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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3 种钉螺孵化方法检测有螺土壤中
活性螺卵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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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有螺地区土壤样本进行检测，
比较 3 种孵化螺卵检测方法，
探讨现场适用的简易检测方法。方法
于 2016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市青浦区有螺地区采集土壤 20 块，柔性混匀后，每块土壤分别称取 3 份（每份 500 g），采用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直接孵化法和改良直接孵化法进行孵化实验，采用 Kappa 值进行一致性检验；检出幼螺的孵
化时间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3 种孵化方法孵化率的差异采用 χ2 检验。结果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和改良直接

孵化法温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309，P＝0.000）；3 种方法孵化出幼螺时间经 Kruskal⁃Wallis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269.340，
P＜0.001），
孵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880，
P＝0.053）。结论 3 种方法均可在有螺地区土壤
中孵化出钉螺，
但直接孵化法实验条件简单、
易于操作，
可作为土壤中检测钉螺螺卵的补充方法，
并应用于现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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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hatching active eggs of Oncomelania hupensis
in soil by thre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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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 easy and feasible method for hatching snail eggs in soil where snails existed.
Methods On May 8th, 2016, 20 soil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Qingpu district where snails existed, and 3 units of soil
which weighed 500 g respectively were used to carry on the experiment to hatch snail eggs in each piece of soil. The three
methods included hatching snail eggs directly in the natural conditions, hatching eggs with improved conditions and
hatching eggs with stable temperature. Kappa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sistence of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 methods.
Kruskal ⁃ Wallis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hatching time, and χ 2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three rates of hatching
eggs. Result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methods with stable temperature and improved conditions in
temperature (t＝7.309, P＝0.000). There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in periods of hatching snail eggs among the three
methods by Kruskal ⁃ Wallis test ( χ 2＝269.340, P＜0.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hatching rates with the
three methods ( χ 2＝5.880, P＝0.053). Conclusion All the three methods can hatch snail eggs in the soil where snails
existed, while the method hatching snail eggs directly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canbe used as a complementary method
since it needed simple experiment conditions.
Key words: Hatching with stable temperature; Hatching directly in natural conditions; Hatching with improved conditions;
Oncomelania hupensis; Snail eggs

钉螺（Oncomelania hupensis）是传播日本血吸虫

幼螺，该方法可作为泥土中检测钉螺方法的替代和

（Schistosoma japonicum）的唯一中间宿主，可以通过

补充［6］，但在现场应用中还未得到验证。因此，采用

多种媒介传播［1］。研究发现，泥土中含有可孵化的
螺卵

。因此，含有钉螺螺卵的泥土可能作为介质

［2-3］

传播钉螺。目前，对有螺地区泥土中钉螺螺卵的检
测和泥土中螺卵孵化实验有 2 种方法，即显微镜下
直接检查螺卵［4］和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5］。研究证

实，
直接孵化法可检测出泥土中的活性螺卵，
孵化出

3 种检测方法在现场有螺土壤中进行螺卵孵化实验
的比较研究，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1.1

材料与方法
采集地点

于 2016 年 5 月 8 日，选择 2014 年新

发现的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星浜村朱家埭河和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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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附近断头浜有螺区作为采集点。
1.2

仪器

1.3

样品的采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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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天平（型号：JJ1000，江苏省常熟市

双杰测量仪器厂产重校验设备有限公司）；解剖镜
（型号：
SZX16，OLYMPUS，
JAPAN）。
采用系统抽样法结合环

［7］

境抽查法（双重查螺法） ，
确定并采集有螺地区土壤

20 块（用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分别位于 121°5′43″E，

析。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和改良恒温直接孵化法实
验条件下温度差异采用 t 检验；3 种方法的一致性检

验 采 用 Kappa 值 ；检 出 幼 螺 的 时 间 采 用 Kruskal ⁃
Wallis 检验；3 种孵化方法孵化率的差异采用 χ 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31°0′4″N；121°5′44″E，30°59′49″N；121°5′44″E，

2.1

330 cm × 7 cm。带回实验室柔性混匀，每块土壤分

变化外其温度变化不大。改良直接孵化法、直接孵

30°59′50″N）。每块土壤取样品体积为 330 cm ×

别称取 3 份（每份 500 g）。称取 2 份（各 500 g）泥土，
用双层箩筛水洗获得筛取物 ，2 份筛取物分别放入
［5］

2 个小型搪瓷碗内，肉眼检查有无幼螺，加去氯水至
搪瓷碗 1/2 处，在实验室分别采用收集螺卵恒温孵
化法和改良直接孵化法进行孵化实验。
1.4 方法
1.4.1

实验室温湿度情况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是

在条件较为特殊的恒温实验室内进行，除湿度有所
化法选用普通实验室，不进行特别的温度和湿度调
控，一般有螺地区实验室条件均具备。改良直接孵
化法实验室温度最高26 ℃，
最低20 ℃，
平均23.62 ℃；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实验室温度最高 23 ℃，最低

22 ℃，平均为 22.03 ℃。两种方法实验室温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7.309，P＝0.000）。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

［5］

将筛取物放入搪瓷

碗内加去氯水，置 22～23 ℃的恒温实验室进行孵
化，每日观察 1 次，检查有无幼螺并记录。35 d 后用

去氯水淘洗后计数幼螺及其死活只数并获取筛取
物。采用镜检法对未孵化的螺卵进行检查并计数。
1.4.2 改良直接孵化法

［6］

将筛取物放入搪瓷碗内

2.2

孵化方法的一致性分析

对采回的 20 块土壤

分别称取 500 g，采用 3 种方法进行检测，收集螺卵

恒温孵化法、改良直接孵化法和直接孵化法螺卵孵
化检出率分别为 90.00%（18/20）、90.00%（18/20）和

100%（20/20）。其中收集螺卵孵化法与改良直接孵

化法、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与直接孵化法、
改良直接

加去氯水，在实验室于室温条件下自然孵化。每天

孵化法与直接孵化法经统计学分析，均不具有一致

铜箩内淘洗，计数有无幼螺并获取筛取物。采用镜

2.3

观察 2 次，检查有无幼螺，观察 62 d。后用去氯水在
检法对未孵化螺卵进行检查并计数。
1.4.3

直接孵化法

［6］

称取 500 g 土壤，置搪瓷碗

中，
以去氯水保持土壤湿度，
在同一实验室进行自然
孵化。每天观察 2 次，检查有无幼螺，观察 62 d。后

用去氯水在铜箩内淘洗并计数幼螺，
获取筛取物，采
用镜检法对未孵化的螺卵进行检查并计数。
1.5

镜检

［4］

将实验剩余物放入小型搪瓷盆内，加

满清水，充分混匀后用 20 目铜筛过滤至另一只搪瓷

性（Kappa 值＝0.36、0.47、0.36，P＞0.05）。
螺卵孵化时间

通过 73 d 的观察发现，收集螺

卵恒温孵化法、直接孵化法和改良直接孵化法最早
孵化出钉螺分别在进入实验室的第 4、6 和 29 天，集

中出现时间分别在第 25、34 和 33 天，最长仍能孵化
出钉螺的时间为第 61 天（改良直接孵化法）。3 种实
验方法发现幼螺时间见图 1。经 Kruskal ⁃ Wallis 检

验，3 种实验方法孵化出幼螺的时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269.340，
P＜0.001），见表 1。

盆内。未滤过物肉眼检查有无幼螺；在搪瓷盆内的
滤过物加满水，静置 5 min 后轻轻倒去液体，再加满

水，5 min 后轻轻倒去液体，如此反复水洗多次至水

清为止。最后，
将沉淀物倒入培养皿，
加适量水置解
剖镜下（20 倍）检查，若有疑似，在解剖镜下用解剖
针小心剥离泥皮，见到透明胶球内有略显黄色的卵
胚即可判定为螺卵。
1.6

实验观察最长 73 d，采用双筛水洗

计算方法

法捡出孵化的幼螺，筛取物按照镜检方法检测未孵
化螺卵，计算孵化率。孵化率（%）＝孵化出的幼螺
数/（孵化出的幼螺数＋未孵化的螺卵数）×100。
1.7

统计学处理

［8-9］

采用 SPSS 10.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Kappa 值计算采用 Excel 软件自编程序分

图1

发现幼螺数与孵化时间的关系

2.4 3 种方法孵化幼螺情况

对每 500 g 有螺地区

泥土采用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直接孵化法和改良
直接孵化法进行孵化，孵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880，
P＝0.053），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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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种孵化方法检出幼螺时间

究结果相近［6］，可能与钉螺物种自然孵化周期有

孵化时间（d）
孵化出幼
螺数（只） 极小值
极大值
中位数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
384
4
37
25
直接孵化法
74
6
50
34
改良直接孵化法
104
29
61
33
合 计
562
4
61
30
注：Kruskal⁃Wallis 检验，χ2＝269.340，
P＜0.001
方 法

表 2 3 种孵化方法的孵化率统计

孵化出幼 未孵化螺 孵化率 2
方 法
χ值
螺数（只） 卵数（枚） （%）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
404
73
84.70
直接孵化法
151
27
84.83 5.880
改良直接孵化法
366
41
89.93

3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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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黄菊梅等［11］研究认为与近些年气温升高，钉螺
对气象因子的反应有关。但在普通实验室若有条件
控制室温（如空调）在 23 ℃左右进行孵化实验是否
可缩短孵化时间，
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3 种方法的优劣性分析

3 种孵化法孵化出的

钉螺绝对数差异与钉螺卵在泥土中不呈正态分布有
关［7］，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采用的

P值
0.053

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需要对土壤进行预处理，
需使用
大量的去氯水，
工作量大，而不具备生产大量去氯水
设施及恒温条件的实验室难以开展检测。改良直接孵
化法除不需要实验室恒温条件外，
也同样存在该问题。
直接孵化法可孵化出幼螺，比较简便，
无需较高的实

论

验室条件及对土壤进行预处理，
只需使用不含氯的水

有螺泥土可在实验室和自然状态下孵化出螺
［2，
10］

保持土壤湿度即可达到同样的检测目的。直接孵化法

，
农业生产、

的孵化率与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和改良直接孵化法

苗木移植、
有螺地区土壤的利用可导致钉螺的播散，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作为普通实验室的检测方法。

卵，
说明泥土可能作为介质传播钉螺

有潜在隐患。因此，需要对有螺地区土壤和灭螺后

本研究使用镜检法可较快地对实验后未孵化的

土壤中的螺卵进行孵化检测，但收集螺卵恒温孵化

螺卵进行检测［4］，也可用于有螺地区土壤中钉螺螺

法在条件较好的实验室可得到有效利用，一般实验

卵的快速检测。但该法也需投入大量的人工和水对

室不具备恒温、
大量产生去离子水等实验条件，
且清

土壤样本进行预处理，在技术上受显微镜配备及人

洗泥土样本作业量大，限制了该方法使用。通过在

员操作熟练程度、对钉螺螺卵形态学的掌握程度以

自然状况下建立实验基地进行剂量投螺条件下检测

及土壤中其他混杂螺卵的干扰等因素限制。此外，

方法的研究发现，直接孵化法（自然孵化法）可检测

该方法无法判定检出的钉螺螺卵是否具有可孵化活

出泥土中的钉螺 ，但该方法还未在自然有螺的土

性，仍需进行孵化实验。

［6］

壤中进行孵化钉螺实验，是否具有现场应用价值还

综上所述，改良直接孵化法和直接孵化法可作

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发现，直接孵化法和改良直

为检测有螺地区土壤是否含有可孵化螺卵的补充方

接孵化法均可在有螺地区的土壤中孵化出钉螺，但

法运用到实践中，特别是直接孵化法无需较高的实

3 种检测方法不具有一致性，检出钉螺时间差异有
2

统计学意义（ χ ＝269.340，P＜0.001），孵化率差异
2

无统计学意义（χ ＝5.880，
P＝0.053）。
3.1

温度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在其他孵化条件一

致的情况下，实验室影响钉螺孵化时间的主要因素
是温度。改良直接孵化法和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的
实验室温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309，
P＜0.001）。
在恒温实验室条件下泥土中钉螺孵化时间较自然孵
化时间提前，说明温度在实验室钉螺孵化过程中起
明显作用。

3.2 3 种方法的时间差异分析

从图 1、表 1 可以看

出，在 22 ℃恒温条件下，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孵化

时间较短，
与未进行恒温调节的实验室比较，
孵化时
间中位数为 25 d，较直接孵化法和改良直接孵化法

提前约 9 d。在相同温度条件下，改良直接孵化法和
直接孵化法孵化出幼螺的时间中位数仅相差 1 d，差

异不明显。直接孵化法和改良直接孵化法可孵化出
幼螺，但孵化周期较长，孵化时间＞35 d，与以往研

验室条件及土壤预处理，且方法简单，
可作为普通实
验室检测方法应用于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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