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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蛋白组学解析淡色库蚊对氯氰菊酯的抗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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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比较氯氰菊酯选育后抗性淡色库蚊与敏感淡色库蚊蛋白差异表达情况，揭示淡色库蚊抗氯氰菊酯杀虫

剂的机制。方法
方法

利用同位素相对和绝对定量（iTRAQ）技术，结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分析技术，对氯氰菊

酯敏感与抗性淡色库蚊进行蛋白组定量分析。结果
结果

共鉴定出 164 种蛋白在氯氰菊酯抗性选育前后差异表达，其中上

调蛋白 54 种、下调蛋白 110 种，大量细胞骨架结构与组成相关的表皮蛋白、幼虫表皮蛋白、蛹表皮蛋白及表皮结构成分蛋

白在淡色库蚊氯氰菊酯抗性选育前后差异表达。通过平行反应监测验证了能量产生与转换、翻译、核糖体结构与生物发
生、脂质转运与代谢、翻译后修饰、蛋白质周转、分子伴侣、细胞骨架、细胞内运输等 13 种类型的蛋白在淡色库蚊氯氰菊
酯选育后差异表达，可作为潜在抗性发生标记物。结论
结论

氯氰菊酯抗性淡色库蚊中同时存在表皮抗性及代谢抗性等多

种杀虫剂抗性机制，与抗氯氰菊酯杀虫剂相关的表皮基因及细胞色素 P450 蛋白酶可能在淡色库蚊氯氰菊酯抗性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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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between cypermethrin⁃resistant and ⁃sensitive Culex

pipiens pallens, so as to unravel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sistance to cypermethrin in Cx. p. pallens. Methods

A quanti⁃

t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mong cypermethrin⁃sensitive and ⁃resistant isolates of Cx. p. pallens using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fication (iTRAQ) labeling coupled with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

MS/MS). Results

A total of 164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cypermethrin⁃sensitive and ⁃resistant

isolates of Cx. p. pallens, including 54 up⁃regulated proteins and 110 down⁃regulated proteins. A large number of cuticular pro⁃

teins, larval cuticular proteins, pupal cuticular proteins and cuticular structural constituent protein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cy⁃

toskeletal structure and component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cypermethrin⁃sensitive and ⁃resistant isolates of Cx. p.

pallens. Thirteen proteins, which were involved in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version, translation, ribosomal structure and biogene⁃

sis, lipid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 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protein turnover, chaperones, cytoskeleton and intracellular

transportation, were validated to b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cypermethrin⁃sensitive and ⁃resistant isolates of Cx. p. pal⁃

lens, which may serve as potential markers of cypermethrin resistance. Conclusion

Multiple insecticide resistance mechanisms

contribute to the resistance to cypermethrin in Cx. p. pallens, including cuticular resistance and metabolic resistance, and the cu⁃

ticular protein genes and cytochrome P450 enzym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istance of Cx. p. pallens to cyperme⁃

thrin.

[Keywords]

Culex pipiens pallens; Cypermethrin; Insecticide resistance; Proteomics;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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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是多种人类疾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疟疾、淋
巴丝虫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西尼罗河病毒病等
多种蚊媒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造成了沉重的疾病
和经济负担

。目前，化学杀虫剂长期、广泛及密集

［1⁃2］

使用导致蚊媒抗药性的发生及抗药性水平不断增
强

，在许多地区，蚊媒抗药性的广泛发展已造成蚊

［3⁃5］

媒病发病呈上升趋势

。杀虫剂抗性已成为控制蚊

［6⁃7］

媒病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阐明杀虫剂抗性分子机制是
解决抗性的前提和关键。

既往已采用 cDNA 微阵列、RNA 测序（RNA⁃seq）

等技术鉴定出包括细胞色素 P450、谷胱甘肽 S⁃转移

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GSTs）在内的一系列抗
性相关基因［8⁃16］。目前，蚊媒中已被广泛接受的杀虫

剂抗性机制是靶位点不敏感（靶标抗性）及蚊虫对杀
。长期以来，杀虫剂抗

虫剂代谢增强（代谢抗性）

［13⁃16］

性机制研究多停留于单基因分析。然而，单基因分析
模式仅能将不同抗性机制割裂开来单独分析，无法实
现系统研究，严重限制了蚊媒防治的理论发展和实际
应用。随着蛋白组学技术的进展，特别是基于同位素

相对和绝对定量（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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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尿素（国药集团，纯度 98%），

乙二胺四乙酸（EDTA；国药集团，纯度 98%），二硫苏

糖 醇（DTT；国 药 集 团 ，纯 度 98%），蛋 白 酶 抑 制 剂

Cocktail（蛋白质组学级别，Takara），BCA 试剂盒（Ta⁃

kara），iTRAQ 蛋白组标记试剂（蛋白质组学级别，大

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Strata X C18 脱盐柱（赛默

飞世尔公司），e2695/2998 高效液相色谱柱（赛默飞世

尔公司），XBridge Peptide BEH 高 pH C18 色谱柱（粒

径 3.5 μm、孔径 130 Å、管径 4.6 mm、长度 250 mm，赛

默 飞 世 尔 公 司），PepMap® 100 C18 色 谱 柱（粒 径

3 μm、孔径 100 Å、管径 75 μm、长度 2 cm，北京汇海科
仪公司），PepMap® RSLC C18 分析柱（粒径 2 μm、孔径

100 Å、管径 50 μm、长度 15 cm，北京汇海科仪公司），

超声破碎仪（美国 SONICS 公司），NanoLC 1000 纳流

液相色谱仪（赛默飞世尔公司），LTQ Orbitrap Elite 组

合式质谱仪（英国 Aspec 公司）。

1.3

蛋白提取与鉴定

分别将氯氰菊酯抗性和敏感

淡色库蚊（5 个卵筏、5 只Ⅳ龄幼虫、5 只蛹、5 只雄性成
蚊以及 5 只雌性成蚊）先用液氮研磨至均匀粉末，按

100∶1（w/v）加入尿素裂解液［8 mol/L 尿素，2 mmol/L

quantification, iTRAQ）的蛋白组学技术的出现，大规

EDTA，10 mmol/L DTT，25 mmol/L 吲哚⁃3⁃乙酸（indole⁃

淡色库蚊在中国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和淋巴

裂解 2 min 后 12 000 × g 离心 15 min，小心取出上清

模鉴定蚊虫杀虫剂抗性相关蛋白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丝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已对几种用于蚊虫防治的杀
虫剂产生了抗性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淡色库蚊氯

［3⁃5］

氰菊酯抗性的蛋白组学研究，从整体层面阐明氯氰菊
酯抗性的多蛋白调控作用，以提高对杀虫剂抗性机制
的认识。
1

1.1

材料与方法

3⁃acetic acid，IAA），1% 蛋白酶抑制剂 Cocktail］，超声

液。加入 5 倍体积以上-20 ℃预冷丙酮沉淀过夜，

4 ℃ 16 000 × g 离心 5 min，弃上清。用 Bradford 法对

蛋白浓度进行测定；
根据 Bradford 定量结果，
取 100 μg

样品，加入 8 mol/L 尿素溶液调整等体积，加入终浓度

10 mmol/L DTT 于 37 ℃孵育 45 min，还原蛋白二硫键，

加 入 终 浓 度 25 mmol / L 2 ⁃ 碘 乙 酰 胺（iodoacetamide，

实验室淡

IAM），室温孵育 55 min。烷化保护巯基基团，根据

乡，后保存于实验室标准化饲养，从未接触任何杀虫

X C18 脱盐柱除盐，取出蛋白酶切后的蛋白样品进行

淡色库蚊氯氰菊酯抗性品系的选育

色库蚊敏感品系于 1960 年采集于山东省济宁市唐口

剂 ，对 杀 虫 剂 完 全 敏 感 。 所 有 敏 感 淡 色 库 蚊 均 于

1∶50（质量比）加入胰蛋白酶，37 ℃酶解过夜。Strata

iTRAQ 标 记 并 室 温 平 衡 ，标 记 肽 段 通 过 C18 柱 经

28 ℃恒温环境和 75% 相对湿度条件下饲养（14 h 光

HPLC 预分离组分，收集 72 个肽段流出组分，真空抽

进行氯氰菊酯抗性选育，其半数致死浓度（LC50）为

溶于 20 μL NanoLC A 液，进样 2 µL，经上样柱上样后

剂，然后在盛有幼虫的纸杯中加入 250 mL 水，每一代

鉴定。

照/10 h 黑暗）。以敏感淡色库蚊幼虫（Cx_s）作为亲本

2.9 × 10

⁃10

mol/L。首先在乙醇中稀释氯氰菊酯杀虫

幼虫致死量为 50% ~ 70%，对存活幼虫饲养和繁殖，
采用 WHO 标准生物测定法

对第一代和连续几代幼

［17］

干后再合并成 18 个组分质谱鉴定。分别将 18 个组分
通过分析柱梯度洗脱进入 Q Exactive 组合式质谱仪
1.4

蛋白组数据分析

使用 Proteome Discoverer 1.3

软件将质谱仪对肽段鉴定的原始图谱文件（.raw 文

虫进行敏感性测定，获得其 LC50 值。反复筛选 10 代，

件）提交 SEQUEST 2.0 进行数据库检索，根据错误发

LC50 值为 7.8 × 10 mol/L，抗性水平较敏感品系增加

行筛选，获得高度可信的定性结果。质谱原始数据在

产生氯氰菊酯独立抗性品系淡色库蚊（Cx_cym），其
⁃9

27.03 倍。

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 0.01 标准对数据进

致倦库蚊分类数据库搜索，按照如下参数配置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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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酶选择胰蛋白酶，允许 2 个氨基酸缺失，固定修

有关的表皮蛋白、幼虫表皮蛋白、蛹表皮蛋白及表皮

可变修饰。质谱和串联质谱耐受性搜索参数为

表达。

饰设置为氨基甲酰化，氧化以及 N 端乙酰化设置为

0.02 Da，肽质量耐受性 4.8 × 10⁃5 mol/L，使用诱饵数据

结构成份在淡色库蚊氯氰菊酯抗性选育前后差异

库 搜 索 肽 序 列 计 算 1% 错 误 发 现 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以富集倍值≥ 1.50 或富集倍值≤ 0.67 和

P < 0.05 来确定蛋白上调和下调。

利用 Blast2go 程序在非冗余蛋白序列数据库完

成所有定量蛋白注释、分类和功能预测，导出 UniProt⁃

GOA 数据库（www.http://ebi.ac.uk/GOA/）注释蛋白基

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基于蛋白搜索获取蛋白
身份（ID），将蛋白 ID 转换为 UniProtKB 数据库 ID，然

后根据 UniProt 中 UniProKB 的 ID 查找淡色库蚊 GO 注

释信息。通过 KEGG 公共数据库（http://www.genome.

jp/kegg/mapper.html）查找差异表达蛋白中显著富集

通路，用 Fisher 精确测试法进行通路富集统计，其中

校正 P 值< 0.05 的通路是最有意义通路，用鉴定蛋白

BLAST 比对直系同源聚类蛋白数据库预测蛋白质功
能，并进行统计学分析（P < 1 × 10 ），使用 InterPro⁃
⁃5

Scan 分析注释蛋白结构域。

1.5

图 1 氯氰菊酯抗性和敏感淡色库蚊差异表达蛋白火山图

2.2

差异表达蛋白 GO 功能注释和聚类分析

氯氰

菊酯抗性选育前后淡色库蚊 GO 功能注释表明，差

异表达蛋白可分为生物过程、分子功能及细胞过程

差异表达蛋白的平行反应监测（parallel reaction

3 类。生物过程方面发现含核碱基的小分子代谢过

记的蛋白，选取 β 微管蛋白作为内参蛋白标准进行差

代谢过程最为富集；催化活性及表皮结构组成为分子

monitoring，PRM）验证

采用无标签 PRM 法［18］验证标

异表达蛋白分析，其选择标准如下：① 8 ~ 25 个氨基

酸长度多肽；② 胰蛋白酶消化后优质多肽；③ 除非有

针对性的修饰（半胱氨酸的烷基化），避免选择具有可

变修饰的肽，如氧化、磷酸化、乙酰化和其他翻译后修

饰等；④ 具有双重或三重合适电荷的肽前体；⑤ 具有

稳定和强烈的色谱峰信号和质谱离子（前体和产物离

子）峰信号的肽。通过标准 40 min 数据依赖性分析蛋

白组谱测试并进行 3 次重复 Q 激发质谱法建立蛋白

质谱库，基于蛋白质谱库，靶向定量实验收集平行反
应监测方法下 Q 激发靶向所选多肽，等量白纹伊蚊滞

育/非滞育卵蛋白样品进行半定量测量，每组 3 次重

程在上调差异蛋白中最为富集，下调差异蛋白中 ATP

功能中上调和下调差异蛋白中最为富集。细胞构成
上调和下调差异蛋白分别主要位于核糖体和酶复合
体（表 1）。
2.3

差异蛋白 KEGG 通路分析

KEGG 通路富集分

析显示，甘油酯代谢（map00561）、光合生物的固碳作

用（map00710）、氨基酸的生物合成（map01230）上调

（图 2），而扩张型心肌病（map05414）、肥厚性心肌病

（map05410）、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map05412）、
光转导（map04745）、粘合连接（map04520）等通路则
下调。

复，利用 Skyline 软件从 PRM 质谱数据中提取峰面积，

为了避免样品间误差，利用内参蛋白多肽对样品进行
标准化。
2

2.1

结果
差异蛋白

氯氰菊酯抗性淡色库蚊与敏感淡色

库蚊蛋白组定量分析发现，有 164 种蛋白在氯氰菊酯

抗性选育前后差异表达，其中 54 种蛋白表达上调、

110 种蛋白表达下调（图 1）。对这些差异表达蛋白

GO、KEGG 通路分析表明，大量细胞骨架结构与组成

注：
log10（Fisher 确切概率法 P 值）颜色代表富集的可靠性。

图2

氯氰菊酯抗性和敏感淡色库蚊差异表达
蛋白 KEGG 通路富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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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氯氰菊酯抗性和敏感淡色库蚊差异表达蛋白 GO 功能注释
GO 注释
分类

上调

含核碱基的小分子代谢过程（5）、核苷二磷酸代谢过程（2）、细胞氮复合代谢过程（9）、初级代谢过程
（12）、核苷代谢过程（3）、糖基化合物代谢过程（3）等

下调

ATP 代谢过程（6）、嘌呤核苷三磷酸代谢过程（6）、嘌呤核苷三磷酸代谢过程（6）、核苷三磷酸代谢过
程（6）、核苷三磷酸代谢过程（6）等

上调

催化活性（4）、结合部位（3）、结构分子活性（6）、转运活性（2）等

下调

表皮结构组成（13）、结构分子活性（19）、底物特异性转运体活性（10）、脂质转运体活性（4）、L⁃苹果酸
脱氢酶活性（2）等

上调

核糖体（6）、细胞部分（8）、细胞（5）、大分子复合体（6）、细胞器（2）、膜及膜部分（4）、细胞外部分（3）、
细胞器部分（5）等

下调

酶复合体（4）、质子转运 ATP 酶复合物及质子输运域（3）、质子转运 ATP 合酶复合物（3）、线粒体质子
转运 ATP 合酶复合物（2）、线粒体膜蛋白复合物（2）等

生物过程

分子功能

细胞构成

2.4

参与代谢过程（基因数量）

调节模式

差异蛋白结构域功能富集分析

结构域富集分

析表明，几丁质结合 R&R 型（chitin⁃binding type R&R

consensus）、昆虫表皮蛋白（insect cuticle protein）、肌

动蛋白保守位点（actin, conserved site）、肌动蛋白/肌

动蛋白样保守位点（actin/actin⁃like conserved site）、肌

动蛋白家族（actin family）、脂质转运蛋白（lipid trans⁃
port protein, beta⁃sheet shell）是最富集的结构域（图3）。
2.5

差异蛋白表达的 PRM 验证

采用 PRM 法对显

著差异表达蛋白进行验证，按照功能分类共发现 13

注：
log10（Fisher 确切概率法 P 值）颜色代表富集的可靠性。

图3

氯氰菊酯抗性和敏感淡色库蚊差异表达
蛋白结构域富集分析

种不同类型蛋白（表 2）。

表 2 PRM 验证到的 13 种不同类型蛋白
蛋白类型

蛋白数据 ID

蛋白描述

鉴定到的肽段序列

能量产生与转换

B0XA87

丙酮酸脱氢酶

VFILGEEVAQYDGAYK

翻译、核糖体结构与生物发生
脂质转运与代谢
翻译后修饰，
蛋白质周转，
分子伴侣
无机离子转运与代谢
细胞骨架
细胞内运输、分泌和囊泡运输
碳水化合物运输和代谢
氨基酸转运与代谢
信号转导机制
核苷酸转运与代谢
辅酶转运与代谢
次生代谢物生物合成、运输和分解代谢

B0WU22

酸性核糖体蛋白 P1

B0WGF9

硫氧还蛋白还原酶 1

B0WE67

AANVDIEPYWPGLFAK

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VASSIVAQTAEIPTLPWSGSELK

B0WIC2

钠/钾依赖性 ATPaseβ⁃2 亚单位

LDNFLAPYR

B0WUR5

分泌载体相关膜蛋白

B0WY76

B0WEB5

肌动蛋白

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

B0WZS2

吡咯啉⁃5⁃羧酸还原酶

B0X890

尿苷磷酸化酶

B0W6W0
B0W244

B0WQV0

肌钙蛋白 C

腺苷甲硫氨酸合酶
细胞色素 P450 4g15

VAVLDFVVPSPR

VAPEEHPILLTEAPLNPK
ATVQSQFNQNR

AGAEYVVESTGVFTTIDK
LAAQTVMGAGK

TGSISSETVAEILR

LPAGTQLQDISAFSYR
DTVQHIGYDDSSK
SFIDLFNEN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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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表明，淡色库蚊经氯氰菊酯抗性选育后，

与敏感淡色库蚊品系比较，某些细胞骨架蛋白差异表
达显著，大量功能多样的表皮蛋白在氯氰菊酯抗性选
育后表现出高度差异表达。包括表皮蛋白（B0XD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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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抗性机制提供了较单一抗性机制更高的抗性水
平。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支持了细胞色素 P450 基

因在杀虫剂抗性中的作用，同时还暗示了表皮基因等

其他基因家族也可能参与其中。对角质层蛋白和

P450 蛋白的功能研究可为鉴定杀虫剂抗性的热点奠

B0W471、B0WRC4、B0W476、B0X2L3）、幼虫表皮蛋白

定基础，这些结果显著增加了可用于其他蚊虫研究的

构成份（B0X2L7）在内的氯氰菊酯抗性表皮蛋白富集

平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淡色库

组分均在蛋白水平下调。

蚊抗性产生的基本机制，这可以为制定有效的杀虫剂

（B0W470）、蛹表皮蛋白（B0WPT5、B0XI14）及表皮结

［19］
、抗
既往有研究报道，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

分子资源，为了解蚊虫抗性发育过程中蛋白质表达水

抗性治理策略提供基础。

［20］
有机磷致倦库蚊（Culex quinquefasciatus）
和大叶库
［21］
表皮增厚或化学组分改变可减少
蚊（Culex tarsalis）

对有机磷的吸收。目前已经证实一些表皮蛋白基因
在几种抗拟除虫菊酯的蚊虫中过度表达，包括斯氏按
［8］
及
蚊［22］、冈比亚按蚊、不吉按蚊（Anopheles funestus）

淡色库蚊［23］。近期研究表明，拟除虫菊酯抗性冈比亚
按蚊和不吉按蚊较敏感按蚊有更厚的表皮层［24⁃25］。

代谢抵抗是通过蛋白水平或细胞色素 P450s、

GST 等抗杀虫剂解毒酶活性的细微变化而发生［26⁃27］。

P450 在许多重要内源分子的代谢中具有催化作用，
使昆虫能够以更高的速率代谢杀虫剂［28⁃29］；P450 基因

的上调或下调可能与杀虫剂解毒和蚊虫对细胞环境
变化的稳态反应有关［30］。如大多数昆虫一样，淡色库
蚊使用一套解毒酶来代谢杀虫剂等外源物。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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