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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防控专题·

四川省广元市中华按蚊杀虫剂靶标基因的多态性
及抗性突变频率研究
赵琼瑶 1，邱星辉 2，杨研 1，罗兴 1，宋晓明 1，贾永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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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四川省广元市中华按蚊 3 种杀虫剂的靶标基因进行测序分析，检测抗药性相关的基因变异，为该地

区的按蚊化学防治提供指导。方法

对 2018 年 9 月采集于四川省广元市龙潭乡建设村的 35 只中华按蚊雌蚊去除

腹部后提取基因组 DNA，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获得乙酰胆碱酯酶（ace）、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VGSC）和 γ-氨
基丁酸受体（rdl）基因片段序列后进行测序分析。结果

对比参照品系基因序列，此次检测的 35 只中华按蚊个体

中，20.00% 的个体存在抗性突变，其中 ace 抗性等位基因（119S）频率为 5.71%，VGSC 抗性等位基因（1014F、1014C）

频率分别为7.14%和1.43%，
rdl抗性等位基因（296S）频率为14.29%。携带抗性突变的中华按蚊所占比例较低（<20.00%），
但突变个体中有 70.00% 以上是多靶标基因突变。结论

该中华按蚊种群存在一定比例的抗性等位基因，具有向高

水平抗性发展的遗传基础，多靶标基因突变个体的存在预示该中华按蚊种群具有发展为多重抗药性种群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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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utations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related genes through 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the target genes of insecticides in Anopheles sinensis collected in Guangyuan of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chemical control of An. sinensis in this region. Methods A total of 35 female An. sinensis
mosquitoes collected in Jianshe village of Longtan township in Guangyuan of Sichu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after the abdomen was removed. PCR was used to obtain the gene fragments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ace),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 (VGSC), and gamma-amino butyric acid receptor Rdl subunit
(rdl), and then a sequencing analysis was performed.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the gene sequence of reference species,
20.00% of the 35 An. sinensis mosquitoes had resistance mutations, with a frequency of 5.71% for ace resistance allele
(119 S), 7.14% and 1.43% for VGSC resistance alleles (1014F and 1014C), and 14.29% for rdl resistance allele (296S).
Although there was a low proportion of An. sinensis mosquitoes with resistance mutations (<20.00%), mutations of
multiple target genes were observed in more than 70.00% of the mosquitoes with mutation. Conclusion There is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resistance alleles in this An. sinensis population, with a genetic basis of developing high-level
resistance, and the presence of mosquitoes with multiple target gene mutations indicates that this An. sinensis population
has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into a multidrug-resistant population.
Key words: Anopheles sinensis; Insecticide resistance; Acetylcholinesterase;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 Gammaamino butyric acid receptor

疟疾是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是许
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威胁生命的疾病。世

界卫生组织《2019 年世界疟疾报告》数据显示，2018
年全世界估计发生 2.28 亿例疟疾病例［1］。2019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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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报告疟疾病例 2 674 例，四川省报告病例数位居全
国第 5［2］。

全世界有 400 多种按蚊，在疟疾传播中起重要

作用的按蚊有 27 种。在我国，50 余种按蚊中较重要
的传疟媒介有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雷氏按
蚊（An. lesteri）、微小按蚊（An. minimus）等［3-5］。亚洲

的中华按蚊种群可能是间日疟最重要的传播媒
［6］

［7］

介 。由于目前没有可以商业化的疟疾疫苗 ，疟疾
的防控主要依靠蚊虫防制。化学防治是除孳生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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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14］。本研究旨在了解广元市中华按蚊靶标抗性
相关基因突变情况，为该地区的按蚊治理提供依据，
提升疟疾防控水平。
1

材料与方法

1.1

2018 年 8 月 16 日采用灯诱法在四川省

材料

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建设村一猪圈（32°21'36"N，
105°49'60"E）采集雌蚊，从 91 只雌蚊中随机选择 35
只用于抗性基因检测。此次样本采集地位于旅游度

理之外的媒介蚊虫控制的必要手段，而化学防治的

假村内，该区域无大量农业生产类药物使用历史，卫

可持续性受到杀虫剂抗性的严重制约。媒介蚊虫对

生类杀虫剂主要有溴氰菊酯与高效氯氰菊酯。

杀虫剂的抗性已普遍存在，杀虫剂靶标的突变是抗
［1］

药性的重要机制 。研究发现，与中华按蚊靶标抗
性相关的点突变主要包含乙酰胆碱酯酶
（acetylcholinesterase，有机磷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1.2

中 华 按 蚊 基 因 组 DNA（gDNA）提 取

Rinkevich 等

参考

［15］

的方法，将清洗干净的中华按蚊（头

胸部）加入盛有 400 μl 裂解液的 1.5 ml 的 EP 管中，
用 研 磨 棒 把 蚊 虫 研 碎 后 加 入 5 μl 的 蛋 白 酶 K

、电压门控钠离子

（TIANGEN®），
混匀；
56 ℃水浴1 h；
取出后加入60 μl 的

菊酯类杀虫剂靶标，由 VGSC 基因编码）的 L1014 F/

min，小心吸取 320 μl 上清液，转移至提前做好标记

靶标，由 ace 基因编码）的 G119S

［8-9］

通道（voltage gated sodium channel，滴滴涕与拟除虫
S/C

［9-10］

和 γ - 氨 基 丁 酸 受 体 Rdl 亚 基〔gamma

aminobutyric acid（GABA）receptor subunit Rdl，环戊

二 烯 类 和 氟 虫 腈 的 靶 标 ，由 rdl 基 因 编 码〕的
A296S 等

［11-13］

。

四川省广元市存在的主要传疟媒介为中华按

蚊，且中华按蚊是广元市主要蚊种之一，分布广泛，
密度较高。广元市自 2002 年后无本地感染疟疾病
例发生，2014 年达到国家消除疟疾标准，但每年仍

有输入性间日疟等疟疾病例报告，一旦发生输入性
病例，如不及时采取化学灭蚊等有效控制措施，存在
引发本地病例的风险。目前广元市对蚊虫抗药性研
究较少，仅有白纹伊蚊抗药性生物测定结果的相关
Table 1
靶标基因

引物名称

乙酰胆碱酯酶 ace

ASACE-R

钠离子通道 VGSC
GABA 受体 rdl

1.4

的新 EP 管，然后加入 640 μl（2 倍体积）冰无水乙醇，
常温放置 20 min；再次同上条件离心，去除上清液，
留下沉淀，加入 75% 的乙醇溶液 200 μl；14 000×g 条

件下，离心 10 min，丢掉上清液，放置超净工作台中
1 h 风干；加入 25 μl ddH2O，4 ℃冰箱溶解。
1.3

Ace 基因片段的扩增

使用引物 ASACE-F 和

ASACE-R ，PCR 产物涵盖部分 3 号和 4 号外显子序
［6］

列和全部内含子 3 序列（表 1）。PCR 反应体系：2×

Ex Taq MasterMix（CWBIO®）25 μl，ASACE-F 1 μl，
ASACE-R 1 μl，gDNA 1 μl，用 ddH2O 补充至 50 μl。
PCR 条 件 为 95 ℃ 2 min；95 ℃ 30 s、60 ℃ 30 s 和
72 ℃ 50 s，共 38 个循环；72 ℃延伸 5 min。

表 1 本研究引物及扩增产物信息
The information of PCR primers and products in this study
碱基序列（5'～3'）

ASACE-F

TAATGATCCGCTGGTGGTGA

ASKDR-F

TGCCACTCCGTGTGTTTAGA

ASKDR-R
ASRDL-F

ASRDL-R

VGSC 基因片段的扩增

TACCGGAGAGTTGCTTCCTC

GAGCGATGATGATCCGAAAT

AGTTTGTACGTTCGATGGGTTA
CCAGCAGACTGGCAAATACC

采用引物 ASKDR-F

和 ASKDR-R ，扩增的产物包含完整的 20 号内含子
［8］

8 mol/L 醋酸钾，冰上放置 10 min；14 000×g 离心 30

以及外显子 19 和 20 号的部分序列（表 1）。PCR 体

系 ：2×Ex Taq MasterMix（CWBIO ）25 μl，ASKDR-F
®

1 μl，ASKDR-R 1 μl，模 板 1 μl，ddH2O 补 至 50 μl。
PCR 反应条件为 95 ℃ 3 min；95 ℃ 30 s、55 ℃ 30 s 和
72 ℃ 30 s，
共 38个循环；
72 ℃延伸 5 min。

1.5

产物长度（bp）

参考文献

790

Feng 等［8］

325

Yang 等［10］

476

Yang 等［13］

Rdl 基因片段的扩增

ASRDL-R

采用引物 ASRDL-F 和

，PCR 产物包含部分外显子 7 和部分内

［11］

含 子 7 的 DNA 序 列（表 1）。 PCR 体 系 ：2×Ex Taq
MasterMix（CWBIO®）25 μl，ASRDL-F 1 μl，ASRDL-R
1 μl，gDNA 模板 1 μl，ddH2O 补充至 50 μl。PCR 反应

条 件 为 95 ℃ 3 min；95 ℃ 30 s、62 ℃ 30 s 和 60 ℃
40 s，共 38 个循环；72 ℃延伸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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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1.3～1.5 获得的

DNA 测序与数据分析

PCR 产物经 1.50% 的凝胶电泳确认后，由北京擎科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引物进行 Sanger 测序，测序

引物分别为 ASACE-F，ASKDR-F 和 ASRDL-F。DNA

序列比对采用在线软件 muscle 3.8（https：//www.ebi.
ac.uk/Tools/msa/muscle/）。DNA 序列的分子进化树

构 建 采 用 MEGA 7.0［16］软 件 的 邻 接 法（NeighborJoining）进行。
2

结

2.1

果

中华按蚊杀虫剂靶标基因个体基因型与频率

本研究通过 DNA 测序检测了乙酰胆碱酯酶 ace、电
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VGSC 以及 GABA 受体 Rdl 亚基

rdl 基因抗性相关位点的基因型。35 只雌蚊中，检测
到抗性突变有 7 只，占检测个体总数的 20.00%，其中

3 个靶标均发生突变的个体有 3 只，同时携带 2 个靶
标突变的有 2 只。见表 2。
表2

四川省广元市中华按蚊杀虫剂抗药性相关位点的
个体基因型
Table 2 Genotypes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related loci in
Anopheles sinensis in Guangyuan of Sichuan province
基因
ace-119
VGSC-1014
rdl-296
个体
型编
数
密码子 氨基酸 密码子 氨基酸 密码子 氨基酸
号
（只）
1

GGC

GG

TTG

LL

GCA

3

RGC

GS

TTG

LL

TCA

RGC

GS

TTT

RGC

GS

TTK

2
4
5
6
7

GGC
GGC
RGC

GG
GG

GS

TTG
TTK
TKT

LL
LF

FF

FC
LF

AA

28

SS

1

KCA

AS

TCA

SS

KCA

AS

TCA

KCA

SS
AS

2
1
1
1
1

注：密码子列中的 G、C、A、T 为碱基代码，R=A/G，K=T/G；氨基
酸列中的 G、S、L、F、C、A 分别为甘氨酸、丝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
半胱氨酸和丙氨酸；抗性突变用黑体字母加下划线表示。ace-119 为
乙酰胆碱酯酶 119 位氨基酸 ；VGSC-1014 为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1014 位氨基酸；rdl-296 为 γ-氨基丁酸受体 Rdl 亚基 296 位点氨基酸。

Ace 基因 119 位点发现 2 种基因型（图 1，表 2、

3），即 119GG 野生纯合子（密码子为 GGC）和 119GS

抗性杂合型（密码子是 AGC/GGC），未检测到 119SS
抗 性 纯 合 子（AGC），其 中 119GG 基 因 型 频 率 为

88.57%，119GS 为 11.43%；ace 抗 性 等 位 基 因

（ace-119S）频率为 5.71%，敏感等位基因（ace-119G）
频率为 94.29%。

VGSC 基因发现 4 种基因型（图 1，表 2、3），LL 敏

感纯合、LF 敏感与抗性杂合、FF 抗性纯合以及 FC 抗

注 ：3 个 杀 虫 剂 靶 标 基 因 分 别 指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119 位 氨 基 酸
（ace-119）、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1014 位氨基酸（VGSC-1014）和 γ-氨
基丁酸受体 Rdl 亚基 296 位氨基酸（rdl-296）。ace-119SG 为杂合基因
型，ace-119GG 为敏感基因型；VGSC-1014LL 为敏感基因型，1014LF
为杂合基因型，1014FF 和 1014FC 为抗性基因型；rdl-296AA 为敏感
基因型，
rdl-296AS为杂合基因型，
rdl-296SS为抗性基因型。

图 1 3 个杀虫剂靶标基因抗药性相关位点的基因
Figure 1 Genotypes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related loci in
the three target genes
表 3 3 个杀虫剂靶标基因的个体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
Table 3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of the three target
genes
靶标基因位点

个体基因型及其频率(%)

GG

GS

SS

LL

LF

FF

AA

AS

SS

等位基因及其频率(%)
G

S

L

F

A

S

ace-119

(88.57) (11.43) (0.00)

VGSC-1014

(88.57) (5.71) (2.86) (2.86) (91.43) (7.14) (1.43)

rdl-296

(80.00) (11.43) (8.57)

FC

(94.29) (5.71)

C

(85.71) (14.29)

注 ：3 个 杀 虫 剂 靶 标 基 因 分 别 指 乙 酰 胆 碱 酯 酶 119 位 氨 基 酸
（ace-119）、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1014 位氨基酸（VGSC-1014）和 γ-氨
基丁酸受体 Rdl 亚基 296 位氨基酸（rdl-296）；ace-119G 为敏感等位
基因，119S 为抗性等位基因；VGSC-1014L 为敏感等位基因，1014F
和 1014C 为抗性等位基因；rdl-296A 为敏感等位基因，296S 为抗性
等位基因。

性 杂 合 子 的 频 率 分 别 为 88.57%、5.71%、2.86% 和

抗性等位基因和 1014C 抗性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和 CC 抗性纯合子；VASC1014L 敏感等位基因、1014F

Rdl 基因有 3 种基因型（图 1，表 2、3），敏感纯合

2.86%，未检测到理论上可能存在的 LC 抗性杂合子

91.43%、7.14% 和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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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杂合（AS）和抗性（SS）纯合子的频率分别为

另 4 只个体因杂合无法获得其内含子长度信息），其

（rdl-296S）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85.71% 和 14.29%。

6.45% 和 83.87%。值得注意的是，内含子 3 的长度

80.00%、11.43% 和 8.57%，敏 感（rdl-296A）和 抗 性
2.2

中华按蚊杀虫剂靶标基因的 DNA 序列分析

通过分析 ace 基因片段的 DNA 序列发现（图 2、3），内

含子 3 存在长度多态性：在 31 只个体的测序数据中，
发现 3 种不同长度的内含子（35 只检测的个体中的

Figure 2

长 度 分 别 为 61、68 和 81 bp，占 比 分 别 为 9.68%、
为 61 bp 的个体均携带 119S 抗性突变。从 10 条内含

子序列纯合的序列中鉴定出 5 种不同的单倍型

（aceH1～aceH5），其中 aceH2 在携带 119G 抗体突变
的个体中检测到。

图 2 乙酰胆碱酯酶基因内含子 3 的代表性序列比对
Alignme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sequences of intron 3 of the acetylcholinesterase gene

长度为 662 bp 的外显子区比对分析发现 45 个

核苷酸多态位点，其中 43 个核苷酸差异为无义突
变；除了抗性相关的 119 位点突变外，还发现另一有
义突变，即第 65 位的天冬酰胺（N，密码子为 AAC）替
换为组氨酸（H，密码子为 CAC）。

注：序列编号格式为 kdr 之后的数字为样品的编号，短横线后为
等位基因型。

图 4 钠离子通道基因单倍型的分子进化树（邻接法）
Figure 4 The molecular evolutionary tree of the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 haplotypes using the neighborjoining method
图 3 乙酰胆碱酯酶基因第 65 位密码子第 1 位核苷酸差异
Figure 3 Variation of the first nucleotide of codon 65 in the
acetylcholinesterase gene

从 35 只个体 VASC 基因片段（265 bp）检测到 34

个多态位点，其中外显子（159 bp+42 bp）区发现 15
个多态位点，除 1014 位密码子的第 2 与第 3 位的碱

基差异可以导致氨基酸替换外，其他多态位点为无
义突变。在第 20 号内含子区（64 bp）发现 19 个多态

位点。从这些序列中共鉴定出 7 个不同的单倍型，
其中 kdr 1-1014L 频数最高，达 26 个。分子进化树显
示，携带 1014F 抗性等位基因的个体分布在 2 个不
同亚支（kdr 7a、kdr 21、kdr 28）。见图 4。

Rdl 基因 DNA 序列比对分析发现，在外显子区

（212 bp）只有 1 个多态位点，该位点核苷酸变异，可

以导致 A296S 氨基酸替换。在内含子区（存在 209

γ-氨基丁酸受体 Rdl 亚基基因单倍型的分子进化树
（邻接法）
Figure 5 The molecular evolutionary tree of the gamma-amino
butyric acid receptor Rdl subunit haplotypes using
the neighbor-joining method
图5

3

讨

论

本研究对四川省广元市采集的中华按蚊的杀虫

和 210 bp 2 种长度）检测到 13 个差异位点，基于 20

剂靶标基因存在的抗性突变进行了检测。在检测的

倍型。进化树分析显示，抗性（296S）与敏感（296A）

标编码基因的抗性等位基因频率均在 15.00% 以下，

只个体的 24 条内含子序列数据鉴定出 7 种不同的单
等位基因分别位于 2 个不同的分支中。见图 5。

35 只个体中携带抗性突变的个体占 20.00%，3 个靶

抗性纯合子的比例<10.00%，据此推测该地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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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蚊种群目前的靶标抗性水平较低。从另一角度
看，该中华按蚊种群存在一定比例的抗性等位基因，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 疟疾防治手册［M］.
3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47-135.

具有向高水平抗性发展的遗传基础，随着杀虫剂使

Bureau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inistry of Health，

用次数和强度的加大，中华按蚊的抗药性有可能快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2007：47-135.

速上升。虽然该中华按蚊种群携带抗性突变的个体

所占比例不高（20.00%），但这些抗性个体中 70.00%
以上存在多靶标基因突变，一旦携带多靶标突变的
个体在种群中比例上升，将导致对多种不同类型杀
虫剂的抗性，给防治带来困难，因此需要加强该地区
中华按蚊抗性基因频率的监测。

通过对 3 个基因片段的测序分析发现，该 3 个杀

虫剂靶标蛋白的编码基因都表现出丰富的个体多态
性，存在数量较多的核苷酸多态位点。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检测的 35 只样本中，携带抗性突变个体的
ace 基因内含子长度均为 61 bp，且 VGSC 和 rdl 基因

的抗性单倍型与敏感单倍型位于分子进化树的不同
分支，这一结果表明携带抗性突变个体与占多数的
不携带抗性突变的个体的遗传背景差异较大，提示
这些抗性个体可能是外迁而来。广元市旅游业发
达，随着人流物流的增加，也加大了蚊虫及其携带的
抗性基因的迁入可能性，因此加强物流的管理，防范
抗性基因的入侵也应该是抗药性监测与治理的重要
内容。
广元市环境类型和用药历史不同地区有所不
同，在理论上不同地区的中华按蚊的遗传背景和抗
药性状况也会有差异，本研究是针对 1 个特定地点

中华按蚊抗性突变的检测，不足以代表广元市的全
貌。但本研究检测到了一定频率的多靶标抗性突
变，警示抗药性风险的存在，因此在本地区开展范围
更大、覆盖更多环境类型和样本数的生物测定以及
抗性基因突变的调查工作显得十分必要。鉴于近年
来广元市致力打造康养产业链，作为全国康养十强
地级市，未来几年的人口迁入量和物流量有增长的
可能性，在中华按蚊抗药性监测的基础上，做好本地
蚊虫控制的同时，还要加强关口管理，减少外来抗性
蚊虫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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