其他非恶性疟原虫的药物抗性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就非恶

性疟原虫主要的药物抗性分子作一综述。

11 常用抗疟药及其作用机制常用抗疟药及其作用机制

1.1 氯喹 氯喹是4⁃氨基喹啉衍生物，于1947年正式投入使

用，之后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抗疟药物［4］。氯喹主要作用于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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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疟原虫，对红外期子孢子无明显杀伤作用［5］。氯喹的主要

作用机制是引起疟色素凝集和抑制核酸合成。氯喹大量积聚

在虫体的消化泡内，诱导疟色素凝集、抑制疟原虫血红素聚合

酶的活性，使高铁血红素无法转变为疟色素。同时，氯喹还可

通过喹啉环与疟原虫DNA中的鸟嘌呤、胞嘧啶结合，插入DNA
双股螺旋结构之间，进而抑制DNA复制与转录过程，使虫体由

于缺乏氨基酸而死亡。该药主要用于疟疾急性发作期，能有

效地控制疟疾症状。

1.2 磺胺多辛和乙胺嘧啶 磺胺多辛（Sulfadoxine）是氨基苯

磺酰胺衍生物，可与对氨基苯甲酸（PABA）竞争性作用于疟原

虫体内的二氢叶酸合成酶，使疟原虫所需的叶酸合成减少，抑

制疟原虫生长繁殖。同样，乙胺嘧啶（Pyrimethamine）与疟原

虫二氢叶酸还原酶有较强的亲和力，通过抑制酶活性阻止四

氢叶酸生成，阻断叶酸合成，最终导致疟原虫死亡。

研究发现，当磺胺类药物与乙胺嘧啶结合后会产生强烈

的协同作用，能够迅速杀死疟原虫和减轻疟疾症状，在临床上

用于预防疟疾和休止期抗复发治疗。磺胺多辛和乙胺嘧啶联

合用药（Sulfadoxine⁃pyrimethamine，SP）被广泛应用于东南亚、

南美洲和非洲疟疾流行区并作为一线治疗方案［6］。

1.3 青蒿素 青蒿素（Artemisinin）是一类含有过氧桥的倍半

萜内酯类抗疟药。青蒿素起杀虫作用的关键可能是内过氧桥

断裂产生强反应性自由基，自由基与疟原虫蛋白络合形成共

价键，使疟原虫蛋白失去功能，从而导致虫体死亡［7］。游离的

亚铁离子被认为是激活青蒿素的主要元素［8］，而激活的青蒿素

则作用于药物靶点从而抑制疟原虫生长。有研究报道，寄生

虫对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反应和对许多钙离子通道抑制剂的

反应有高度相关性，青蒿素和钙/钠离子通道抑制剂可能共享

转运途径或作用机制［9⁃10］。青蒿素可能作用于多个分子靶点，

这也是它具有快速杀虫作用的原因［11⁃13］。由于青蒿素特殊的

结构，其抗疟作用效率高、速度快、毒性低，被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为新的抗疟药物。在治疗疟疾的最新指南中，WHO建议以

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
apies，ACTs）或氯喹治疗卵形疟和其他非恶性疟原虫［14］。

22 常用抗疟药抗性分子标记常用抗疟药抗性分子标记

2.1 氯喹抗性转运蛋白编码基因（crt）
2.1.1 抗性机制 crt基因所编码的氯喹抗性转运蛋白位于疟

原虫的消化泡膜上，包含10个跨膜结构域，与调节消化泡（Di⁃
gestive vacuole，DV）pH值和氯喹外排有关［15］。当该基因发生

非同义突变，导致部分氨基酸改变，可促使消化液泡内的氯喹

向外转移，原虫内氯喹含量降低，从而不能有效杀灭疟原虫，

导致疟原虫对氯喹产生了耐药性。

2.1.2 非恶性疟原虫 crt基因研究进展 crt基因在除恶性疟原

虫以外的4种人体疟原虫中，都位于1号染色体上。卵形疟 crt
基因全长3 ~ 4 kb左右，包含13个外显子，编码区长度大约为

1.2 kb，编码含408个氨基酸的转运蛋白；其余3种疟原虫都包

含 14个外显子，编码区长度大约都为 1.2 kb，编码含约 420个
氨基酸的转运蛋白。

恶性疟原虫 crt基因（Plasmodium falciparum crt，pfcrt）的突

变在疟原虫对氯喹抗性中发挥核心作用。大量研究表明，pfcrt

基因编码氨基酸的主要突变位点有C72S、M74I、N75E、K76T。
其中K76T被认为是恶性疟原虫产生氯喹抗性的最关键的氨

基酸突变点［16］，而 pfcrt同源基因的突变在其他非恶性疟原虫

种属中是否涉及氯喹抗性仍然存在争议［17］。Nomura等［17］利用

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虫株找出了间日疟原虫和诺氏疟

原虫中pfcrt的同源基因pvcg10（pvcrt⁃o）和pkcg10。在巴塞罗那

和巴西亚马逊疟疾流行区的研究表明，间日疟临床症状的严

重程度及氯喹抗性的高低与 pvcrt⁃o表达水平有关［18⁃19］。但Pa⁃
va等［20］利用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虫株研究了氯喹抗性

分子表达量与氯喹抗性的相关性，发现pvcrt⁃o表达水平升高不

是氯喹抗性产生的主要因素。多个研究组发现 pvcrt⁃o存在突

变位点。Nomura等［17］在间日疟原虫 8个样本中，发现 pvcrt⁃o
有一个突变为 L384F，以及在 343氨基酸位点有一个同义突

变。Suwanarusk等［21］测序了7株来自泰国的间日疟虫株，发现

有6株pvcrt⁃o基因呈现相同突变，即在第一个外显子的10号氨

基酸位置前插入了赖氨酸编码子（AAG）。在埃塞俄比亚，研

究者对 33个间日疟样本进行了 pvcrt⁃o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同

样发现有 2 个样本在 10 号氨基酸位置前插入赖氨酸

（AAG）［22］。在缅甸疟疾流行区，63.9％的样本（133/204）在 10
号氨基酸位点前插入赖氨酸（AAG），其中缅甸南部和中部的

突变比例大于西部地区，氯喹抗性标记的广泛分布揭示了缅

甸耐药间日疟种群的传播［23］。然而，以上研究都无法验证

pvcrt⁃o的基因突变与氯喹抗性有明显相关性。部分学者认为

crt基因在间日疟的氯喹抗性机制与恶性疟有所不同，需要进

一步研究阐明［20］。

在诺氏疟原虫方面，来源于马来西亚的诺氏疟原虫 crt基
因编码的氨基酸有 S219A、A220S和R371M突变，但这些突变

与氯喹抗性没有明显相关性［24］。Nomura等［17］发现了诺氏疟原

虫的 pfcrt同源基因 pkcg10，但未发现 pkcg10的突变体。而三

日疟与卵形疟在氯喹抗性分子标记 crt基因方面的研究还未见

相关报道。

2.2 二氢叶酸还原酶基因（dhfr）
2.2.1 dhfr的抗性机制 dhfr基因编码二氢叶酸还原酶（Dihy⁃
drofolate reductase，DHFR），在疟原虫合成叶酸的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在恶性疟原虫叶酸合成途径中，二氢叶酸还原酶

若被抑制会导致四氢叶酸合成量减少，影响疟原虫的生长繁

殖。而磺胺多辛⁃乙胺嘧啶与二氢叶酸还原酶有较强亲和力，

从而抑制了二氢叶酸还原酶活性。研究表明，编码二氢叶酸

还原酶的恶性疟原虫基因（dhfr）的突变与磺胺多辛⁃乙胺嘧啶

抗性相关［25⁃26］。当dhfr发生突变时，二氢叶酸还原酶与磺胺多

辛⁃乙胺嘧啶的亲和力减少，疟原虫叶酸合成不受抑制，从而导

致疟原虫对磺胺多辛⁃乙胺嘧啶产生抗药性［27⁃28］。

2.2.2 非恶性疟原虫dhfr基因研究进展 dhfr位于其他4种人

体非恶性疟原虫第5号染色体上，不包含内含子，编码区和基

因全长大约为1.8 kb，其中卵形疟基因长度约1.9 kb，编码637
个氨基酸，其他3种疟原虫dhfr基因编码约620个氨基酸。

尽管在大部分国家的抗疟药使用政策中，磺胺多辛⁃乙胺

嘧啶通常不用于治疗非恶性疟原虫感染，但由于混合感染的

存在，而且很多病例诊断时并不能明确感染的具体虫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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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恶性疟同样面临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的药物选择压，其 dhfr
基因突变也普遍存在。

间日疟原虫在亚洲和美洲较为流行，常见的间日疟dhfr基
因氨基酸突变位点有F57L、S58R、T61M和S117T/N等［29］，其中

S117N是间日疟原虫乙胺嘧啶抗性的主要决定因素［30］。Im⁃
wong等［31］对来自泰国、印度、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的 125
例间日疟患者血样进行研究，并开展了体外药敏检测，发现

pvdhfr密码子残基 57、58处和 117处的 3个突变（F57L、S58R、
S117N）与间日疟原虫中高水平的磺胺多辛⁃乙胺嘧啶抗性有

关，这些突变可能是由药物选择压力引起的。Marfurt等［32］利

用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 94例接受磺胺多辛⁃乙胺嘧啶治疗的

间日疟病人样本研究疟原虫基因型和治疗反应之间的关联。

研究发现，在病例样本中检测到间日疟 dhfr基因中的多态性

F57L、S58R、T61M和 S117T/N分别为 60%、67%、20%和 40%，

并且单突变F57L与治疗失败率有最强的相关性。2010年，研

究者利用 97例韩国病例、30例泰国病例和 15例缅甸病例，对

间日疟dhfr基因的多态性进行研究，以评估来自不同疟疾流行

国家的间日疟虫株基因点突变的普遍性和程度［33］。研究发

现，间日疟dhfr基因中，双突变（S58R和S117N）和四倍体突变

（F57L/I、S58R、T61M和S117T）的发生率在泰国样本中总计为

96.4%，在缅甸为71.4%，而在韩国只有1%，但韩国并不使用磺

胺多辛⁃乙胺嘧啶治疗间日疟。这一研究表明，来自不同疟疾

流行国家的间日疟原虫虫株中 pvdhfr突变的流行与磺胺多辛⁃
乙胺嘧啶施加的选择压力有关。此外，有研究者检测中国安

徽省和贵州省的 122例间日疟样本，发现只有 36.9%的野生

型，而S117N/T突变率最高（48.4%），其次是T61M（18.9%）。而

这两个省的 pvdhfr基因突变频率也不一样，可能是由不同的用

药历史或温带和亚热带虫株之间的内在差异造成的。结果表

明中国间日疟种群可能对磺胺多辛⁃乙胺嘧啶比较敏感［34］。全

球多地区也开展了针对间日疟dhfr基因多态性的研究，结果显

示这些地区间日疟dhfr突变的发生率都不一样，表明在不同地

区磺胺多辛⁃乙胺嘧啶治疗疟疾所产生的选择性压力强度不

同［35⁃39］。

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能够持续寄生，常常导致慢性

感染，也常与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混合感染［40］。研究者对

来自亚洲和非洲的35份三日疟虫株的dhfr序列进行多态性分

析，发现在5个密码子中出现了少数非同义突变。在已知与其

他疟原虫中的抗叶酸剂抗性相关的位置处发现非同义突变，

然而由于三日疟原虫还没有建立体外培养机制，因此无法进

行体外药敏检测这些突变是否与抗性相关［41］。 Khim等［42］研

究了123份亚洲和非洲的三日疟样本的dhfr基因，发现了7个
新的突变位点（K55E、S58R、S59A、F168S、N194S、D207G和

T221A），这些新突变仅出现于马达加斯加，在其他非洲三日疟

虫株中没有发现。在亚洲虫株中，柬埔寨也出现一种在泰国

虫株中已经发现的突变（S114N）。在这些非同义突变中，有两

个可能与乙胺嘧啶耐药有关：S58R（对应于恶性疟原虫中的

C59R和间日疟原虫中的S58R，在1份马达加斯加样本中观察

到）和 S114N（对应于恶性疟原虫中的 S108N和间日疟中的

S117N，在3份柬埔寨样本中观察到）。

在卵形疟的相关研究中，根据已确定并测序的抗叶酸靶

标酶PoDHFR⁃TS的假定基因［43］，研究者报道了泰国卵形疟分

离株（EU266602）的 podhfr⁃ts基因的克隆和异源表达［44］，表达

产物的生化学和酶动力学特征表明，与其他疟原虫酶具有相

似的作用，虽然催化活性较低但对酸性 pH具有较好的耐受

性。实验还发现，利用抗疟药⁃叶酸拮抗剂作用于该虫株，其抑

制podhfr结构域活性的浓度与野生型虫株相似，因此该泰国卵

形疟虫株（EU266602）对于抗疟药乙胺嘧啶和环胍仍然敏感。

在马来西亚诺氏疟原虫dhfr（pkdhfr）基因的多样性研究中发现

pkdhfr基因突变与来自沙巴的假定人际传播的选择性药物压

力无关［45］。pkdhfr的同源模型显示氨基酸位点 13、53、120和
173对嘧啶结合至关重要，然而，在这449株诺氏疟原虫分离株

中，这些位点没有突变［45］。

2.3 疟原虫Kelch13蛋白基因（K13）
2.3.1 疟原虫Kelch13蛋白编码基因的抗性机制 Kelch13蛋
白编码基因编码一种被称为K13的螺旋蛋白，含有几个重复

氨基酸序列区域，每个区域形成一个“螺旋桨叶片”［46］。研究

发现，恶性疟K13基因突变与青蒿素抗性有关，突变影响了疟

原虫体外存活率和体内清除率［46］。

2.3.2 非恶性疟原虫Kelch13蛋白编码基因研究进展 Kelch
螺旋体蛋白编码基因（Kelch13 gene，K13）在其他4种人体非恶

性疟原虫中，都位于第12号染色体上，而在恶性疟中则位于第

13号染色体上，简称K13基因。4种人体疟原虫都不包含内含

子，4种疟原虫的K13基因编码区和基因全长大约都为2.1 kb，
其中卵形疟基因长度和其他3种相比最长，为2 178 bp。除卵

形疟K13基因编码 725个氨基酸外，其他 3种疟原虫K13基因

含约710个氨基酸。

目前，关于K13基因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恶性疟原虫，非

恶性疟的研究相对较少。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与恶性疟

原虫K13基因相比，间日疟K13基因多态性较低［47］。在284份
样本中，仅有 2份的序列呈现了相同的突变（V552I）。然而进

一步的研究数据表明，柬埔寨西部的间日疟虫株K13突变似乎

与青蒿素药物选择压力无关，但由于在这一地区从未观察到

青蒿素耐药的间日疟原虫，不能排除K13基因突变在青蒿素抗

性中的作用［47］。Talundzic等［48］研究恶性疟和间日疟中的

Kelch结构域，发现这两个疟原虫种属在Kelch螺旋域上共有8
个氨基酸不一样，位置为 448、517、519、568、578、605、691和
708，同时对比了其他疟原虫属，发现K13基因在疟原虫属中相

对保守。2016年，在中国缅甸边境疟疾流行区，研究者利用

262份间日疟临床样本对K13基因进行研究，鉴定出 3个同义

突变（N172N，S360S和 S697S）和 1个非同义突变（M124I），而

这些突变频率较低（2.0％ ~ 3.1％）［49］，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间

日疟K13基因参与间日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性。另有研究者

收集了来自东南亚的120份间日疟虫株，发现间日疟K13基因

遗传多样性比较低，只有3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在这3个
SNPs中，只有G581R是非同义突变［50］。Brazeau等［51］利用来自

柬埔寨的间日疟样本，对间日疟K13基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了

6个特殊的 SNPs，其中 3个是非同义突变，但没有一个 SNP能
同源到恶性疟虫株的青蒿素抗性突变。Nakeesathit等［52］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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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泰国的13份三日疟和5份卵形疟样本，对K13基因进行测

序分析。结果发现，在三日疟原虫中有一个氨基酸突变

P533L，在卵形疟原虫中也有一个突变为K137R，这些突变是

否与青蒿素抗性相关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2.4 多药耐药基因（mdr1）
2.4.1 mdr1的抗性机制 多药耐药基因mdr1编码疟原虫多

药抗性转运蛋白 1，又称P⁃糖蛋白同系物 1（P⁃glycoprotein ho⁃
molog 1，Pgh1），该蛋白具有运输作用，与部分药物外排有关，

其结构改变能够影响药物的底物专一性，它的氨基酸改变会

影响多种抗疟药的作用效果，包括氯喹、喹啉、甲氟喹等［53］。

2.4.2 非恶性疟原虫mdr1基因研究进展 mdr1基因在其他4
种非恶性疟人体疟原虫中，都位于第10号染色体上，不包含内

含子，编码区和基因全长大约为 4.3 kb，其中卵形疟基因长度

和其他3种相比最短，为4 299 bp。除卵形疟 mdr1基因编码

1 432个氨基酸外，其他 3种疟原虫mdr1基因编码约 1 460个
氨基酸。

Brega等［54］确定了恶性疟mdr1（pfmdr1）在间日疟原虫中

的同源基因 pvmdr1，并在23个间日疟原虫虫株中发现了14个
F1076L突变和6个Y976F突变。然而该研究无法证实间日疟

mdr1（pvmdr1）的 2个突变与药物抗性有关。Golassa等［22］对

pvmdr1进行测序，发现 pvmdr1中的 Y976F突变存在于 96％
（123/128）的巴布亚分离株和 25％（17/69）的泰国分离株中。

研究者使用改良裂殖体成熟测定法，发现Y976F突变与氯喹

耐药性增加有关。为了排除多态性与样本地理分离具有相关

的可能性，研究者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在控制了地理位置这

一变量后，研究发现Y976F突变与地区本身无关，与氯喹选择

性压力有关。由此推测，Y976F也许能用来代表氯喹抗性区

域。关于 pvmdr1基因的多态性研究，除了Y976F和F1076L这

两个突变，还发现了 S515R、G698S、M908L和 T958M突变［55］，

这些突变是否与氯喹抗性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也

有研究表明，pvmdr1中的突变与氯喹抗性无关或存在弱相

关［56］。在三日疟、卵形疟和诺氏疟原虫方面，暂无多药耐药基

因mdr1的研究报道。

2.5 细胞色素b基因（cytb）
2.5.1 cytb基因的抗性机制 阿托伐醌（Atovaquone）是辅酶Q
的同系物，其作用部位为细胞色素bc1结合点，与氯胍（Progua⁃
nil）联合用药，用于治疗多种疟原虫。cytb基因与阿托伐醌结

合，能抑制呼吸链的电子传递，从而杀灭疟原虫［57］。

2.5.2 非恶性疟原虫 cytb基因的研究进展 cytb基因存在于

疟原虫的线粒体中，在4种非恶性疟原虫中都不包含内含子，

基因全长1.0 kb左右。其中卵形疟原虫基因长度最短，编码的

氨基酸最少，为 311个；而其他 3种疟原虫和恶性疟一样编码

376个氨基酸。

目前，研究者发现细胞色素b基因在恶性疟中有以下几种

突变：M133I、L144S、L271V、K272R、Y268C、Y268S和Y268N。
其中在第268个密码子处的突变被认为与阿托伐醌⁃氯胍的抗

性产生和临床治疗失败相关［58⁃60］。然而有关 cytb基因的多态

性研究，集中在恶性疟方面；在非恶性疟方面，研究者对卵形

疟原虫进行测序，发现仅在 cytb基因的841氨基酸位点出现了

M248I的 2种亚型二态性突变，其余几个突变均为同义突

变［61］。这些突变与阿托伐醌⁃氯胍的抗药性产生是否相关有待

进一步研究阐明。目前还未见其他 3种非恶性疟原虫 cytb基
因的研究报道。

33 结语结语

一直以来，由于非恶性疟原虫的感染人数少于恶性疟原

虫感染者，临床症状较恶性疟轻，关注度相对较小。目前药物

名称

氯喹抗性转运蛋白

编码基因（crt）

二氢叶酸还原酶基

因（dhfr）

疟原虫Kelch蛋白

编码基因（K13）

多药耐药基因1
（mdr1）

细胞色素b基因

（cytb）

染色体

恶性疟

原虫

7号

4号

13号

5号

线粒体

非

恶性疟

原虫

1号

5号

12号

10号

外显

子数

14/13

1

1

1

1

基因全

长

（kb）

4.0

1.8

2.1

4.3

1.0

氨基酸

长度

（aa）

400

620

710

1 460

370

相关

抗疟药物

氯喹

磺胺多

辛⁃乙胺嘧

啶

青蒿素

氯喹，多种

抗疟药

阿托伐

醌⁃氯胍

主要突变位点

间日疟

原虫

L384F、
10号位AAG插入

F57L、S58R、
T61M、S117T/N
V552I、N172N、
S360S、S697S、

G581R
Y976F、F1076L

诺氏疟

原虫

S219A、，A220S、
R371M

T91P、
R34L

三日疟

原虫

H22Q、
S58R、S114N/G、

I170M

P533L

卵形疟

原虫

K137R

M248I

表表11 人体非恶性疟原虫药物抗性分子标记信息人体非恶性疟原虫药物抗性分子标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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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相关分子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恶性疟原虫；在非恶性疟

原虫方面，间日疟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多，但其他3种疟原虫则

相对较少，甚至还未见报道。对于非恶性疟原虫的药物抗性

分子标记的研究主要是在恶性疟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但非恶

性疟原虫与恶性疟原虫在某些药物抗性机制方面会有所不

同，这是阻碍研究进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思考多种可能

性。目前，虽然部分研究者对非恶性疟原虫药物抗性分子进

行了探索，发现了部分相关基因突变，然而由于无法进行良好

的体外药敏试验检测，很多研究无法验证其与抗药性的相关

性。所以现阶段应寻找能验证基因突变与抗药性相关的方

法。虽然目前有些非恶性疟原虫药物分子标记的基因突变与

抗药相关性无法明确，但这些研究对明确抗药种系的起源、流

行和地理传播轨迹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综上，对于非恶性疟原虫药物抗性相关分子标记的研究

将在今后疟疾抗药性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临床治

疗的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并能使药物抗性分子标记成为

疟原虫对抗疟药物敏感性监测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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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讨论讨论

我国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

其中钩虫感染率下降相对较慢［5⁃6］，目前钩虫已成为

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的虫种［4］。江西省此次

调查结果显示钩虫病的流行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钩

虫感染率下降幅度较蛔虫、鞭虫小［4］，是江西省人体

感染的最主要的土源性线虫。

调查表明，文化程度低、高年龄组、家庭妇女以及

从事农田劳动的人群是江西省钩虫感染的高危人群，

这一结果与江西毗邻的安徽省相似［7］，其原因应与劳

动人口的转移有关。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从事

农田劳动的多为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和家庭妇女，其接

触泥土的机会高于其他人群。提示低文化层次人员、

老年人以及家庭妇女应为今后江西省钩虫病防治的

重点人群。

既往研究表明，钩虫病等土源性线虫病的流行和

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习惯以及气候地形等自然因

素密切相关［8］。江西省赣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相较

于赣中和赣北地区更适合钩虫孳生。1988年赣南人

群钩虫感染阳性率（29.32%）显著高于赣中（27.39%）
和赣北（13.89%），与预期相吻合。但是至 2002年赣

南人群钩虫感染率下降至 3.02%，低于赣中（6.73%）
和赣北（13.94%）。此次调查按生态区（代替地形/方
位）进行抽样，位于赣南的南岭山地丘陵生态区人群

钩虫感染率亦显著低于赣中的湘赣丘陵山地生态区

和赣北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生态区，可能与赣南调查点

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数增加，以及主要的经济作物调

整为果树，人、畜粪便施肥大量减少有关。此外，此次

调查还发现经济水平上等地区钩虫感染率反而高于

中等、下等地区，与江西省2002年人体寄生虫病调查

结果相一致［9⁃10］，其原因可能为钩虫感染率降低至一

定程度后经济水平并非决定钩虫病流行的主要影响

因素，而与居民习惯使用未彻底无害化的农家肥有

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江西省人体钩虫感染率下降趋势明

显；文化程度低、女性、高年龄组为感染高危人群；美

洲钩虫为优势虫种。今后江西省钩虫病防治应以改

变高危人群的生产生活习惯为目标，采取健康教育、

粪便无害化处理和传染源控制等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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