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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农业害虫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破

坏对人类维持作物生产力和营养安全等产生了重要

影响。麦蚜是世界各小麦产区的常发性害虫，隶属

于同翅目（Homoptera）蚜科（Aphidinae），为多型性

昆虫。麦蚜主要寄生在小麦穗部和中上部叶片上刺

基于线粒体COI基因序列的武汉地区
常见麦蚜蚜种鉴定

杨钰慧，谢佳燕*，吴 聪

（武汉轻工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武汉 430023）

摘要：【目的】采用线粒体COI基因序列分析武汉地区常见麦蚜蚜种的遗传组成，探讨基于COI基因序列作为常见

麦蚜蚜种分子鉴定的可行性，为田间麦蚜的有效识别和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集武汉市田间和实验室培

养的3种麦蚜（禾谷缢管蚜、麦长管蚜和麦二叉蚜），扩增其COI基因后进行测序，并进行遗传距离检测及聚类分析。

【结果】3种麦蚜COI基因片段核苷酸组成中碱基C和G的总含量低于碱基A和T的总含量，其中含量最低的碱基为G，

具有明显的碱基偏倚性；不同麦蚜的种内遗传距离均小于0.010，种间遗传距离约是种内遗传距离的10倍；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蚜科的所有物种聚为一支，之后又形成3个分支，分属于蚜科的3种麦蚜。【结论】3种麦蚜的分子鉴定与形态

学分类结果一致，表明采用COI基因序列可对武汉地区常见麦蚜蚜种进行有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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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wheat aphid species in Wuhan based on
mitochondrial COI gene sequence

YANG Yu-hui，XIE Jia-yan*，WU Chong

（School of Bi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an 43002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is experiment used mitochondrial COI sequences to analyze the genetic composition of co-
mmon wheat aphids species in Wuhan，investigated the feasibility of COI gene sequence as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for
common wheat aphid species，and provided reference for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wheat
aphids in the field.【Method】Samples of three different wheat aphids species［Rhopalosiphum padi（Linnaeus），Macro-
siphum avenae（Fabricius）and Schizaphis graminum］in the field in Wuhan and cultivated in the laboratory were collec-
ted. The COI gene were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Genetic distance and the clustering were also analyzed.【Result】In the
nucleotide of COI gene fragment of the three wheat aphids，the total content of base C and base G was lower than the total
content of base A and base T. The content of base G was the lowest and showed obvious base bias. All intraspecific genetic
distances of these aphid species were lower than 0.010，and interspecific genetic distance was ten times more than intra-
specific genetic distance of these aphid species. The analysis of clustering showed that all species of Aphidinae were clus-
tered one clade，and then it formed three small clades which were individually clustered by different wheat aphids.【Con-
clusion】The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wheat aphids in the fiel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
tion. The results suggests that COI gene sequence can identify effectively the common wheat aphids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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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为害，直接造成麦类作物大量减产（李宏德，

2016）。麦蚜还可传播麦类病毒（刘艳莉等，2018），

间接造成粮食作物严重减产。另外，一些麦蚜已成

为入侵物种，对国际粮食生产和贸易产生严重危害

（Bass et al.，2014）。麦蚜在我国已连续多年严重发

生，对我国小麦的安全生产构成严重威胁（李素娟

等，2001）。在我国，危害麦类作物的蚜虫主要有4种

（韩松等，2018），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危害小麦的主要

蚜虫是麦长管蚜［Sitobion avenae（Fabricius）］和禾

谷缢管蚜［Rhopalosiphum padi（Linnaeus）］（杜新慧，

2014）。长期以来，麦蚜的防治仍以化学防治为主，

田间的不合理用药导致麦蚜危害加剧及麦蚜抗药性

水平显著上升（王晓军等，2004；李宏德，2016）。由

于蚜虫属典型的r-对策昆虫，其生活周期短，营孤雌

生殖，具有不同的寄主类型和颜色多型现象（张广

学，1999；Shufran et al.，2000），因而对各种生态系统

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能力；另外，不同麦蚜对作物的

取食部位和传毒能力不同，对作物产生的危害程度

也不同，对麦蚜的错误识别将影响田间病虫害的有

效管理和风险评估。因此，快速、准确地识别不同蚜

种，对保障小麦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人

研究进展】Enders等（2018）研究了土地覆盖、温度和

降水等生态因子对麦蚜丰度及传播病毒能力的影

响，结果表明其他生态因子可能影响了禾谷缢管蚜

和麦长管蚜的丰度和传毒能力；麦二叉蚜（Schiza-

phis graminum）的丰度受秋季降水和冬季温度的影

响，而传毒能力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麦二叉蚜是麦

田中病毒传播能力最强的麦蚜。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技术是近年来对昆虫进行物种鉴定的新

方法。Hebert等（2003a）首次采用COI基因序列对不

同物种进行检测，发现该基因能进行有效的物种识

别。近几年有关其他昆虫的研究也表明，COI基因

片段作为条形码可进行有效识别和物种鉴定。如

为确定入境口岸拦截的变叶木上缨翅目蓟马科的

Leucothrips是否对美国农业构成入侵威胁，Skarlin-

sky等（2017）采集美国不同地点和不同宿主的蓟马

科Leucothrips成虫和幼虫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采集

到的成虫间无形态差异，形态学分析鉴定为蓟马科

昆虫L. furcatus，但采集的幼虫形态差异明显，经线

粒体COI基因和rRNA验证，发现该样本分成2组，第

一组仅由幼虫构成，与第二组存在明显遗传差异，第

二组样本由幼虫和成虫组成，遗传分化较低且形态

高度相似，表明它们构成单一物种，而两组幼虫在形

态上的不同和遗传上的差异，表明其可能存在另一

种隐蔽物种。Syromyatnikov等（2017）发现形态鉴

定不易区分扁盾蝽属物种，因此采用COI基因序列

对4种扁盾蝽属有害物种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序列

能准确鉴定麦扁盾蝽（Eurygaster integriceps），并开

发了能快速鉴定麦扁盾蝽的 PCR - RFLP 方法。

Mackenzie等（2018）采用COI基因序列检测田间常见

蚜种中具有抑制马铃薯Y病毒（PVY）传播杀虫剂的

特定抗性突变基因的频率，结果表明，在田间采集的

45种蚜虫中至少有17种蚜种被认为是PVY的载体，

其中，桃蚜是所有检测蚜种中对杀虫剂抗性突变频

率最高的物种，是PVY和马铃薯卷叶病毒（PLRV）中

最有效的载体物种。【本研究切入点】湖北省是我国

南方小麦主产省份，在全国小麦生产中占有重要地

位。近年来，由于化学农药的不合理使用，致使麦蚜

抗性水平不断增强。因此，如何通过现代生物技术

与传统化学防治相结合，对田间麦蚜物种进行有效

鉴定及合理利用化学农药和田间综合治理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目前，基于COI基因序列对田间常见

麦蚜蚜种进行分析鉴定的研究报道较少。【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对湖北省武汉地区常见麦蚜种类的COI

基因序列片段进行扩增及测序，分析不同麦蚜的遗

传特征，探讨COI基因序列作为田间常见麦蚜蚜种

分子鉴定标记的可行性，为田间麦蚜的有效识别和

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禾谷缢管蚜（RP）和麦长管蚜（SA）样品

于2017年5月采自湖北省武汉市周边麦田内；麦二叉

蚜（SG）为2017年9月采自田间，之后室内采用瑞华

HP300G型智能光照培养箱中传代培养。所有样

本于-20 ℃保存备用。此外，为进行相关物种间的

比较分析，从NCBI下载3种麦蚜的16条COI基因序列

及取食小麦的其他3种害虫的COI基因序列进行分

析，序列信息见表1。

1. 2 样本DNA提取、PCR扩增及测序

参照萨姆布鲁克和拉塞尔（2002）、杨子祥等

（2006）的方法，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DNA。

利用Foottit等（2008）的引物LepF：5'-ATTCAACCA

ATCATAAAGATATTGG - 3'/LepR：5' - TAAACTTCT

GGATGTCCAAAAAATCA-3'（由北京六合华大基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扩增COI基因。扩增程序：

94 ℃预变性3 min；94 ℃ 50 s，45~50 ℃每升1 ℃循

环5次，50 ℃循环10次，退火1 min，72 ℃ 1.5 min，进

行30个循环；72 ℃延伸10 min。将扩增产物送至武

汉艾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纯化和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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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数据分析

对所得COI基因序列采用ClustalX ver.1.83进行

多重比对（Thompson et al.，1997），包括NCBI下载3

种麦蚜的16条COI基因序列及3条取食小麦的其他

害虫（麦红吸浆虫、大青叶蝉和小麦皮蓟马）的COI

基因序列（表1），识别COI基因序列后进行不同物种

间序列比对分析。利用MEGA 7.0分析3种麦蚜COI

基因的序列特征、碱基组成及序列变异情况（Kumar

et al.，2016），计算所有序列间的遗传距离，采用邻

接法（Neighbour-joining）构建不同麦蚜蚜种间的系

统发育进化树，替代模型为Kimura双参数法（Kimu-

ra-2-parameter），聚类树分支的置信度选择重复1000

次自引导法（Bootstrap analysis）。

2 结果与分析

2. 1 麦蚜COI基因片段的核苷酸组成

对麦蚜的线粒体COI基因序列进行多重比对，

得到长度为669 bp的COI基因片段，该片段中未发现

碱基插入或缺失。测序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位点

中，保守位点有589个（88%）、变异位点80个（12%）。

3种麦蚜的碱基平均含量分别为T=40.9%、C=13.9%、

A=34.5%和G=10.7%。碱基A+T含量为75.4%，其中

第3位点A+T含量为94.1%。碱基C和G的总含量低

于碱基A和T的总含量，其中含量最低的碱基为G，但

不同麦蚜蚜种间的碱基组成无显著差异（P>0.05）。

碱基替换分析结果表明，有615个一致位，29个位点

发生了碱基转换，25个位点发生颠换，转换主要发生

在T~C之间，颠换主要发生在T~A之间，碱基变异均

匀地分布于该序列的各区域。

2. 2 不同麦蚜COI基因序列的遗传结构

对不同麦蚜COI基因序列间的遗传距离进行分

析，结果（表2）表明，3种麦蚜COI基因序列间的群

体内遗传距离较低，均低于0.010，而所有麦蚜COI基

因序列间的平均遗传距离为0.084。种间遗传距离

约是种内遗传距离的10倍，种间遗传距离差异显著

（P<0.05），而种内差异较小。

2. 3 不同麦蚜COI基因序列的聚类分析结果

基于COI基因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

1）显示，蚜科的3个种聚成一支，其他的麦类害虫各

聚成不同的分支；蚜科物种聚成独立的一支后，又形

成3个独立分支，分属于蚜科的3种麦蚜，即麦二叉

蚜、禾谷缢管蚜和麦长管蚜。3种麦蚜的不同个体各

自聚类形成相对独立的分支，且节点支持率较高。

3 讨论

对于小型昆虫蚜虫物种而言，其在不同季节、

不同地点和宿主均存在多种生物型、颜色变种和隐

存种的可能（Rebijith et al.，2013）。Duan等（2017）

研究了禾谷缢管蚜种群生命周期与遗传多态性的关

麦二叉蚜 S. graminum
禾谷缢管蚜 R. padi
麦长管蚜 S. avenae

麦二叉蚜
S. graminum

0.008
0.074*
0.089*

禾谷缢管蚜
R. padi

0.009
0.090*

麦长管蚜
S. avenae

0.004

昆虫科 Family
蚜科 Aphidinae

瘿蚊科 Cecidomyiidae
叶蝉科 Cicadellidae
管蓟马科 Phlaeothripidae

物种 Species
麦二叉蚜 S. graminum

禾谷缢管蚜 R. padi

麦长管蚜 S. avenae

麦红吸浆虫 Sitodiplosis mosellana
大青叶蝉 Cicadella viridis

小麦皮蓟马 Haplothrips tritici

序列号 Serial number
KR037682
EU701899
KR041988
MG165907
HQ979401
JX844386
KF639626
KM438523
MG521380
KC286717
EU701907
FN868603
MF830119
KR579453
MF837815
MG164365
KM991223
MF716879
EF468726

表 1 样本信息及NCBI下载物种的COI基因序列信息
Table 1 The sample information and the COI gene sequence of the samples and species downloaded from NCBI

表 2 不同麦蚜种内遗传距离与种间遗传距离
Table 2 The intraspecific genetic distance and interspecific ge-
netic distance among different wheat aphids

*表示差异显著（P<0.05）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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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果表明，具有相同生殖方式的禾谷缢管蚜种群

表现出相似的遗传结构，而生殖方式不同的群体间

遗传差异显著。这些差异将增加形态学鉴定的难

度，且消耗大量的鉴定时间和精力。DNA条形码技

术为小型昆虫的快速鉴定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表

明，COI基因序列作为条形码可有效识别和鉴定不

同的昆虫物种（Hebert et al.，2003a；Syromyatnikov

et al.，2017），同时可检查不同地理种群的差异。Xu

等（2011）扩增了17个地区麦长管蚜种群的线粒体

COI基因序列，结果显示，我国北方麦长管蚜种群的

遗传多样性高于华南种群，季节对寄主植物的影响

可能增强了北方种群的遗传多态性水平。

COI基因为线粒体内的蛋白质编码基因。在本

研究中，3种麦蚜的COI基因序列与其他昆虫线粒体

DNA序列组成具有相似的特点，COI基因序列中的

碱基组成表现出明显的碱基偏倚性（Jermiin and

Crozier，1994），序列中未发现碱基缺失或插入现象，

可能与COI基因为线粒体蛋白质编码基因满足功能

上的需要和三联体密码子结构的限制有关（Hebert

et al.，2003b）。在蚜科中，已采用COI基因序列片段

作为DNA条形码对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蚜虫进行

快速而准确的鉴定。汪珍春等（2013）研究表明，采

用DNA条形码快速鉴定常见花卉蚜种具有可行性。

温娟等（2013）基于COI基因序列对北京蔷薇科植物

上的9属12种蚜虫进行DNA条形码分析，结果显示

北京蔷薇科花卉蚜种有83%能通过DNA条形码进行

有效区分。Coeur d'acier等（2014）为274种欧洲蚜种

构建了DNA条形码数据库，其可对欧洲蚜种进行

无偏差分类，简化了80%用于物种鉴定的消耗。Lee

等（2015）采用COI基因序列对寄生于同种沙棘植物

上形态相似的3种蚜种进行有效区分，并鉴定出一个

隐种。

种间和种内遗传距离间的差异程度是COI基因

序列作为DNA条形码进行物种鉴定的关键（Aliaba-

dian et al.，2009），在DNA条形码研究中物种划分的

参考值为0.02（腔肠动物门除外）（Hebert et al.，

2003b）。本研究中武汉市常见麦蚜物种内COI基因

的遗传距离差异均低于0.010，且与种间遗传距离的

差距在10倍左右，表明该基因序列适用于麦蚜蚜种

间的鉴定（Hebert et al.，2003a，2004；Meyer and Pau-

lay，2005）。Shufran和Puterka（2011）采用基于COI基

因条形码检验了美国谷物作物上的蚜虫，发现该序

图 1 基于麦蚜COI基因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1 Phylogenetic tree of wheat aphid species based on the COI gene sequence

禾谷缢管蚜
（R. padi）

麦二叉蚜
（S. graminum）

麦长管蚜
（S. avenae）

蚜科

KM991223 麦红吸浆虫（S. mosellana）

MF716879 大青叶蝉（C. viridis）

EF468726 小麦皮蓟马（H. tritici）

瘿蚊科

叶蝉科

管蓟马科

HQ979401

MG521380

KM438523

KC286717

KF639626

RP

JX844386

MG165907

SG

EU701899

KR037682

KR041988

SA

EU701907

MF830119

MF837815

FN868603

KR579453

MG164365

100

86

100 99

10066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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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可成功鉴定8种全周期型蚜虫和2种常见谷物蚜

虫。本研究以COI基因序列构建麦蚜系统发育进行

树，结果显示，蚜科聚成独立的一支，之后又形成3个

分支，分属于蚜科的3种麦蚜，麦二叉蚜、禾谷缢管蚜

和麦长管蚜个体各自聚类形成相对独立的分支，其

他物种也各自聚成独立的分支，物种间界限明晰，分

支节点支持率较高，说明麦蚜的COI基因序列分子

鉴定与常规分类结果一致，表明该基因对武汉市常

见麦蚜物种的鉴定可行。因此，可通过COI基因鉴

定技术与传统分类结合的方法，对田间麦蚜物种和

其他麦类害虫进行有效鉴定。

4 结论

3种麦蚜的分子鉴定与应用形态学方法分类的

结果一致，表明采用COI基因序列可对武汉地区常

见麦蚜进行有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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