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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蠊在低温胁迫下的转录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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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德国小蠊在低温胁迫下的转录组及低温应答基因的功能富集类别和代谢通路，推测其低温应答

分子机制，完善德国小蠊温度适应分子机制。方法

试虫为本实验室饲养，以 25 ℃恒温培养箱环境为对照，对 4 ℃

低温处理 2 h 的德国小蠊成虫进行转录组测序，识别差异表达基因，利用 Gene Ontology Database 基因功能富集数据

库和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基因及基因组京都信息数据库对基因功能富集和代谢途径进
行分析。结果

共得到 44 589 020 个“读序”，计算后表明低温应答上调表达基因 332 个、下调表达基因 371 个。低

温应答基因功能富集为 27 个类别和 35 个 KEGG 代谢途径，基因分类包括羧酸代谢、胁迫应答反应、碳水化合物代
谢、神经递质分泌、碳酸盐脱水酶活性、氧化还原酶活性、裂解酶活性、丙酮酸脱氢酶活性、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水

运输、非生物胁迫反应、通道活性、多细胞组织过程、肌膜、质膜、类固醇激素反应、有机物质应答反应、外肽酶、蛋白
质代谢、
“P-P 水解”驱动蛋白跨膜转运蛋白活性、ER 靶向蛋白质、水解酶活性、营养储存活性、转移酶活性、金属羧
肽酶活性、脂质转运蛋白活性和细胞分裂等方面。结论

德国小蠊可能从羧酸代谢、胁迫应答等 27 个方面应对低

温胁迫，为完善德国小蠊温度应答和耐受分子机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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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criptome of Blattella germanica in response to low-temperature stress, the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d metabolic pathways of low-temperature response genes,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ow-temperature response in B. germanica, and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emperature
adaptation in B. germanica. Methods

B. germanica adults were fed in this laboratory; B. germanica adults in the 25 ℃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s, and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for those placed in the 4 ℃ for 2 hours of
low-temperature treatment to identif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databas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d metabolic pathways of
genes. Results

The sequencing data obtained 44 589 020 non-redundant transcripts, and calculation showed that 332

genes were upregulated and 371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in response to low temperature. The low-temperature
response genes were enriched into 27 GO terms and 35 KEGG metabolic pathways, including carboxylic acid
metabolism, stress response,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neurotransmitter secretion, carbonate dehydratase activity,
oxidoreductase activity, lyase activity, pyruvate dehydrogenase activity, pyruv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 water
transport, abiotic stress response, channel activity, multicellular tissue process, muscle membrane, plasma membrane,
steroid hormone response, organic matter response, exopeptidase, protein metabolism, “P-P hydrolysis” kinesin
transmembrane transporter activity, ER-targeted protein, hydrolase activity, nutrition storage activity, transferas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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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carboxypeptidase activity, lipid transporter activity, and cell division. Conclusion

B. germanica may respond to

low-temperature stress from 27 aspects including carboxylic acid metabolism and stress response,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clarify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response and tolerance to low temperature in B. germanica.
Key words: Blattella germanica; Low temperature; Gene expression

温度适应能力是决定昆虫生长发育、分布和种
［1］

群数量的关键因素 。不耐低温的昆虫在寒冷环境
中无法保持细胞中离子和水的平衡，进而导致细胞
［2-3］

死 亡 、组 织 损 伤 ，甚 至 最 终 致 死

。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是较难治理的卫生害虫，能传
［4］

播多种疾病 。既往研究初步揭示了德国小蠊受高
温胁迫后的基因表达变化，发现了数百个诱导或抑
［5］

制表达基因 。为了揭示德国小蠊在低温下的适应
分子机制，完善温度对虫体基因影响的分子机制，本

实验用 4 ℃模拟冷应激处理德国小蠊成虫，对虫体

造成低温胁迫后采用 RNA-Seq 转录组学方法分析
基因表达变化、基因功能富集和代谢通路，对比讨论
了与高温应答分子机制的异同。
1
1.1

44 589 020 个读序，平均长度为 148.37 bp。读序比
对 德 国 小 蠊 基 因 组 ，比 对 到 35 451 640 个 ，约 占

79.51%，多比对位置占比为 5.21%、唯一比对位置占

比为 74.30%。25 ℃对照组数据仍然采用之前的研
究结果，计算 RPKM 值获得基因相对表达量。表达

量差异>2 倍且错误发现率<0.05 列为显著差异表达
基因。结果获得上调表达基因（即低温诱导表达基

因）332 个、下调表达基因（即低温抑制表达基因）
371 个。表 1 列举了低温应答程度最大的 5 个诱导
表达非假定基因和 5 个抑制表达非假定基因。

表 1 德国小蠊低温应答中差异表达最大程度的非假定基因
Table 1 High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non-hypothetical
genes in response to low-temperature stress of
Blattela germanica

材料与方法

基因组

试虫饲养与处理

德国小蠊试虫为本实验室

上调

长期饲养，为低温敏感品系。在 25 ℃人工气候箱中
饲养，随机选取个体大小相似且雌雄各半的 20 只成

虫置于 4 ℃人工气候箱作为低温处理组，2 h 后迅速

将试虫置于液氮速冻，之后保存在-80 ℃冰箱备用。
1.2

RNA 提取与测序

下调

TRIzol 试剂盒（Invitrogen）

除 DNA。SmartSpec Plus Spectrophotometer（BioRad）
和 1.5% 琼脂糖凝胶电泳用于检查总 RNA 质量和纯
度，合格后反转录纯化和扩增 cDNA。对 PCR 产物

（150～200 bp）进 行 高 通 量 测 序（Illumina Genome
Analyzer Iix）。
1.3

测序数据分析

对数据进行筛选，包括去除接

头序列、去除 5′
或 3′
末端质量值低于 20 或含 N 碱

基、去除“trim”、去除读序<75 bp 的序列。HISAT2

（v2.0.1）和 BLAST 程序用于基因组定位和注释，德

国 小 蠊 基 因 组 共 包 含 28 774 个 基 因 。 GO（Gene
［6］

Ontology Database）和 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用于基因功能富集和代谢通路
分析。用 RPKM 值（reads per kilobase of exon model

per million mapped reads）计算基因表达量 。DESeq2
［7］

［8］
［9］
（V1.6.3）
和 edgeR（V3.4.6）
软件用于识别差异表

达基因（即低温应答基因）。
2
2.1

结

细胞色素 P450（9e2）

6.34

霉菌酶 1

PYGN01002091.1

转录因子 SOX-14

PYGN01007116.1

6.71
6.19

PYGN01000560.1

胞质醇氨基肽酶

PYGN01000166.1

相关蛋白 Rab-7L1

-8.56

PYGN01000735.1

酯酶 SG1

-7.01

PYGN01000826.1

蛋白骨架

PYGN01000196.1
PYGN01003603.1

同源盒蛋白 E60

NADPH 氧化酶 5

Jerky 类蛋白

GO 和 KEGG 注释分类

4.53
3.54

-7.10
-6.82
-6.19

利用 GO 数据库进行

功能富集分析，结果德国小蠊低温应答基因可分为
27 个小类。包括羧酸代谢、胁迫应答反应、碳水化
合物代谢、神经递质分泌、碳酸盐脱水酶活性、氧化
还原酶活性、裂解酶活性、丙酮酸脱氢酶活性、丙酮
酸脱氢酶复合物、水运输、非生物胁迫反应、通道活
性、多细胞组织过程、肌膜、质膜、类固醇激素反应、
有机物质应答反应、外肽酶、蛋白质代谢、
“P-P 水
解”驱动蛋白跨膜转运蛋白活性、ER 靶向蛋白质、水

解酶活性、营养储存活性、转移酶活性、金属羧肽酶
活性、脂质转运蛋白活性、细胞分裂等，在表 2 中列
举了部分基因。胁迫应答类中包含 2 个上调的水通

道蛋白 tip3-1 和热激蛋白 70×103 同源蛋白 4，以及

1 个下调表达的热激蛋白 68。丙酮酸脱氢酶活性类
别中包含 1 个上调的丙酮酸脱氢酶 E1 成分亚单位

β。碳水化合物代谢类别中包含 4 个上调的苹果酸

果

测序与基因表达分析

2.2

基因表达量

PYGN01000254.1

PYGN01000242.1

用于提取试虫总 RNA，RQ1 DNase（Promega）用于去

基因名称

脱氢酶、假定蛋白（PYGN01001788.1）、β-1 和丙酮酸
测序经筛选后，得到

脱氢酶 E1 成分亚单位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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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德国小蠊差异表达基因的功能富集统计结果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of Blattela germanica
上调基因

类别

基因组

下调基因

基因描述

基因组

基因描述

-

-

PYGN01001465.1 苹果酸脱氢酶

-

-

PYGN01002509.1 β-1

-

-

胁迫应答

PYGN01002003.1 水通道蛋白 tip3-1

丙酮酸脱氢酶活性

PYGN01000083.1 丙酮酸脱氢酶 E1 成分
亚单位 β

PYGN01000270.1 热激蛋白 70×103 同源蛋白 4

碳水化合物代谢

PYGN01001788.1 假定蛋白

PYGN01000445.1 胞质醇氨基肽酶

“P-P 水解”驱动蛋白跨膜转运蛋白活性
氧化还原酶活性

PYGN01001127.1 胞质醇氨基肽酶
-

-

PYGN01000403.1 胞质醇氨基肽酶

水解酶活性

PYGN01000669.1 胞质醇氨基肽酶
PYGN01001958.1 胞质醇氨基肽酶
PYGN01000268.1 胞质醇氨基肽酶

营养储存活性
注：- 表示该分类中无相应基因。

-

-

-

PYGN01000083.1 丙酮酸脱氢酶 E1 成分
亚单位 β
外肽酶

PYGN01000456.1 热激蛋白 68

-

-

PYGN01000803.1 蛋白转运蛋白 Sec61 亚基 gamma
PYGN01000637.1 细胞色素 P450 4C1
PYGN01002503.1 假定蛋白

PYGN01000271.1 胰蛋白酶-7
-

PYGN01000008.1 六分素

-

利用 KEGG 数据库进行代谢通路分析，结果共

调表达基因可以分为 35 个小类别，包括胁迫响应占

通路、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弓形虫病、苯丙醇生

占比 5.50% 等［10］。沙葱萤叶甲幼虫的 4 组低温应答

发现植物病原互作、蝇类光转导、脂肪细胞因子信号
物合成、胰岛素分泌、缝隙连接、链霉素合成、谷胱甘

比为 9.10%、生物调节占比为 7.10%、免疫系统过程

基因则主要富集在氧化还原过程、脂质代谢、运输、

肽代谢、催乳素信号、病毒性心肌炎、军团菌病、抗原

表皮结构成分、结合、氧化还原酶活性、胞外区和隔

应答、胰高血糖素信号通路、细胞凋亡、组氨酸代谢、

膜等功能类别［10］。本实验中，德国小蠊低温应答基

寿命调节途径、氰氨酸代谢、甘油酯代谢、糖尿病、癌

因的功能富集主要在羧酸代谢、胁迫应答反应、碳水

中心碳代谢、蛋白质消化吸收、甲型流感、半乳糖代
谢、干细胞多能性调节信号通路、Ⅱ型糖尿病、新霉

素等生物合成、麻疹、噬菌体、铁中毒、Hippo 信号通
路、淀粉和蔗糖代谢、紧密连接和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感染等 35 个代谢通路途径。
3

讨

论

2016 年 MacMillan 等 利用高通量测序识别了
［2］

果蝇低温应答基因，结果表明低温能诱导 649 个基

因表达，同时抑制 918 个基因表达。2018 年，单艳

化合物代谢、神经递质分泌等 27 个类别，说明德国
小蠊可能在这些方面应对低温胁迫。

热激蛋白 Hsp68、Hsp70 和 Hsp90 等可作为分子

伴侣来保护细胞免受温度变化造成的损伤。这类蛋

白在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中都有，基因结构上非常
保守［11］。本研究结果中，受低温环境影响，有 3 个热

激 蛋 白 Hsp70k 类 蛋 白 4、DnaJ 蛋 白 亚 家 族 B13 和

DnaJ 蛋白亚家族 C5B 上调表达，1 个热激蛋白 Hsp68
下调表达。说明德国小蠊与其他生物类似，可能利
用表达生成热激蛋白来保护受损组织或细胞。与低

识别了沙葱萤叶甲幼虫低温胁迫应答基因，结

温类似，在德国小蠊受到高温胁迫后，6 个热激蛋白

718、865、1 142 和 1 474 个基因为低温应答基因。本

DnaJ 蛋 白 上 调 表 达 。 锌 指 蛋 白 以 其 空 间 结 构 与

［10］

敏

果 4 个低温（-10、-5、0、5 ℃）处理样本中 ，分别有

实验中，识别了德国小蠊低温应答上调基因 332 个

和下调基因 371 个，说明低温使德国小蠊体内的基

Hsp68-1、Hsp68-0、Hsp68-2、Hsp83、HSP90AA1 和

DNA 分子相互作用进行转录调控，也在抗温度等逆
境基因表达调控中起重要作用［12］。德国小蠊受低温

因表达发生了较强烈的变化，这与其他昆虫类似。

影响后，锌指 MYND 结构域包含蛋白 10 基因上调表

的功能。果蝇是重要的模式昆虫，研究发现果蝇低

高温应答基因中，有 6 个锌指蛋白基因发生显著表

利用 GO 数据库搜索基因数据能用于描述这些基因
温 应 答 上 调 基 因 和 下 调 基 因 可 以 富 集 在 31 个 和

47 个功能分类中 。小胸鳖甲的 514 个低温应答上
［2］

达，锌指蛋白 OZF 蛋白基因下调表达。在德国小蠊

达变化，说明锌指蛋白参与德国小蠊极端温度的适
应调节。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数量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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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为 1 个基因家族［13］。细胞色素 P450 是一种解

Control，2020，31（1）：62-65. DOI：10.11853/j. issn. 1003.8280.

成 多 种 激 素 。 本 实 验 中 ，细 胞 色 素 P450-4C1

［6］ Harrison MC，Jongepier E，Robertson HM，et al. Hemimetabolous

毒代谢酶，能参与有毒化学物的代谢和防御以及合
（PYGN01001150.1） 、 细 胞 色 素

P450-9e2

（PYGN01007116.1） 和 细 胞 色 素 P450-9e2
（PYGN01007027.1）为低温上调表达基因，细胞色素

P450-4C1（PYGN01000637.1）和细胞色素 P450-6k1

（PYGN01000017.1）为低温下调表达基因。德国小

2020.01.013.

genomes reveal molecular basis of termite eusociality［J］. Nat
Ecol Evol，2018，2（3）：557-566. DOI：10.1038/s41559-0170459-1.

［7］ Mortazavi A，Williams BA，McCue K，et al. Mapping and

quantifying mammalian transcriptomes by RNA-Seq［J］. Nat
Methods，2008，5（7）：621-628. DOI：10.1038/nmeth.1226.

蠊低温应答基因中，包括 9 个细胞色素 P450 基因，

［8］ Love MI，Anders S，Huber W.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count data-

温环境和高温环境的适应过程。此外，德国小蠊

［9］ Robinson MD，McCarthy DJ，Smyth GK. edgeR：a bioconductor

推测很多细胞色素 P450 基因参与了德国小蠊在低
1 个水通道蛋白 tip3-1、1 个丙酮酸脱氢酶 E1 成分亚
单位 β 基因、1 个苹果酸脱氢酶基因和 1 个转录因子
SOX-14 受低温诱导上调表达

［14］

，但这些基因未受

高温诱导表达，说明德国小蠊低温应答分子机制与
高温应答分子机制相比有很多差别。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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