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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引入细菌表达ｄｓＲＮＡ干扰系统对中华紫胶虫ＦＡＤ基因进行ＲＮＡ干扰，通过检测干扰后ＦＡＤ基因
表达量与个体泌胶量动态变化，对ＦＡＤ基因功能进行初步分析，为验证紫胶合成相关基因功能提供科学基础。
［方法］中华紫胶虫ＦＡＤ基因和Ｌ４４４０载体经双酶切之后，利用Ｔ４连接酶连接，构建ＦＡＤＬ４４４０重组质粒，并转
入ＨＴ１１５感受态细胞中，ＩＰＴＧ诱导表达ｄｓＲＮＡ后，通过虫体涂抹法将ｄｓＲＮＡ转染到紫胶虫体内。用 ＲＴｑＰＣＲ
检测干扰后ＦＡＤ基因的表达量并测定干扰后个体泌胶量的变化。［结果］ＲＮＡ干扰后 ＦＡＤ基因表达量明显降
低，其中，以低浓度菌液处理后１２ｈ和中浓度菌液处理后２４ｈ相对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分别降低了９０．９０％和
８６．５２％，中浓度在７２ｈ时干扰效率高于其他两个组，个体泌胶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下降。［结论］本研究构
建了中华紫胶虫ＦＡＤ基因的ＲＮＡ干扰载体，在基因功能验证中引入了细菌表达ｄｓＲＮＡ的ＲＮＡｉ系统，使用虫体
涂抹法将其导入虫体内引起ＦＡＤ基因表达量与紫胶虫个体泌胶量显著下降，为 ＲＮＡｉ转染过程中不适用注射
法、喂食等转染方法的昆虫提供技术参考，为后续解析紫胶合成的分子机理提供技术基础与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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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紫胶虫（Ｋｅｒｒ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ｈｄｉｈａｓｓａｎ）隶属
于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胶蚧科（Ｔａｃｈａｒｄｉｉｄａｅ）、胶蚧
属（Ｋｅｒｒｉａ），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资源昆虫，
主要寄生于交趾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ｃｏｃ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ｅｒｒｅ
ｅｘＬａｎｅｓｓ）、光叶合欢（Ａｉｂｉｚｉａｌｕｃｉｄａ（Ｓｔｅｕｄ．）Ｎｉｅｌｓ
ｅｎ）等植物上，通过吸取植物韧皮部的汁液生长繁
殖。紫胶是雌虫通过腺体分泌出的一种纯天然的树

脂，主要成分由紫胶树脂、紫胶蜡、紫胶色酸等组成。

紫胶是重要天然林产化工原料，加工后被广泛应用

于军工、日用化工、电子等行业，因而具有重要的经

济价值［１－２］。前人在紫胶虫研究方面已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主要是围绕紫胶虫生物学特征、生态适应

性、寄主植物、遗传多样性等方面展开的，在紫胶合

成的分子机理、泌胶相关基因的验证等方面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３－６］。

紫胶树脂是由羟基脂肪酸和倍半萜烯酸酯相互

形成的内酯及交酯混合而成，结构比较复杂［２］。羟

基脂肪酸是紫胶树脂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

脂肪酸合成代谢途径，其主要由脂肪酸合成酶

（ＦＡＳ）、超长链脂肪酸延伸酶（ＥＬＯ）、脂肪酸去饱和
酶（ＦＡＤ）等参与完成，其中，脂肪酸去饱和酶（ＦＡＤ）
在脂肪酸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ＦＡＤ在卷叶
蛾、烟草蛾、小菜蛾等蛾类以及意大利蜜蜂、家蚕等

昆虫中已有广泛的研究［７－１０］，研究发现，脂肪酸去

饱和酶 Δ６（ＦＡＤ６）是合成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ＬＣＰＵＦＡｓ）的限速酶，在近十几年的研究中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１１］，而在果蝇中对 ＦＡＤ研究的比较系
统，其中果蝇的 ｆａｄ１为第一个报道的昆虫 ＦＡＤ［１２］，
ｆａｄ１具有 Δ９功能特性，最优底物为棕榈酸，能通过
激素来调控果蝇的脂质代谢［１３］。在紫胶树脂中紫

胶桐酸（９，１０，１６三羟基棕榈酸）是其主要成分［２］，

因此，推测ＦＡＤ基因在紫胶合成通路中起着重要的
调控作用。

ＲＮＡ干扰（ＲＮＡｉ）是指在真核生物中，由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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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ｄｓＲＮＡ）诱发同源 ｍＲＮＡ降解，使靶基因表达
沉默的现象［１４］。ＲＮＡｉ转染有注射、喂食、浸泡、病
毒感染和转基因等方法，较常用的是注射法和喂食

法。在ＲＮＡ干扰研究的初期，注射最初主要应用于
线虫［１４］，并随着在果蝇中运用的开展［１５］，目前已在

小菜蛾（Ｐｌｕｔｅｌｌａｘｙｌｌｏｓｔｅｌ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褐飞虱（Ｎｉ
ｌａｐａｒｖａｔａｌｕｇｅｎｓＳｔａｌ）、赤拟谷盗（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ｃａｓｔａｎｅｕｍ
Ｈｅｒｂｓｔ）等研究对象中建立了注射ｄｓＲＮＡ诱导ＲＮＡｉ
的体系［１６－２０］；但当研究对象个体过小时，注射难度

增大且成活率降低这一问题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喂食法诱导 ＲＮＡｉ因其操作简单方便，对研究对象
危害性小等特点已在马铃薯甲虫（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ｄｅ
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Ｓａｙ）、麦长管蚜（Ｓｉｔｏｂｉｏｎａｖｅｎａｅ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等昆虫中得到应用［２１－２２］，但喂食法存在作用较慢、

效率较低的缺点［２３－２４］。中华紫胶虫体型较小，幼虫

在寄主植物上寻找适宜的枝条将口针刺入树皮下固

定取食后将终生不动。由于注射法和喂食法各自存

在缺点，在中华紫胶虫个体过小且不能喂食时，使用

哪种转染方法将 ｄｓＲＮＡ转染到其体内显得至关重
要。涂干法一般用于蛀干害虫的防治，具体方法为

将药剂通过毛刷等工具直接涂抹于树干上。选择性

的给药方法使药剂更有效的接触虫体，并避免了大

量无选择性给药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这样的给药方

法恰好适用于本实验寄生于树干上的紫胶虫。前人

研究发现，ｄｓＲＮＡ在体外有高稳定特性，将其喷洒在
植物叶片上，几天之后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稳

定性［２５］。鉴于上述原因，本实验拟采用虫体涂抹法

将ｄｓＲＮＡ转染到紫胶虫体内，对其ＦＡＤ基因的功能
进行验证。

在野外对中华紫胶虫进行ＲＮＡｉ实验时，ｄｓＲＮＡ
的需求量很大，所以需要选择一种可大量较低成本

获得的ｄｓＲＮＡ的方法。目前，ｄｓＲＮＡ的制备主要方
法有试剂盒法、大肠杆菌诱导法和转基因植物法等，

其中，用试剂盒法实验操作简单、耗时少等特点，但

其成本高且产量低，不易长时间保存，不适用野外大

用量实验；转基因植物法操作周期长，而且得到目的

植株概率低；利用原核表达系统制备ｄｓＲＮＡ，有较低
的成本并能够获得大量ｄｓＲＮＡ。基于大肠杆菌诱导
法的优势，其制备 ｄｓＲＮＡ的方法已在家蚕（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棉铃虫（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ｉｇｅｒａＨｕｂ
ｎｅｒ）、线虫等物种中广泛应用［２６－２８］。为了能够较低

成本获得ｄｓＲＮＡ用于中华紫胶虫 ＲＮＡｉ实验，本研
究通过采用大肠杆菌诱导法构建中华紫胶虫 ＦＡＤ

基因ＲＮＡｉ载体，采用菌液涂抹的方式将 ｄｓＲＮＡ转
染到紫胶虫体内，检测 ＦＡＤ基因对紫胶泌胶量的影
响，从而为在分子水平上验证紫胶合成相关基因功

能提供科学依据，也为进一步研究紫胶虫泌胶机理

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中华紫胶虫采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元江试验站（１０２°００′４６＂Ｅ，２３°３６′１１＂Ｎ）。
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购买于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载体Ｌ４４４０购自Ａｄｄｇｅｎｅ公司，菌株ＨＴ１１５由
ＢｉｏＶｅｃｔｏｒ质粒载体菌种细胞基因保藏中心提供。
１．２　ＲＮＡ的提取和引物设计

利用ＲＮＡ提取试剂盒（生工生物工程（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提取中华紫胶虫总 ＲＮＡ，用 Ｐｒｉｍｅ
ＳｃｒｉｐｔＴＭＲＴｒｅａｇｅｎｔＫｉｔ试剂盒（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反转录
得到ｃＤＮＡ第一链。根据转录组测序得到的ＦＡＤ基
因片段，通过 ｓｉＤｉｒｅｃ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分析 ＦＡＤ碱基序
列，找到干扰位点较多的片段，从而尽可能的避免脱

靶效应。使用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６．０设计引物，并通过
对引物的特异性检测等预实验筛选，最终确定一条

２６６ｂｐ片段作为 ＲＮＡ干扰片段。在合成引物的正
反向引物中添加限制性内切酶（ＳａｌＩ和 ＳａｃＩ，下划
线标记）位点（表１）。所有的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表１　ｄｓＲＮＡ和ＲＴｑＰＣＲ的引物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ｒｉｍｅｒ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ｄｓＲＮ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ＲＴｑＰＣＲ

基因

Ｇｅｎｅ
引物

Ｐｒｉｍｅｒｓ
引物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ｉｍｅｒ（５’→３’）
长度

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ｐ

ＦＡＤ

ｄｓｆ ＡＴＧＡＧＣＴＣＧＣＡＡＴＧＡＴＡＣＡＡＣＧＡＡＣＣＡ
ｄｓＲ ＡＴＧＴＣＧＡＣＧＡＡＣＧＡＴＧＴＧＡＣＣＡＴＡＡＧＣ

２６６

ＲＴＦ ＣＡＴＣＧＴＴＣＴＴＡＣＡＡＧＧＣＴＡＡ
ＲＴＲ ＴＡＴＧＴＧＧＡＴＣＧＧＣＡＴＴＣＧ

１４２

βａｃｔｉｎ
ＲＴＦ ＡＴＣＧＴＧＣＴＧＡＧＴＧＡＧＧＡＡ
ＲＴＲ ＣＧＣＴＴＣＧＣＴＧＡＴＴＡＴＣＧＴＡ

１４３

１．３　ＦＡＤ基因的扩增
以制备好的ｃＤＮＡ为模板，使用引物对 ＦＡＤ基

因进行扩增，反应条件为 ９５℃，２ｍｉｎ预变性后，
９５℃，３０ｓ变性，５０℃，３０ｓ退火，７２℃，１ｍｉｎ延伸，
共３４个循环，７２℃终延伸１０ｍｉｎ后，４℃保存。获得
的ＰＣＲ产物用１．０％的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并割胶
回收。

１．４　干扰载体的构建
将ＦＡＤ回收的产物和 Ｌ４４４０载体用 ＳａｃＩ和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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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Ｉ（ＮＥＢ（北京）有限公司）进行双酶切，酶切产物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之后利用 Ｔ４连接酶连接
过夜。将其连接产物转化到 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后，
涂布于含有氨苄青霉素的 ＳＯＣ固体培养基上，培养
１４ｈ左右，挑取单菌落于 ＳＯＣ液体培养基中培养。
对其构建的 ＦＡＤＬ４４４０重组质粒做菌液 ＰＣＲ验证
并提取质粒进一步通过测序进行验证。

１．５　ｄｓＲＮＡ的诱导表达
将构建好的ＦＡＤＬ４４４０重组质粒转化到ＨＴ１１５

感受态菌株中，涂布于含有氨苄青霉素和四环素的

ＳＯＣ固体培养基上，培养１４ｈ左右，挑取单菌落转
入液体培养基３７℃过夜培养，然后将过夜培养液加
入２×ＹＴ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 ＯＤ６００＝０．４，加入
ＩＰＴＧ进行诱导，继续摇床培养４ｈ后收集菌体。

图１　干扰载体构建及ｄｓＲＮＡ诱导表达流程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ＮＡｉｐｌａｓｍｉ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ｓＲＮＡ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６　ｄｓＲＮＡ转染
用无菌水稀释菌体，配制成高（６２０ｎｇ·ｍＬ－１）、

中（６２ｎｇ·ｍＬ－１）、低（６．２ｎｇ·ｍＬ－１）不同浓度的
测试菌液，并以不做任何处理的自然组（ｃｋ）和
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作为实验对照组。转染时期选择
紫胶虫幼虫期，在幼虫期其少量泌胶，虫体表面没有

紫胶包被，菌液可以直接作用于虫体表面，通过紫胶

虫表面的蜡腺和气孔进入体内，每天将不同浓度的

测试液和对照液涂抹在中华紫胶虫幼虫体表面，每

天涂抹２次，连续处理３ｄ后收集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的
实验样品，１个月后收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品对
其个体泌胶量进行测定。

１．７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验证
使用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６．０设计荧光定量引物（表

１），利用ＲＮＡ提取试剂盒（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提取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总 ＲＮＡ，
使用 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ＴＭＲＴｒｅａｇｅｎｔＫｉｔ试剂盒（Ｔａｋａｒａ公
司）进行反转录；之后以相对定量的方法进行基因表

达量检测。选择βａｃｔｉｎ基因作为内参，并对每个样
进行３次独立的生物学重复，采用２－ΔΔＣＴ法计算相
对表达量［２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目的基因的ＰＣＲ扩增
提取中华紫胶虫中总 ＲＮＡ并反转录为 ｃＤＮＡ

后进行 ＰＣＲ扩增，根据 ＦＡＤ基因序列，预期扩增片
段大小为２６６ｂｐ，扩增片段的电泳检测结果显示介
于２５０ ５００ｂｐ之间（图２Ａ），与预期相符。
２．２　重组载体的构建

根据图１载体构建的流程，ＦＡＤ基因胶回收产
物和Ｌ４４４０载体经ＳａｃＩ和 ＳａｌＩ双酶切，分别回收
酶切产物，利用Ｔ４连接酶连接过夜。将ＦＡＤＬ４４４０
连接好后转入到５０μＬ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中，涂平
板培养１２ｈ，挑取单菌落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经
Ｔ７单引物菌液 ＰＣＲ扩增后，获得预期的目的条带
（图２－Ｂ），并送公司测序，结果显示与目的片段吻
合，验证ＦＡＤＬ４４４０重组质粒已成功构建。
２．３　ｄｓＲＮＡ的诱导表达

将ＦＡＤＬ４４４０重组质粒转入到 ＨＴ１１５感受态
细胞中，扩大培养至菌液 ＯＤ６００为０．４，加入 ＩＰＴＧ诱
导４ｈ。诱导后的菌液提总 ＲＮＡ检测，结果见图２
Ｃ。凝胶电泳结果显示：诱导后 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
菌液提取的 ＲＮＡ含有１条目的基因的 ＲＮＡ条带，
而诱导前 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提取的 ＲＮＡ不含
此条带，据此可以判定诱导后的 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
特异条带为 ＦＡＤ的 ｄｓＲＮＡ条带，证明 ＦＡＤ基因
ｄｓＲＮＡ的诱导表达成功。
２．４　ＲＴｑＰＣＲ检测

采用虫体涂抹法将不同浓度的测试液和对照液

分别涂抹在虫体上，每天２次，连续３ｄ后，收集不同
时间段的样品，利用ＲＴｑＰＣＲ检测干扰效果。以１２
ｈ的 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组的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为对
照，以中华紫胶虫细胞质肌动蛋白（βａｃｔｉｎ）的 ｍＲ
ＮＡ表达水平作为内参。结果表明：使用涂抹 ＦＡＤ
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处理组的 ＦＡＤ基因表达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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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Ｍ，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ＦＡＤ基因片段ＰＣＲ产物；２，ＦＡＤＬ４４４０质

粒经过ｄｓＦ和ｄｓＲ扩增的ＰＣＲ产物；３，ＦＡＤＬ４４４０经过 Ｔ７单

引物扩增的ＰＣＲ产物；４，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诱导前ＲＮＡ电

泳，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诱导后ＲＮＡ电泳。

Ｎｏｔｅｓ：Ｍ，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ＦＡＤｇｅｎ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２，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ｄｓＦａｎｄｄｓ

Ｒｐｒｉｍｅｒ；３，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

Ｔ７ｐｒｉｍｅｒ；４，ＴｈｅＲＮ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ａｆｔｅｒＩＰＴＧ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５，ＴｈｅＲＮ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ＦＡＤ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ｂｅｆｏｒｅＩＰＴＧ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

图２　干扰载体构建和ｄｓＲＮＡ诱导表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ＮＡｉｐｌａｓｍｉ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ｓＲＮＡ

降低，其中，低浓度在１２ｈ和中浓度在２４ｈ时相对于
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分别降低了９０．９０％和８６．５２％，
中浓度在７２ｈ时干扰效率高于其他两个组（图３）。
２．５　个体泌胶量测定

采集不同处理的紫胶，剥取新鲜胶块称质量，用

９５％酒精浸泡胶块，待胶完全溶解后，过滤取虫体统
计个体数并称质量，然后计算其个体泌胶量。结果

表明，虫体涂抹法的低浓度和中浓度处理组相比 ｃｋ
组个体泌胶量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分别降低
了１４．８９％和１２．７３％（图４）。

３　讨论
中华紫胶虫一年两代，雌虫通过腺体分泌紫胶，

其幼虫期泌胶量较少，成虫期大量分泌紫胶逐渐形

成胶壳将虫体和寄主植物枝条覆盖起来，中华紫胶

虫成虫中后期个体泌胶速率最大，整个生活周期个

体泌胶量在１７ ３０ｍｇ［２］。为了能够让 ｄｓＲＮＡ菌
液直接作用于虫体表面从而通过其体表的紫胶腺

体、蜡腺和气孔进入体内，选择合适的虫期进行干扰

试验是整个实验设计中关键的一步。由于紫胶虫大

量泌胶时期虫体已完全被紫胶包被，ｄｓＲＮＡ菌液很

注：Ａ低浓度菌液处理后的基因表达量；Ｂ中浓度菌液处理后的基因表达量；Ｃ高浓度菌液处理后的基因表达量。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段

两种菌液处理的基因表达量差异分析（Ｐ＜０．０５）；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下不同时间段的基因表达量差异分析（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ｓ：Ａ，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ｌｏｗ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ｉ；Ｂｉｓｍｉ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ｓｈｉｇ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ｔｈａ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Ｅ·ｃｏｌｉ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Ｐ＜０．０５）；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ｔｈａｔ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

图３　不同浓度菌液涂抹对中华紫胶ＦＡＤ基因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ｍｅｒｉｎｇｓｔｅ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 ｃｏｌｉｏｎｔｈｅＦＡＤｇｅｎｅｏｆＫ．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难被虫体吸收，所以本实验选择在紫胶虫幼虫期对

其进行转染。

在昆虫ＲＮＡｉ研究中，选择一种合适的转染方
法将其导入到昆虫体内是实验成功的前提，目前主

要的转染方法有注射法、喂食法、浸泡法和转基因等

方法。在紫胶虫的 ＲＮＡｉ实验中，笔者发现常规的
转染方法对紫胶虫并不适用，主要原因是中华紫胶

虫雌成虫虫体长只有６ｍｍ左右，体宽４ｍｍ左右，

个体较小［１］。紫胶虫寄生于寄主植物树干，幼虫以

口针刺入寄主植物韧皮部，吸食寄主植物汁液，口针

一旦刺入寄主植物，便不再拔出，终生不动，如果将

紫胶虫从树干上取下，造成的机械伤害会使紫胶虫

很快死亡；且随着紫胶虫的生长发育，紫胶虫可分泌

少量蜡丝及大量紫胶，蜡丝及大量的紫胶将紫胶虫

虫体完全覆盖，且紫胶致密坚硬，对紫胶虫有很好保

护作用［１］。因此，选择适合的转染方式对紫胶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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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ＲＮＡｉ后个体泌胶量测定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ｌａｃｓｅｃｒｅｔａｆｔｅｒＲＮＡｉｔｅｒａｔｍｅｎｔ

行ＲＮＡｉ至关重要。本课题组前期已使用涂干法将
外源保幼激素类似物（ＪＨＡ）涂抹在白蜡虫体表，结
果表明，外源激素可通过白蜡虫体表的腺体进入体

内，提高白蜡虫 ２龄雄幼虫的个体泌蜡量和羽化
率［３０］。根据涂干法在外源激素导入白蜡虫中的成

功运用及ｄｓＲＮＡ在体外有较高的稳定性的特点，结
合紫胶虫体小且不能喂食不适用注射和喂食等方

法，本实验采用虫体涂抹法将 ｄｓＲＮＡ以不同浓度配
比施于虫体表面，成功的将目的基因导入虫体，为

ＲＮＡｉ转染过程中不适用注射法、喂食等转染方法的
昆虫提供技术参考。

适合的菌液浓度是 ＲＮＡｉ实验得以顺利进行的
重要保障，不同的昆虫发生显著的 ＲＮＡｉ干扰效应
时，所需要的ｄｓＲＮＡ的剂量不同。如在给烟草天蛾
（Ｍａｎｄｕｃａｓｅｘｔ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注射少量的ｄｓＲＮＡ就有明
显的沉默效果［３１］，在甜菜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ｅｘｉｇｕａＨｉ
ｉｂｎｅｒ）中需要大量的ｄｓＲＮＡ才有较为显著的干扰效
果［３２］。是本实验表明，当菌液浓度为６．２ｎｇ·ｍＬ－１

时，对紫胶虫的基因表达量及泌胶量影响最为明显。

本实验对需要以虫体涂抹法进行 ＲＮＡｉ实验的浓度
阈值提供了参考。

ＲＮＡｉ的时效性一直备受关注，不同的物种其
ＲＮＡｉ持续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因而检测 ＲＮＡｉ效果
的时间点就显得尤为重要［３１］。检测的时间过早，很

有可能ＲＮＡｉ效应还未开始，则检测不到预期的干
扰效果；检测时间过晚，则可能由于ｍＲＮＡ恢复至正
常水平，干扰效果可能大幅度降低，也不能检测到

ＲＮＡｉ的效果［３３］。本实验在大量重复预实验的基础

上，发现ＦＡＤ基因最佳干扰效果出现在干扰之后１２
ｈ左右。

紫胶树脂是紫胶的主要成分，由于其本身的复

杂性，对于树脂的各组分酸含量不同的研究者所得

的结果不同，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紫胶酮酸（９，１０，
１６三羟基棕榈酸）和壳脑醛酸是树脂的主要成
分［２］。脂肪酸去饱和酶（ＦＡＤ）被认为是长链多不饱
和脂肪酸合成的关键酶，在脂肪酸代谢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３４］。Ｄａｌｌｅｒａｃ等的研究结果表明，ｆａｄ１
具有Δ９功能特性，能通过激素来调控果蝇的脂质代
谢［１３］，其最优底物为棕榈酸，而在紫胶树脂中紫胶

桐酸（９，１０，１６三羟基棕榈酸）是棕榈酸的主要成
分，因此，我们推测 ＦＡＤ基因对紫胶合成通路起着
重要的调控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猜想，通过构建

ＦＡＤ基因ＲＮＡ干扰载体并将其转染到紫胶虫体内，
从而对其功能进行初步验证，实验结果表明，干扰后

ＦＡＤ基因表达量明显降低，其中低浓度在１２ｈ和中
浓度在２４ｈ时相对于 Ｌ４４４０ＨＴ１１５菌液对照组有
显著差异，分别降低了９０．９０％和８６．５２％。不同处
理组的个体泌胶量相比ｃｋ组个体泌胶量有所差异，
其中，低浓度处理对紫胶虫个体泌胶量有明显影响。

表明ＦＡＤ基因对紫胶虫泌胶有直接的调控作用。

４　结论
本研究在中华紫胶虫 ＦＡＤ基因功能验证中引

入了细菌表达 ｄｓＲＮＡ的 ＲＮＡｉ系统，并利用虫体涂
抹法将其成功导入虫体内，为探索高效、便捷的昆虫

功能基因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将为后续解析紫胶

合成的分子机理提供技术基础与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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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ｅｃ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７（２）：２３１－２４５．

［３３］刘　婷，秦国华，张建珍，等．东亚飞蝗谷胱甘肽 Ｓ转移酶
ＲＮＡ干扰效率研究 ［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１，４８（４）：８２０
－８２５．

［３４］曾硕士，江黎明，元冬娟．脂肪酸去饱和酶的研究进展 ［Ｊ］．
生命科学，２００８，２０（５）：８１６－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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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ＦＡＤＧｅｎｅｉｎＫｅｒｒ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ｉ１，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ｉ１，ＬＵＱｉｎ１，ＬＩＵＰｅｎｇｆｅｉ１，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ｗｅｎ１，ＣＨＥＮＨａｎｇ１，２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ｅｃ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２４，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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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２４，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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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７２ｈｏｕｒ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ａｃ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ＮＡｉ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ＤｇｅｎｅｏｆＫ．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ＮＡｉ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ｓＲＮＡ．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ＡＤｇｅ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ａｃ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ｓｅｃｔｂｏｄｙ．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ｓｅｃｔｓ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ｅｄｉｎｇｆｏｒＲＮＡｉ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ｌａｃ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ｅｒｒ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Ｎ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ＡＤｇｅｎｅ；Ｌ４４４０

（责任编辑：张　研）

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