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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纹夜蛾普通气味结合蛋白基因SlitGOBP2
的时空表达分析

郭晓洁，陈炳翰，杨云惠，申建梅*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农业与生物学院，广州 510225）

摘要：【目的】分析斜纹夜蛾普通气味结合蛋白（GOBP）基因（SlitGOBP2）的时空表达模式，为深入研究Slit-

GOBP2蛋白在斜纹夜蛾生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功能提供参考。【方法】以斜纹夜蛾为试验材料，分别收集并提取斜纹

夜蛾卵、1~6龄幼虫、蛹共8个不同发育时期和雌、雄成虫触角、喙、胸、前足、中足、后足、腹部、翅膀共16个不同组织的

RNA；以斜纹夜蛾Actin为内参基因，采用半定量RT-PCR分别对SlitGOBP2基因在雌、雄虫不同组织及不同发育阶段

的基因表达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雌、雄虫的触角、喙、胸、前足、中足、后足、腹部和翅

膀各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在雌、雄虫触角中的表达水平均最高，在雌虫的喙、前足、后足和翅膀次之且明显高于雄虫

的相应部位；雌、雄虫胸部和腹部的表达水平基本相同；而雌虫在中足的表达水平略低于雄虫。SlitGOBP2基因在斜纹

夜蛾1~4龄幼虫和蛹后期均有表达，且在1龄幼虫和蛹后期中表达量相对较高，而在卵期、5和6龄幼虫中不表达。【结

论】SlitGOBP2蛋白除具有取食、寻找寄主和产卵场所等基本功能外，雌虫可能还具有感受其他特殊信息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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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analysis of general odorant binding
proteins gene SlitGOBP2 from Spodoptera litura
GUO Xiao-jie，CHEN Bing-han，YANG Yun-Hui，SHEN Jian-mei*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y，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Guangzhou 510225，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patterns of odorant binding protein（GOBP）gene（SlitGOBP2）

in Spodoptera litura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which provided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SlitGOBP2 protein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 litura.【Method】In this study，8 different develop-

mental stages of S. litura including eggs，1st-6th instar larvae and pupa，and 16 different tissues including male and female

adult antennae，proboscis，thorax，forefoot，middle foot，hind foot，abdomen and wings were collected and used to ex-

tract RNA of these tissues. On the basis of this，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 of SlitGOBP2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

ges and different tissues of female and male S. litura were compared by semi-quantitative RT-PCR with Actin as the inter-

nal reference gene.【Result】The tissue expression pattern of SlitGOBP2 indicated that the SlitGOBP2 was expressed in the

antennae，proboscis，thorax，forefoot，middle foot，hind foot，abdomen and wing of male and female S. litura，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ntennae of male and female S. litura was higher than others.The expression in proboscis，forefoot，

hind foot and wing of female ranked the second and they were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tissues of male. The expres-

sion in thorax and abdomen of male and female was basically the same，but expression in middle foot of female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male. The gene SlitGOBP2 was expressed in the 1st-4th instar larva and pupa at late period of S. litura，

but not in egg，5th and 6th instar larva，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in the1st instar larva and pupa at late period was high.【Con-

clusion】In addition to basic functions such as feeding，finding host and spawning sites，SlitGOBP2 protein may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bind other specific pheromones from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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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斜纹夜蛾（Spodoptera litura）是危

害十字花科、茄科等双子叶植物的重要鳞翅目夜蛾

科害虫，尤其4龄斜纹夜蛾幼虫具有暴食性（张南等，

2016）。斜纹夜蛾繁殖力强，发生期长，具间歇性暴

发特点，一旦暴发会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目前，

斜纹夜蛾的防治主要采用化学方法，但随着化学农

药的过度滥用，斜纹夜蛾对多种化学药剂产生了

严重的抗药性（聂南生等，2007；桑松等，2013；

Armes et al.，2015），致使化学药剂的防治效果显著

下降，且由于害虫的抗药性势必使得农户增加用药

浓度和次数而影响蔬菜的绿色生产，因此，亟需寻找

一种绿色、环保的斜纹夜蛾防治方法。昆虫气味结

合蛋白（Odorant binding protein，OBP）可与气味分

子结合，完成昆虫嗅觉感受的第一个生化识别反应

（刘宏美等，2017；张治科等，2017），以斜纹夜蛾OBP

为靶标蛋白，研发高效斜纹夜蛾引诱剂和驱避剂对

其进行行为干扰从而实现害虫的有效控制，将是防

治斜纹夜蛾的一个创新途径。【前人研究进展】OBP

是一种低分子量水溶性蛋白（王晓双等，2017），均具

有6个α-螺旋和3对由6个保守的半胱氨酸两两配对

形成的二硫键（Archunan，2018）。OBP一般可分为

性信息素结合蛋白（Pheromone binding protein，

PBP）和普通气味结合蛋白（General odorant bin -

ding protein，GOBP）两类（Larter et al.，2016），但二

者感受识别的气味分子不同。其中，GOBP又分为

GOBP1和GOBP2两个亚组，且各亚组内的同源性很

高（金俊彦等，2014；杨安等，2018）。一般认为存在

于触角锥形感受器中的GOBPs主要用于对寄主食物

等环境信号分子的搜寻（Gu et al.，2013；Li et al.，

2016）。研究发现，存在于毛状感受器中的GOBPs也

可感受性信息素（Khuhro et al.，2017）。可见，昆虫

GOBP可识别、运输多种气味分子，其与昆虫的觅

食、交配、产卵等行为密切相关。早期文献报道OB-

Ps会在昆虫触角中特异表达（Zhao et al.，2018），近

年来研究发现OBPs并不仅仅在昆虫的触角中表达，

如AlinOBP11在苜蓿盲蝽（Adelphocoris lineolatus）

的足中特异表达（Gu et al.，2011）；HarmOBP18在棉

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雌虫翅膀中高表达（Li

et al.，2013）；MaltOBP2在松墨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雄虫头部的表达量最高，在触角中的表达

量最低（钱凯等，2015）；AcerOBP3在中华蜜蜂（Apis

cerana cerana）的足中高丰度表达（吉挺等，2014）。

OfurGOBP2基因仅在亚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

lis）雌、雄虫触角中等量表达，在喙、头（不包含触角

和喙）、胸、腹、翅、足等其他部位中不表达（程晓东

等，2011）。金丰良等（2008）应用半定量RT-PCR检

测了SlitGOBPⅡ在斜纹夜蛾触角、足、体壁、中肠的

表达情况，结果表明，SlitGOBPⅡ只在触角中表达，

在足、体壁和中肠中不表达。Liu等（2015）检测了

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雌、雄虫触角和除触角外

的雌、雄全虫共4个组织中的基因表达水平，结果发

现SlitGOBP2在斜纹夜蛾雌、雄虫触角中的表达量显

著高于除触角外的雌、雄全虫，且在雌、雄虫触角中

的表达量差异不显著。此外，有研究表明昆虫OBPs

基因在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也存在一定特异性。金

丰良等（2008）应用半定量RT-PCR检测了SlitGOBPⅡ

基因在斜纹夜蛾卵、幼虫、蛹和成虫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在卵、幼虫、蛹中未检测到SlitGOBPⅡ基因表

达，但在成虫中有高度表达；OfurGOBP2在亚洲玉米

螟幼虫期不表达，至蛹后期开始表达，且在3日龄成

虫中有较高的表达量（程晓东等，2011）；金俊彦等

（2014）研究表明，随着大螟（Sesamia inferens）龄期

的增加，SinfGOBP2基因的表达量逐渐升高。【本研

究切入点】目前，国内外研究仅有关于SlitGOBP2基

因在斜纹夜蛾个别组织和发育时期表达情况的报

道，尚无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更细致的组织和

发育时期中的表达模式的相关报道。【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对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不同组织及不同

发育时期进行详细分类，并采用半定量RT-PCR分析

SlitGOBP2基因在不同组织和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

情况，为深入研究SlitGOBP2蛋白的生理功能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昆虫：试验用斜纹夜蛾来自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昆虫实验室，由人工饲料饲养。饲养条件：温度

26~27 ℃，相对湿度75%~80%，光周期L∶D=16 h∶8 h。

主要试剂：RNA Kit I R6834和RNase-Free DN-

aseΙ购自广州飞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反转录试剂

PrimeScript RT和Ex Taq DNA聚合酶均购自TaRaKa

公司。

1. 2 斜纹夜蛾总RNA的提取和反转录

分别收集斜纹夜蛾的卵、1~6龄幼虫、蛹等8个

样品，并分别收集斜纹夜蛾雌、雄成虫的触角、喙、

胸、前足、中足、后足、腹部和翅膀等16个不同组织，

将样品在液氮中速冻后保存于-70 ℃冰箱中备用。

参照OMEGA公司提供的RNA提取试剂盒操作步骤

郭晓洁等：斜纹夜蛾普通气味结合蛋白基因SlitGOBP2的时空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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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斜纹夜蛾总RNA，RNA质量经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合格后，按照反转录试剂PrimeScript RT Kit说

明进行反转录，并贮存于-20 ℃冰箱备用。

1. 3 引物设计和cDNA扩增

根据已登录的斜纹夜蛾SlitGOBP2（GenBank登

录号EF159979）基因序列，应用Primer Premier 5.0设

计引物OBPF（5'-ATGACGTCGAAGTGTTGTTTGC

TG-3'）和OBPR（5'-TCAATACTTCTCCATTACAGC

TTCAATC-3'），用于SlitGOBP2基因扩增。选用斜纹

夜蛾肌动蛋白Actin基因（GenBank登录号KP331524）

为内参基因，设计引物ActinF（5'-ATCTGGCACAC

CTTCTACAACGA-3'）和ActinR（5'-TCACGCACG

ATTTCCCTCTCA-3'）用于内参基因的扩增。试验

中的引物均由广州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PCR反应体系（25.00 μL）：10×Ex Taq DNA聚

合酶反应缓冲液2.50 μL，dNTPs（2.5mmol /L）2.00

μL，上、下游引物各1.00 μL，Ex Taq DNA聚合酶

（5 U/μL）0.25 μL，cDNA模板1.00 μL，加灭菌ddH2O

至25.00 μL；扩增程序：94 ℃预变性3 min；94 ℃ 30 s，

55 ℃ 30 s，72 ℃ 1 min，进行35个循环；72 ℃延伸

10 min。取PCR产物5.00 μL用于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 1 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不同组织中的表达

分析结果

运用半定量RT-PCR对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

蛾雌、雄虫组织中的表达模式进行分析，结果（图1）

显示，SlitGOBP2基因扩增产物大小约616 bp，条带

单一且清晰，扩增特异性较高。SlitGOBP2基因在斜

纹夜蛾雌、雄虫触角、喙、胸部、前足、中足、后足、腹

部和翅膀中均有不同量的表达，其中在雌、雄虫触角

中表达水平最高，雌虫的喙、前足、后足和翅膀次之

且明显高于雄虫的相应部位；雌、雄虫胸部和腹部的

表达水平基本相同；而雌虫在中足的表达水平略低

于雄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616 bp

图 1 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不同组织的表达分析结果
Fig.1 Expression analysis of gene SlitGOBP2 in different tissue of S. litura

1：雌虫触角；2：雄虫触角；3：雌虫喙；4：雄虫喙；5：雌虫胸部；6：雄虫胸部；7：雌虫前足；8：雄虫前足；9：雌虫中足；10：雄虫中足；11：雌虫后足；
12：雄虫后足；13：雌虫腹部；14：雄虫腹部；15：雌虫翅膀；16：雄虫翅膀

1：Female antennae；2：Male antennae；3：Female proboscis；4：Male proboscis；5：Female thorax；6：Male thorax；7：Female fore legs；8：Male fore
legs；9：Female middle legs；10：Male middle legs；11：Female hind legs；12：Male hind legs；13：Female abdomens；14：Male abdomens；15：Female

wings；16：Male wings

2. 2 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雌、雄虫不同发育

时期的表达分析结果

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雌、雄虫不同发育

时期中的表达分析结果（图2）表明，SlitGOBP2基因

扩增片段大小与预期结果一致。SlitGOBP2基因在

斜纹夜蛾蛹期的表达水平稍高于1~4龄幼虫；在1~4

龄幼虫中的表达水平基本一致。由此可见，Slit-

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1~4龄幼虫和蛹期均可表

达，在斜纹夜蛾的卵期、5和6龄幼虫期基本不表达。

3 讨论

OBPs作为启动嗅觉生化反应的钥匙在昆虫的

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OBPs是一种亲水性的

酸性球状小分子蛋白（杨安等，2018），可通过与脂溶

性气味小分子结合而对气味分子进行运输（Leal，

2013）。OBPs作为载体，能感受识别并运输特定的

1 2 3 4 5 6 7 8

Actin

图 2 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分析结果
Fig.2 Expression analysis of gene SlitGOBP2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S. litura

1：卵；2：1龄幼虫；3：2龄幼虫；4：3龄幼虫；5：4龄幼虫；6：5龄幼虫；7：6龄幼虫；8：蛹
1：Egg；2：1st instar larva；3：2nd instar larva；4：3rd instar larva；5：4th instar larva；6：5th instar larva；7：6th instar larva；8：Pupa

384 bp

SlitGOBP2

616 bp

Actin384 bp

SlitGOB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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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分子穿过亲水性淋巴液，使之与气味受体

（Odorant receptor，OR）结合，并使OR的构象产生变

异，激活嗅觉感受系统，使昆虫做出规律性的行为反

应（Mukunda et al.，2014）。

大量研究表明，OBPs基因在昆虫不同发育时期

的表达具有一定特异性。中华蜜蜂AcerOBP14基因

在触角的表达量随发育时期的变化总体呈由低逐渐

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杜亚丽等，2016）。本研究

发现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不同发育阶段的表

达模式与AceOBP14类似，其在斜纹夜蛾1~4龄低龄

幼虫和蛹后期即将羽化阶段均有表达，而在卵期、

5和6龄幼虫期等取食量较少的发育时期基本不表

达。SlitGOBP2基因的这种发育表达模式暗示Slit-

GOBP2蛋白可能参与斜纹夜蛾取食、寻找产卵场所

和寄主定位等生命活动。

GOBP2不仅可感受识别如寄主植物挥发物等

环境中的气味分子，其对性信息素分子也具有很强

的结合能力（He et al.，2010；Zhang et al.，2014；

Liu et al.，2015）。一般认为表达于昆虫触角和其他

部位的OBPs既可识别信息素又可识别普通气味物

质（谷少华等，2010）。BcucOBP基因在瓜实蝇（Bac-

trocera cucurbitae）的触角、头（去除触角）、胸、翅、前

足、中足、后足、腹部和生殖节9个不同组织中均有表

达（申建梅等，2011）。本研究发现SlitGOBP2基因在

斜纹夜蛾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模式与BcucOBP基因的

表达模式相同，除了在斜纹夜蛾雌虫和雄虫的触角

中高度表达外，在雌、雄虫的喙、胸部、前足、中足、后

足、腹部和翅膀中均有表达，且除触角和中足外，

SlitGOBP2基因在雄虫各部位的表达量均低于雌虫

相应部位的表达量，与Liu等（2015）的研究结果一

致。SlitGOBP2基因在雌、雄性昆虫的差异表达模式

暗示SlitGOBP2蛋白除具有取食、寻找寄主和产卵场

所等功能外，雌虫可能还具有感受其他特殊信息素

的功能，对此本课题组将进行后续研究。

4 结论

斜纹夜蛾不同发育时期和不同组织的半定量

RT-PCR分析结果表明，SlitGOBP2基因在斜纹夜蛾

孵化后的1~4龄幼虫中均有表达，在5和6龄幼虫中不

表达，至蛹后期又开始表达。SlitGOBP2基因在斜纹

夜蛾的各组织中均有表达，且除触角和中足外，Slit-

GOBP2基因在雌虫各部位的表达量均高于雄虫相

应部位的表达量。该结果暗示SlitGOBP2蛋白除具

有取食、寻找寄主和产卵场所等基本功能外，雌虫可

能还具有感受其他特殊信息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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