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8 年 6 月第 29 卷第 3 期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June 2018, Vol.29, No.3

·综

· 317 ·

述·

组学方法在昆虫杀虫剂抗性机制
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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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杀虫剂在卫生和农业害虫防治领域的广泛使用，使昆虫杀虫剂抗性的产生成为进化的一种必然结
果，昆虫杀虫剂抗性的防控和新型杀虫剂的研究均有赖于对杀虫剂抗性机制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基因组学、转录
组学、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发展和应用，
昆虫对杀虫剂抗性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新进展。该文对组学方法
在昆虫杀虫剂抗性机制研究中的应用作一综述，并对组学研究在昆虫杀虫剂抗性研究中的意义和应用前景进行总
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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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use of insecticides in the field of pest control in public health and agriculture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evolution. Insecticide resistance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secticides all rely o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omics, transcriptomics, proteomics and metabolomics, many new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insecticide resistance mechanisms. In this article,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omics approaches in
insecticide resistance research was reviewed,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omics study in insecticide
resistance research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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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农业领域长期、大量、广泛使用杀虫剂，使得昆虫

的应用，昆虫抗药性机制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现就近年来

抗药性的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昆虫种群对杀虫剂产生

相关组学方法在昆虫抗药性研究中的应用和成果进行综述

抗性，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卫生健康带来极大威胁 。WHO

并展望。

将昆虫抗药性定义为“昆虫具有忍受杀死正常种群大多数个

1

［1］

体剂量的能力在其种群中发展起来的现象”，指出昆虫抗药

基因组学

性的种群性、相对性和可遗传性，但目前大多数昆虫的杀虫

基因组学是对生物体整个基因组结构、功能及其进化的

剂抗性分子机制尚不明确 。测序、生物信息、分子克隆、生

研究 。昆虫基因组全序列测序的完成和基因组研究技术

物质谱和免疫组化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及相互交融，促进了基

（遗传连锁作图、定位克隆、数量性状位点作图和微阵列技术

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学科的发展。

等）的开发运用，大大地提高了昆虫杀虫剂抗性基因的鉴别

组学研究因其系统性与高通量的特点为生命科学带来新的

效率。Witzig 等［4］对野外捕获的雌性冈比亚按蚊（Anopheles

［2］

研究思路和方法变革。随着组学方法在昆虫抗药性研究中

［3］

gambiae）产生的 3 组孤雌体系构建遗传连锁图谱发现，在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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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传播媒介中氯菊酯抗性基因的两组数量性状位点位于染

比 对 鉴 定 出 5 个 表 达 异 常 的 候 选 抗 性 基 因（AGAP04177、

虫菊酯抗性过程，利用定位克隆技术鉴别基于 F6 高代互交

Jones 等［21］对桑给巴尔群岛阿拉伯按蚊（An. arabiensis）溴氰

色体 2L 和 3R 上。Irving 等［5］研究不吉按蚊（An. funestus）拟除

系时发现，位于非典型 rp2 数量性状基因座上基因具有杀虫
剂抗性作用，利用遗传作图鉴别来自 rp2 P450s 和其他基因

上的 565 个新的单核苷酸多态性。Neafsey 等 对来自非洲、
［6］

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 16 种按蚊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与非洲

撒哈拉以南冈比亚按蚊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比较，并与不同
按蚊所处的地理因素与生态环境进行综合分析，揭示了按蚊
基因组在抗性选择压力等环境作用下的定向变化。Marinotti

等［7］利用 Roche 454 单片段末端和配对末端读取技术对巴西

AGAP004572、AGAP008840、AGAP007530 和 AGAP013036）。
菊酯抗性进行研究，利用全基因组微阵列技术对阿拉伯按蚊

体内细胞色素 P450 基因的表达情况进行检测发现，P450 基
因在按蚊腹部有基因表达富集现象，同时比较敏感株与抗性

株，进一步确定了 CYP4G16 基因存在明显的过表达现象。
Edi 等［22］对微阵列分析发现，西非科特迪瓦锡耶尔地区的冈

比亚按蚊细胞色素酶基因 CYP6M2 与 CYP6M3 显著高表达，
推测其在杀虫剂抗性的发生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Mitchell
等［23］对全基因组芯片分析发现，阿克拉的冈比亚按蚊体内

不同地区的达氏按蚊（An. darlingi）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并构

CYP6M2 基因存在过表达现象，进一步定量 PCR 验证以及体

白编码基因，进一步与冈比亚按蚊基因组比对分析，阐述了

起重要作用。Zhu 等［24］利用 454 GS FLX 转录组测序发现，有

建了高覆盖的全基因组数据集，测序共得到 10 481 个预测蛋

达氏按蚊在免疫力、载体与寄生虫间的交互作用和杀虫剂抗
性等方面的进化路径。Zhou 等［8］利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
息中心中华按蚊（An. sinensis）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库对中华按
蚊解毒酶超基因家族进行了分析、注释与统计分类，分析鉴
定了中华按蚊体内多达 174 个解毒酶基因，包括 93 个细胞色

素 P450 基因（P450）、31 个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GST）和
50 个胆碱/羧酸酯酶基因（CCE），并与冈比亚按蚊、埃及伊蚊

外代谢实验确定 CYP6M2 在这 2 种杀虫剂抗性的发生机制中

2 131 个 EST 在溴氰菊酯抗性和敏感中华按蚊间存在表达差

异，在这些差异表达的 EST 中，共有 294 个 EST 可在 KEGG

（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中找到对应序列，其中

多数 ESTs 属于代谢途径基因。在传统昆虫抗药性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以单个基因进行研究［25-26］，但昆虫抗药性的产生

往往为代谢酶活性增强和靶标基因突变等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对昆虫转录组的测定和深入分析可同时获得更全

（Aedes aegypti）及淡色库蚊（Culex pipiens pallens）的解毒酶超

面的解毒代谢酶基因和靶标基因的序列信息，使系统全面地

基因家族进行比较发现，其基因数量与冈比亚按蚊相近，但

研究昆虫解毒代谢酶基因的增强和靶标基因的突变分析成

较埃及伊蚊和淡色库蚊分别下降了 29%和 42%。目前，人类
对昆虫全基因组测序的工作正在逐渐加速，对黑腹果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9］、冈 比 亚 按 蚊［10］、家 蚕（Bombyx
［11］
［13］
mori）
、埃及伊蚊［12］、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
和豌豆蚜

（Acyrthosiphon pisum） 等已经相继完成了全基因组测序工
［14］

作。昆虫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可为研究杀虫剂抗性奠定坚

为可能。

3

蛋白质组学
蛋白质组最早由 Wilkins 于 1994 年提出，指一个基因组

所表达的全套蛋白质，即包括 1 种细胞乃至 1 种生物所表达

的全部蛋白质，是研究特定环境及时间条件下蛋白质的表达

实基础。

情况［27-30］。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中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分析

2

生物体表达的所有蛋白质和构建蛋白质组学数据库［31-33］，二

转录组学

是通过寻找与筛选不同样本差异蛋白质谱，进一步揭示生理

转录组学是一门在整体水平上研究基因转录情况及转

病理机制和推测相关蛋白的功能作用［34-35］。蛋白质组学研

录调控规律的学科，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究包括样品蛋白质的分离、鉴定和后续数据处理与分析，有

分

双向凝胶电泳、等电聚焦、生物质谱分析和非凝胶等技术。

。其本质在于反映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下生物体全部基

［15］

因转录情况的动态变化。目前，转录组研究方法主要有基

于杂交技术的基因芯片技术（包括 cDNA 芯片和寡聚核苷
酸芯片技术

）、基于测序技术的基因表达系列分析技术

［16］

（SAGE）［17］、大规模平行信号测序技术（MPSS）［18］和最新的
RNA 测序技术（RNA⁃Seq）。Sagri 等

利用转录组测序技术

［19］

（RNA⁃seq）对多杀菌素抗性和敏感的油橄榄果实蝇（Bactrocera

oleae）的全转录组序列的 13 000 多个基因进行比对发现，其
中有 9 个基因显著性高表达和 40 个基因的低表达。通过进

一步对这 9 个高表达基因以及 11 个低表达基因的功能分析，
发现有 4 个基因座在抗性油橄榄果实蝇中表现出持续的高
表达状态。对抗性株与敏感株的转录组进行比较发现，其特

定免疫系统基因座和抗性株能量代谢的增强对于多杀菌素

抗性至关重要。Bonizzoni 等［20］利用 RNA ⁃ seq 测定冈比亚按
蚊溴氰菊酯抗性株与敏感株的转录组，并将获得的基因表达
谱与相关文献中最新获得的候选抗性基因进行比较，同时分
析了转录组测序数据中抗性相关基因的序列多态性。通过

Yan 等［36］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和绝对量化技术进行

功 能 蛋 白 质 组 分 析 ，鉴 定 出 包 括 西 花 蓟 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中 10 类不同分子功能的 773 个蛋白和 213 种通

路的 706 个蛋白。通过分析及比对抗性株与敏感株蛋白质

组发现，其中有 8 种蛋白质表达上调，3 种蛋白质表达下调，
再对这些蛋白质差异性表达进行分析发现，在结合、催化、运

输和酶的调节方面发挥作用的蛋白为昆虫抗药性产生的重
要原因，其中有代表性的蛋白包括核糖体蛋白、卵黄蛋白和

肌动蛋白等。Wang 等［37］利用 iTRAQ（等重标签标记用于蛋
白质相对和绝对定量技术）对溴氰菊酯敏感株和抗性株库蚊

进行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共发现 30 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质，
包括氧化还原酶活性蛋白、转运活性蛋白、催化活性蛋白、角
质层结构成分蛋白和保守假设蛋白，将差异表达的蛋白质进

行 Western blot 验证发现，蛋白 CYP6AA9 在抗性株和敏感株
中的表达量存在显著差异。蛋白质组学与基因组学和转录
组学比较，其研究对象蛋白质作为生命活动的重要载体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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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生物体体内真实发生的情况。随着双向电泳技术和质

析，为全球昆虫杀虫剂抗性治理和新型杀虫剂研发提供科学

谱技术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与结合及蛋白质数据库的不断丰

依据，从而最大程度地延长杀虫剂的使用期限，延缓杀虫剂

富与更新，对抗性群体和敏感群体所表达蛋白质进行比对与

抗性的快速发展。

分析，可以明确差异表达蛋白质的来源、性质和功能，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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