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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蛾 Toll-6 基因的克隆及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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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 Toll-6 基因在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先天免疫中的功能，
对克隆鉴定的 Toll-6 基因序
列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Toll-6 基因的时空表达模式及微生物侵染响
应 模 式 ，体 外 验 证 其 在 微 生 物 结 合 、病 原 相 关 分 子 模 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PAMP）结合和细菌凝集等方面的功能。结果表明：Toll-6 基因全长 2 313 bp，编码 770 个氨基酸，预
测 Toll-6 蛋白具有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leucine-rich repeats，LRR）胞外区、跨膜区和 Toll/白介素-1
受体同源（Toll/interleukin-1 receptor homologous，TIR）胞内等典型 Toll 受体家族特征；Toll-6 基因在
不同发育阶段及不同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成虫期表达量最高，4 龄幼虫期次之，在 4 龄幼虫中肠表
达量最高；
此外，
苏云金芽胞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菌株 Bt8010 侵染小菜蛾 4 龄幼虫 6 h 后，
Toll-6
基因表达被显著抑制，而黏质沙雷氏菌 Serratia marcescens 菌株 SmPXG6 侵染小菜蛾 4 龄幼虫 12 h
时，Toll-6 基因表达被显著上调，18 h 后 Toll-6 基因表达被显著抑制；蛋白体外功能验证表明 Toll-6
蛋白不仅与细菌和真菌有直接结合能力，
还能与肽聚糖和脂多糖结合，
但不具备细菌凝集功能。表
明 Toll-6 蛋白可能作为模式识别受体直接识别并结合入侵病原微生物表面的 PAMP，启动小菜蛾对
入侵病原微生物的先天免疫防御，
且对不同微生物可能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
关键词：小菜蛾；Toll 受体；先天免疫；模式识别受体；基因表达；病原菌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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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issect the function of Toll-6 gene in the innate immunity of the diamond back
moth Plutella xylostella,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he cloned Toll-6 gene was performed, and the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pattern and microbial infection response pattern of Toll-6 gene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meanwhile, its functions in microbial binding, pathogen-associated mo‐
lecular pattern (PAMP) binding and bacterial agglutination were verified in vitr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ngth of Toll-6 gene was 2 313 bp, encoding 770 amino acid residues, and the amino acid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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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ce contained leucine-rich repeats (LRR) extracellular region rich in leucine repeats, transmembrane
region and Toll/interleukin-1 receptor homologous (TIR) intracellular region characterized by typical
Toll receptor family. Toll-6 gene was expressed during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with the highest
expression in adults, followed by the 4th-instar larvae, and in different tissues, with the highest expres‐
sion in the midgut of the 4th-instar larvae. In addition, when the 4th-instar larvae of P. xylostella were
infected with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train Bt8010 for six hours, Toll-6 gene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contrast, when the 4th-instar larvae of P. xylostella were infected with Serratia marcescens
strain SmPXG6 for 12 h, Toll-6 gene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but suppressed at 18 h
after infection.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tein in vitro demonstrated that Toll-6 protein could
bind to bacteria and fungi, as well as peptidoglycan and lipopolysaccharide, although it did not function
in bacterial agglutination. In conclusion, Toll-6 as a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PRR) might directly
recognize and bind to the PAMP, and initiate the innate immune defense against invasive pathogens in
P. xylostella, although the response mechanisms varied with different microbes.
Key words: Plutella xylostella; Toll receptor; innate immunity;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gene
expression; pathogen infection
免疫系统对昆虫防御细菌、真菌、病毒以及真核

2019）。在昆虫中，Toll 受体不仅可以作为跨膜受体

寄生虫等至关重要（Zhang et al.，2019），是昆虫生存

与活化的神经生长因子同源物 Spätzle 配体结合，激

和繁衍的前提与保障。昆虫不具备高等脊椎动物的

活胞内 Toll 信号通路，
调控抗菌肽的表达（Nie et al.，

获得性免疫系统，先天免疫系统是其抵御病原微生

2018），
而且昆虫 Toll 受体还能直接作为 PRR 与特定

物侵染的重要防御体系。Toll 通路是与先天免疫有

的 PAMP 结合，发挥免疫学功能（Nakamoto et al.，

关的主要信号通路之一，其响应真菌和革兰氏阳性

2012；
廖文丽等，
2017）。由于物种多样性、生存环境

细菌侵染的免疫防御中具有重要作用（Wang et al.，

的多态性，
昆虫的免疫功能也会发生物种分化，
具备

2018）。昆虫 Toll 受体是 Toll 通路中的关键效应因

种属的特异性，因此从昆虫 Toll 受体发挥免疫功能

子，能够识别胞外特异性配体并引发胞内信号通路

作用方式探究其诱导的免疫防御反应对于阐明昆虫

的级联反应，在维持 Toll 信号通路的正常免疫应答

Toll受体功能及其介导的免疫防御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及抵抗病原微生物入侵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廖

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是世界性害虫之一，
对

文丽等，2017）。阐明 Toll 受体的功能是理解昆虫

十字花科蔬菜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其抗药性高，
已对

Toll 信号通路以及相关免疫防御机制的基础。

包括 Bt 在内的所有专用杀虫剂均产生了抗性（徐艳

Toll 受体最早在果蝇中发现，并被鉴定为一种

聆等，2006；Furlong et al.，2013）。生物农药是未来

跨膜受体，
不仅参与机体发育，
而且参与对真菌和革

农药产业发展的趋势，但小菜蛾的免疫防御反应能

兰氏阳性细菌的免疫应答（Nicolas et al.，1996）。人

够降低或者延缓微生物农药的作用效率（彭露等，

体 内 鉴 定 出 10 个 Toll 样 受 体（Toll-like receptor，

2015）。因此，
从小菜蛾抵御入侵病原微生物的免疫

TLR），其作为典型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

防御系统——Toll 通路入手，探究 Toll 受体的免疫

tion receptor，PRR）与 特 定 病 原 相 关 分 子 模 式

应答机制对于生物农药的改良与新型生物农药的开

（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直接

发具有重要意义。Xia et al.（2015）通过比较基因组

结 合 ，进 而 诱 导 相 应 的 免 疫 防 御 响 应（Takeda &

学从小菜蛾基因组中鉴定到 9 个 Toll 受体基因；Lin

Akira，2005）。在甲壳类动物中，Toll 受体发挥免疫

et al.（2018）研究表明小菜蛾 Toll-9 和 Toll-10 基因参

功能的作用方式因物种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日本囊

与对细菌和真菌侵染的免疫应答，但关于 Toll-6 基

对虾 Marsupenaeus japonicas 的 Toll 受体与哺乳动

因在昆虫先天免疫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是否与

物 相 似 ，作 为 PRR 激 活 Toll 信 号 通 路（Sun et al.，

病原体直接结合的研究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通

2017）；日本沼虾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的 Toll

过克隆表达小菜蛾 Toll-6 基因探究其表达模式和免

受体既可作为 PRR 识别外源入侵物，又可作为细胞

疫防御响应，并在体外验证其在 PAMP 结合、微生物

因 子 受 体 与 活 化 的 内 源 性 配 体 结 合（Pan et al.，

结合及细菌凝集等方面的功能，以期为后续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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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GHP-9080 型隔水式恒温培养箱，上海一

定基础。

恒科技有限公司；JD-801 型凝胶成像仪，江苏省捷

1 材料与方法

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DYY-10C 型电泳仪，北京六

1.1 材料

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T6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一仪器厂；5331 型 PCR 仪、5810R 型高速冷冻离心

供试昆虫和菌株：供试小菜蛾为以人工饲料饲

计，上海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SP8 型激光共聚焦

养的小菜蛾 Bt 敏感品系 SLss，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显微镜，徕卡显微系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Syn‐

究所提供，于福建农林大学应用生态研究所人工气

ergy h1 型酶标仪，美国伯腾仪器有限公司；Nano‐

候室内饲养，人工气候室温度为（25±2）℃，相对湿

Drop 2000 型微量测定仪，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96

度为 70%~80%，光照周期为 16 L∶8 D，幼虫用人工

孔板，
美国 Bio-Rad 公司。

饲料饲喂，成虫用 10% 蜂蜜水饲喂。供试大肠杆菌

1.2 方法

Escherichia coli 菌 株 BL21、大 肠 杆 菌 感 受 态 细 胞

1.2.1 小菜蛾Toll-6基因的克隆

DH5α、含 pG-Tf2 质粒的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BL21

采用 Trizol 法提取 5 头小菜蛾 3 龄幼虫总 RNA，

（DE3）、毕赤酵母 Pichia pastoris、苏云金芽胞杆菌

采用微量测定仪检测 RNA 浓度与质量，1% 琼脂糖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菌 株 Bt8010、金 黄 葡 萄 球 菌

凝胶电泳检测 RNA 完整性。参照 FastKing 一步法

Staphylococcus aureus、肠杆菌 Enterobacter sp. 菌株

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合成 cDNA。根据小菜蛾基因

EbPXG5 和黏质沙雷氏菌 Serratia marcescens 菌株

组数据库 DMB-DB（ftp://iae.fafu.edu.cn/pub）提供的

SmPXG6，均由福建农林大学应用生态研究所保存

小菜蛾 Toll-6 基因序列（登录号为 PX004048），利用

并提供。

SnapeGene 3.2.1 软件设计特异性引物 Px004048-F

培养基：LB（Luria-Bertani）液体培养基成分为

（5'-ATGCTGCTAATACTACTTATGC-3'）/Px004048-

酵母抽提物 5 g、蛋白胨 10 g、氯化钠 10 g，去离子水

R（5'-TTATGCCAAAGACTCCGTTTC-3'），引 物 均

定容至 1 L；
LB 固体培养基为 LB 液体培养基中添加

委托福州尚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50 μL PCR

琼脂粉 15 g；酵母浸出粉胨葡萄糖培养基（yeast ex‐

反应体系：2×Phanta Max Buffer 25 μL、cDNA 模板

tract peptone dextrose medium，YPD）成分为酵母抽

2 μL、10 μmol/L 上下游引物各 2 μL、dNTP Mix 1 μL、

提物 10 g、蛋白胨 20 g、葡萄糖 20 g，去离子水定容

Phanta Max 高保真酶 1 μL、无核酸酶水 17 μL。PCR

至 1 L。

反应程序：95℃预变性 3.0 min；95℃变性 30 s，52℃

试剂：Trizol，美国 Invitrogen 公司；胶回收试剂

退火 30 s，72℃延伸 2.5 min，35 个循环；72℃再延伸

盒，瑞士 Omega 公司；Phanta Max 高保真酶（P505）、

5.0 min。将 PCR 产物电泳后切胶回收，连接 PESI

2×Phanta Max Buffer 等 PCR 试剂，南京诺唯赞生物

载体后转化到感受态细胞 DH5α 中，筛选含有 pESI-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OPO-Blunt 平末端克隆试剂盒

Toll-6 质粒的阳性菌株送至上海铂尚生物技术有限

（含 PESI 载体）、牛血清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

公司测序。利用 SnapGene 3.2.1 软件将测序所得序

BSA）、兔抗 His-tag 多克隆抗体，上海翊圣生物科技

列 与 DMB-DB 数 据 库 中 小 菜 蛾 Toll-6 序 列 进 行

有限公司；RNA 提取试剂盒、GoTaq qPCR Master

BLAST 比对，将序列结果正确的菌液按 1∶1 体积比

Mix、CXR 参比染料等荧光定量试剂，美国 Promega

与 50% 甘油混合，
标记后于-80℃冰箱中保存备用。

公司；FastKing 一步法反转录试剂盒、质粒小提试剂

1.2.2 小菜蛾Toll-6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

盒，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pET-28b 载体，

利用 ESPript 3.0 在线软件（http://espript.ibcp.fr/

重庆优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ot Ⅰ、T4 DNA Li‐

ESPript/ESPript/）分析 Toll-6 蛋白的保守结构域。利

gase，日 本 TaKaRa 公 司 ；Nco I，美 国 NEB 公 司 ；

用 Expasy Translate 在线软件（https://web.expasy.org/

Western 半干法转膜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

translate/）翻译小菜蛾 Toll-6 基因的核酸序列，获得

司；HRP-羊抗兔抗体，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

相应氨基酸序列。利用 SingnalP 5.0 信号肽预测工

司；4% 多聚甲醛、TMB 单组分显色液、终止液、异硫

具（http://www. cbs. dtu. dk/services/SignalP/）预 测

氰 酸 荧 光 素 酯（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isomer，

Toll-6 蛋白的信号肽。利用 SMART 在线软件（http:

FITC）、50 mL DS0150 型 Ni 亲和层析柱，北京索莱

//smart.embl-heidelberg.de/）分析小菜蛾 Toll-6 蛋白

宝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的结构域。使用 ExPASy ProtParam（https://web.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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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y.org/cgi-bin/protparam/protparam）在线软件预测

10 min 收集菌体，用无菌水清洗 3 次，将最后收集的

小菜蛾 Toll-6 蛋白的分子量和等电点。利用 MEGA

菌体用无菌水稀释，获得终浓度为 5.3×108 个/mL 的

10.0.5 软件，采用邻接法构建小菜蛾 Toll-6 蛋白氨基

菌液。

酸序列的系统发育树，
使用 1 000 次重复的自举抽样

带菌饲料的配制：将无菌饲料装到 250 mL 锥形

法 评 估 系 统 发 育 树 分 支 的 可 靠 性（Kumar et al.，

瓶中，
置于微波炉中融化，
待冷却至 60℃时加入 2 mL

2018）。

无菌维生素混合液，
振荡混匀，
待温度冷却至瓶身触

1.2.3 小菜蛾各发育阶段及各组织中Toll-6表达分析

手不烫时，分别加入终浓度为 5.3×108 个/mL 的苏云

小菜蛾各发育阶段及各组织的样本采集：分别

金 芽 胞 杆 菌 菌 株 Bt8010 和 黏 质 沙 雷 氏 菌 菌 株

收集小菜蛾卵 200 粒、1 龄幼虫 50 头、2 龄幼虫 30 头、

SmPXG6 菌液，振荡均匀后，倒入 90 mm 培养皿内，

3 龄幼虫 10 头及 4 龄幼虫、蛹和成虫各 2 头，于-80℃

晾干后置于 4℃冰箱中保存备用，以加入同体积无

冰箱中保存备用，每个发育阶段重复 3 次。分别收

菌水的无菌饲料为对照。

集 30 头小菜蛾 4 龄幼虫的中肠、脂肪体和血淋巴组
织，
于-80℃冰箱中保存备用，
每个组织重复 3 次。

将 2 种带菌饲料和对照切成 1 cm×1 cm×1 cm
的饲料块。随机选取生长一致的小菜蛾 3 龄末幼虫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按照 RNA 提取试剂

50 头置于养虫盒内，饥饿 4 h 后分别用 3 种饲料块饲

盒说明书提取小菜蛾不同发育阶段和不同组织样本

喂，
处理 0、6、12、18、24 h 后，
每个处理随机选择小菜

的 RNA，按照 FastKing 一步法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

蛾 4 龄幼虫 3 头，液氮处理后于-80℃冰箱中保存备

合成 cDNA。利用 Oligo 7 软件在线设计特异性引

用。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样品中 Toll-6

物 Toll-6-qPCR-F（5'-CTGGCGGATTACAGGCAA-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反应体系及程序同 1.2.3，每个

ATC-3'）/Toll-6-qPCR-R （5'-GAGCTAGACACACC-

处理重复 3 次。此外，处理 0 h 与 12 h 时，每个处理

ATGAGAACAAC-3'），以 小 菜 蛾 核 糖 体 蛋 白 基 因

随机选取 30 头小菜蛾 4 龄幼虫进行中肠解剖，将其

PxylRPL32（GenBank 登录号为 AB180441）为内参基

置于组织 RNA 稳定保存液中，于-80℃冰箱中保存

因 ，并 以 PxylRPL32-F（5'-CAATCAGGCCAATTT

备用，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样品中 Toll-

ACCGC-3'）/PxylRPL32-R （5'-CTGGGTTTACGCC-

6 基因的表达，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体系及程序

AGTTACG-3'）
（Bautista et al.，
2009）为内参引物进行

同 1.2.3，
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实时荧光定量 PCR。20 μL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

1.2.5 小菜蛾Toll-6重组蛋白的表达和纯化

体 系 ：cDNA 模 板 1 μL、10 μmol/L 上 下 游 引 物 各

重组表达载体的构建：在获得的小菜蛾 Toll-6

0.4 μL、无 核 酸 酶 水 7.05 μL、GoTaq qPCR Master

基因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ORF）的基础

Mix 10 μL、CXR 参比染料 0.15 μL。反应程序：95℃

上设计 1 对带有 Nco Ⅰ和 Not Ⅰ酶切位点的小菜蛾

预变性 10 min；
95℃变性 15 s，60℃退火 30 s，熔解温

Toll-6 基 因 成 熟 肽 特 异 性 引 物 Toll6-ORF-F（5'-CA

度 60℃，
40 个循环。每个样品 3 个生物学重复，
采用

TGCCATGGGTAGTGGGGGTTTACACC-3'）/Toll6-

®

−ΔΔCT

2

方法进行相对表达量分析（Livak & Schmitt‐

ORF-R （5'-ATTTGCGGCCGCTGCCAAAGACTC-

gen，
2001）。

3'）。将扩增片段连接到 pET-28b 载体上，重组质粒

1.2.4 小菜蛾Toll-6对不同微生物侵染的响应试验

pET28b-Toll-6 经热激转化转入到含 pG-Tf2 质粒的

无菌饲料的配制：
称取麦胚粉7.5 g、
酵母粉4.0 g、

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BL21（DE3）中，构建重组工程

蔗糖 2.0 g、萝卜籽 0.6 g、琼脂 1.2 g，倒入 250 mL 锥

菌，筛选阳性克隆的菌液 PCR 产物送至上海铂尚生

形 瓶 中 ，加 入 200 µL 菜 籽 油 、1 滴 亚 油 酸 、50 mL

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利用 SnapGene 3.2.1 软件将

ddH2O，玻璃棒搅拌均匀，115℃灭菌 30 min。待冷

所 测 序 列 与 小 菜 蛾 Toll-6 基 因 的 克 隆 序 列 进 行

却至 60℃，置于超净工作台内加入 2 mL 无菌维生

BLAST 比对，对序列结果正确的菌液进行诱导表

素混合液，摇晃均匀后，倒入 90 mm 培养皿内，晾干

达。菌液 PCR 反应体系：菌液 1 μL、10 μmol/L T7 通

后置于 4℃冰箱中保存备用。

用 上 下 游 引 物 各 1 μ L、2×Hieff PCR Master Mix

菌液制备：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 和黏质

12.5 μL、无核酸酶水 9.5 μL。PCR 反应程序：95℃

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 按照 1∶100 的接种量接种到

预变性 3.0 min；95℃变性 30 s，52℃退火 30 s，72℃

LB 液体培养基中，分别置于 30℃和 37℃恒温摇床

延伸 2.5 min，
20 个循环；
72℃再延伸 5 min。

培养箱中180 r/min过夜培养，
6 000 r/min条件下离心

重 组 蛋 白 的 诱 导 表 达 ：取 成 功 转 化 pET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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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l-6 质粒的含 pG-Tf2 质粒的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夜培养，其他菌株均于 37℃、180 r/min 条件下在 LB

BL21（DE3），按照 1∶100 的体积比分别接种到含有

液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次日将 6 种菌株培养液按

50 µg/mL 卡那霉素、5 µg/mL 四环素和 20 µg/mL 氯

1∶100 的体积比分别转接到 100 mL 新 LB 液体培养

霉素的 100 mL LB 液体培养基中，振荡培养至吸光

基中，培养至吸光度 OD600 nm 为 1.0 时，取 200 μL 菌液

度 OD600 nm 在 0.6~0.8 之间，分别加入浓度为 0.1、0.5

洗涤 2 次，用 4% 多聚甲醛 80 μL 固定 40 min，200 μL

和 1 mmol/L 的异丙基硫代半乳糖苷（isopropyl β-D-

三乙醇胺缓冲盐（tris buffered saline，TBS）水溶液重

thiogalactoside，IPTG），于 16℃、130 r/min 条件下诱

悬菌体，加入 15 μg 已纯化的小菜蛾 Toll-6 蛋白，以

导过夜，以成功转化 pET-28b 质粒的含 pG-Tf2 质粒

加入 15 μg BSA 为对照，孵育 1 h，TBS 洗涤 3 次，用

的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BL21（DE3）为对照。9 000 r/min

7% SDS 强力振荡 1 min 洗脱蛋白，对每个处理的结

离心弃上清液，收集菌液，用 100 mL 1×Tris-HCl 清

合孵育液与洗脱液分别进行 SDS-PAGE 与 Western

洗菌体，1×Buffer A 在 50 mL 离心管中重悬菌体，超

Blot 验证。

声破碎 30 min，高速离心 45 min，取上清液和沉淀分

小菜蛾 Toll-6 蛋白与 PAMP 的结合试验：分别

别进行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o‐

将浓度均为 0.5 mg/mL 的肽聚糖和脂多糖溶液超声

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

破碎 10 min，每种糖溶液各取 50 μL 转移至 96 孔板

sis，SDS-PAGE）检测，确定小菜蛾 Toll-6 蛋白表达量

中，
于37℃下蒸干酶标板水分，
于60℃烘箱烘烤30 min，

最高时的 IPTG 浓度，剩余样品于-20℃冰箱中保存

每孔加入 1 mg/mL BSA 200 μL，于 37℃培养箱封闭

备用。取成功转化 pET28b-Toll-6 质粒的含 pG-Tf2

2 h，随后分别加入浓度为 0、5、10、20 和 40 μg /mL 的

质粒的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BL21（DE3）中，按照 1∶

蛋白溶液 50 μL，孵育 3 h；每孔用 TBS 洗涤 3 次，使

100 的体积比分别接种到含有 50 µg/mL 卡那霉素、

用 3% BSA 按 1∶4 000 的体积比稀释兔抗 His-tag 多

5 µg/mL 四环素和 20 µg/mL 氯霉素的 8 瓶 1 L 的 LB

克隆抗体，加入稀释后的兔抗 His-tag 多克隆抗体

液体培养基中，加入小菜蛾 Toll-6 蛋白表达量最高

100 μL，于 37℃孵育 1 h，使用 1×TBS 按 1∶10 000 的

时的 IPTG 浓度，于 16℃、130 r/min 条件下诱导表达

体积比稀释 HRP-羊抗兔抗体，加入稀释后的 HRP-

24 h。

羊抗兔抗体 100 μL，于 37℃孵育 1 h；TBS 洗涤 3 次，

重组蛋白的纯化：
取诱导表达的菌液以9 000 r/min

用 100 μL TMB 单组分显色液进行显色，30 min 内读

离 心 ，弃 上 清 液 ，用 100 mL 1×Tris-HCl 清 洗 菌 体

取波长为 450 nm 处的吸光度 OD450 nm。因吸光度与

3 次，用 1×Buffer A 将菌体重悬，重悬后倒入 50 mL

吸 光 物 质 的 量 呈 正 比 ，所 以 波 长 为 450 nm 处 的

离心管中，冰浴条件下超声破碎 30 min，取超声破碎

OD450 nm 越高，表明与 Toll-6 蛋白结合的 PAMP 含量

的样品于 4℃、12 000 r/min 条件下离心 45 min，收集

越多。

上清液于-20℃冰箱中保存备用。取上清液至 Ni 亲

小菜蛾 Toll-6 蛋白的细菌凝集试验：将苏云金

和层析柱，分别用含有 20 mmol/L 和 50 mmol/L 咪唑

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 于 30℃、180 r/min 条件下在

的 1×Buffer B 洗去杂蛋白；用含有 150 mmol/L 腺嘌

LB 液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大肠杆菌菌株 BL21、金

呤 核 苷 三 磷 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的 1×

黄葡萄球菌和肠杆菌菌株分别于 37℃、180 r/min 条

Buffer B 洗去分子伴侣；用含有 50 mmol/L 咪唑的

件下在 LB 液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次日将菌株培

1×Buffer B 20 mL洗去残留的ATP；
用含有200 mmol/L

养液按 1∶100 的体积比转接到 100 mL 的新 LB 液体

咪唑的 1×Buffer B 20 mL 收集目的蛋白，将收集到

培养基中，培养至吸光度 OD600 nm 为 1.0 时，用 TBS 洗

的纯化蛋白用 12% SDS-PAGE 进行检测。

涤 2 次 ，用 20 μL TBS 重 悬 菌 体 并 加 入 等 体 积 的

1.2.6 小菜蛾Toll-6蛋白的功能验证

10 mg/mL FITC，
孵育1 h，
用 4%多聚甲醛固定50 min，

小菜蛾 Toll-6 蛋白与微生物的结合试验：选取

TBS 洗涤后取 35 μL 菌液，加入 15 μg 小菜蛾 Toll-6

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毕赤酵母、大肠杆菌

蛋白，以分别加入 100 μL TBS 和 15 μg BSA 为阴性

菌株 BL21、金黄葡萄球菌、肠杆菌菌株 EbPXG5 和

对照，
菌液均用 TBS 定容至 135 μL，
孵育 1 h，
于荧光

黏质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 六种微生物进行结合

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试验。其中，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 于 30℃、

1.3 数据分析

180 r/min 条件下在 LB 液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毕
赤酵母于 37℃、180 r/min 条件下在 YPD 培养基中过

使用 SPSS 21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最小显著差数（LSD）法对小菜蛾不同发育时期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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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组织中 Toll-6 基因的表达量及 Toll-6 蛋白的

码 770 个氨基酸，预测 Toll-6 蛋白的等电点和分子量

结合能力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分别为 6.04 和 87.5 kD。多序列比对和 SMART 软件

验法对不同处理之间小菜蛾 Toll-6 基因的表达量进

分析表明该氨基酸序列包含 1 个由 1~16 位氨基酸

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组成的信号肽、1 个跨膜结构域和 1 个 Toll/白介素-1

2 结果与分析

受 体 同 源（Toll/interleukin-1 receptor homologous，

2.1 小菜蛾Toll-6基因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repeats，LRR）结构域以及 1 个典型富含 LRR 亚家族

TIR）结构域、3 个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leucine-rich

通过 PCR 克隆得到小菜蛾的 Toll-6 基因序列

结构域，
属于保守型序列（图 1）。

（GenBank 登录号为 MW446554），全长 2 313 bp，编

蓝色上划线：信号肽；绿色上划线：跨膜结构域；黄色上划线：TIR 结构域；黑色背景：完全保守碱基；框线：部分保守区
域；……：空位。PxToll-6、BmToll-6、DwToll-6、MsToll-6 和 HkToll-6：小菜蛾、家蚕、柳果蝇、烟草天蛾和海波斯莫科
马 属 蛾 的 Toll-6。 Blue overline: signal peptide; green overline: transmembrane region; yellow overline: TIR domain; black
background: completely conserved residues; frame lines: partially concerved regions; ellipsis: gaps. PxToll-6, BmToll-6, Dw‐
Toll-6, MsToll-6 and HkToll-6: Toll-6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Bombyx mori, Drosophila willistoni, Manduca sexta and Hypos‐
mocoma kahamanoa, respectively.
图 1 小菜蛾 Toll-6 蛋白与其他昆虫 Toll 蛋白氨基酸序列的比对
Fig. 1 Amino acid sequence alignment of Toll-6 proteins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and other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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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鳞翅目昆虫中小菜蛾 Toll-6 与棉花大蓑蛾 Eu‐
meta variegata Toll-6 的亲缘关系最近（图 2）。

中鳞翅目与双翅目昆虫的 Toll 受体亲缘关系较近，

图 2 基于 Toll 蛋白氨基酸序列构建小菜蛾与其他昆虫的系统发育树
Fig. 2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oll proteins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and related insect species based on amino acid sequences

2.2 小菜蛾各发育阶段及各组织中Toll-6的表达

之（图 3-A）。Toll-6 基因在小菜蛾 4 龄幼虫中肠、血

Toll-6 基因在小菜蛾各发育阶段均有表达，
但在

淋巴和脂肪体中均有表达，但在中肠中的相对表达

不同发育阶段，其相对表达量之间差异显著（P<

量显著高于在血淋巴和脂肪体中的相对表达量（P<

0.05），其中在成虫期相对表达量最高，4 龄幼虫期次

0.05，
图 3-B）。

图 3 Toll-6 基因在小菜蛾不同发育阶段（A）及不同组织中（B）的相对表达量
Fig. 3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oll-6 gen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A) and in different tissues (B) of Plutella xylostella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LSD 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using LS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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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但从 18 h 开始，Toll-6 基因表达被显著抑

饲喂含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 饲料 6 h

制（P<0.05，图 4-B）。饲喂含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时，小菜蛾 4 龄幼虫体内 Toll-6 基因表达被显著抑制

Bt8010 饲料 12 h 时，小菜蛾 4 龄幼虫中肠中 Toll-6

（P<0.05），随后在饲喂 12 h 和 18 h 时，其相对表达量

基因表达被显著抑制（P<0.05，图 5-A）；饲喂含黏质

继续降低，且与对照之间差异显著（P<0.05），在饲喂

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 饲料后，小菜蛾 4 龄幼虫中

24 h 时，其相对表达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图 4-A）；

肠中 Toll-6 基因相对表达量与对照之间无显著差异

饲喂含黏质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 饲料 12 h 时，小

（图 5-B）。

菜蛾 4 龄幼虫体内 Toll-6 基因表达被诱导显著上调

CK：饲喂无菌饲料。CK: Plutella xylostella larvae fed without bacteria.
图 4 小菜蛾 4 龄幼虫体内 Toll-6 基因对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A）和黏质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B）侵染的响应
Fig. 4 Response of Toll-6 in the 4th-instar larvae of Plutella xylostella to the infection of Bt8010 strain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
and SmPXG6 strain of Serra marcescens (B)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表示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法检验在 P<0.05 或 P<0.01 水平差异显著；n.s 表示无显著差异。
Data are mean±SD. *, **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or P<0.01 level by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n.s indicate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CK：饲喂无菌饲料。CK: Plutella xylostella larvae fed without bacteria.
图 5 小菜蛾 4 龄幼虫中肠中 Toll-6 基因对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A）和黏质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 侵染（B）的响应
Fig. 5 Response of Toll-6 gene in the midgut of the 4th-instar larvae of Plutella xylostella to the infection of Bt8010 strain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 and SmPXG6 strain of Serra marcescens (B)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表示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法检验在 P<0.01 水平差异显著；n.s 表示无显著差异。Data are
mean±SD.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1 level by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n.s indicat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2.4 小菜蛾Toll-6蛋白表达和纯化
经 0.1、0.5 和 1.0 mmol/L 浓度 IPTG 诱导表达，

可溶性蛋白，沉淀中存在包涵体，小菜蛾 Toll-6 蛋白
在 0.5 mmol/L 浓度 IPTG 下表达量最高（图 6-A）。

获得分子量大小约为 87 kD 左右的特异性蛋白条

批量表达纯化的小菜蛾 Toll-6 蛋白经 SDS-PAGE 电

带，与预期分子量大小一致（图 6-A）；上清液中存在

泳检测获得条带单一的重组蛋白（图 6-B）。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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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Blot分析表明小菜蛾Toll-6蛋白成功表达（图6-C）。

杆菌菌株 Bt8010、毕赤酵母、大肠杆菌菌株 BL21、金

2.5 小菜蛾Toll-6蛋白的功能验证

黄葡萄球菌、肠杆菌菌株 EbPXG5 和黏质沙雷氏菌

2.5.1 小菜蛾Toll-6蛋白与微生物的结合

菌株 SmPXG6 这 6 种微生物结合；BSA 几乎全部存

小菜蛾 Toll-6 蛋白少量存在于孵育液中（图 7A），但 SDS 菌体洗脱液中存在大量小菜蛾 Toll-6 蛋

在于孵育液中，而在 SDS 洗脱液中没有 BSA（图 7C），
表明 BSA 与这 6 种微生物无结合能力。

白（图 7-B），表明小菜蛾 Toll-6 蛋白可与苏云金芽胞

M：蛋白 marker。图 A 中 1 和 20：含有 pET-28b 质粒的菌体所得上清液和沉淀；2~4、5~7 和 8~10：分别为 0.1、
0.5 和 1.0 mmol/L 浓度 IPTG 诱导所得上清液；11~13、14~16 和 17~19：分别为 0.1、0.5 和 1.0 mmol/L 浓度 IPTG
诱导所得沉淀；左侧红框线为可溶性蛋白，右侧红框线为包涵体。图 B 中 1 和图 C 中 1~3：纯化后的小菜蛾
Toll-6 蛋白。M: Protein marker. 1 and 20 in Fig. A: Supernatant and precipitate obtained from bacteria containing
pET-28b plasmid; 2-4, 5-7 and 8-10: supernatant induced by 0.1, 0.5 and 1.0 mmol/L IPTG, respectively; 11-13,
14-16 and 17-19: precipitate induced by 0.1, 0.5 and 1.0 mmol/L IPTG, respectively; red box line on the left is
soluble protein, red box line on the right is inclusion body. 1 in Fig. B and 1-3 in Fig. C: purified Toll-6 protein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图 6 重组小菜蛾 Toll-6 蛋白的表达（A）、纯化（B）和 Western Blot 验证（C）
Fig. 6 Expression (A), purification (B) and Western Blot validation (C) of the recombinant Toll-6 protein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M：蛋白 marker；1~6 和 7~12：分别为黏质沙雷氏菌菌株 SmPXG6、肠杆菌菌株 EbPXG5、大肠杆菌菌株 BL21、苏云金
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金黄葡萄球菌和毕赤酵母。图 C 中 1~6 为孵育液，7~12 为 SDS 洗脱液。M: Protein marker; 1-6
and 7-12: SmPXG6 strain of Serra marcescens, EbPXG5 strain of Enterobacter sp., BL21 strain of Escherichia Coli,
Bt8010 strain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Pichia pastoris, respectively; 1-6 in Fig. C is incubation
supernatant; 7-12 in Fig. C is SDS eluent.
图 7 小菜蛾 Toll-6 蛋白与 6 种微生物结合的孵育液（A）和 SDS 洗脱液（B）的 Western Blot 分析及 BSA
与 6 种微生物结合的 SDS-PAGE 分析（C）
Fig. 7 Western Blot validation of the incubation supernatant (A) and SDS eluent (B) of the binding of Toll-6 protein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with six microorganisms and SDS-PAGE validation (C) of the binding of BSA with six micro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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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能与细菌的脂多糖和肽聚糖等结合，而其胞内

小菜蛾 Toll-6 蛋白可以与肽聚糖和脂多糖结

TIR 结构域则通过与下游接头分子互作参与小菜蛾

合，
与两者的结合能力呈剂量依赖性，
即随蛋白浓度

的先天免疫反应。此外，小菜蛾 Toll-6 蛋白含有一

的升高结合力显著上升（P<0.05），且与肽聚糖的结

个 1~16 位氨基酸组成的信号肽，推测其可能属于分

合能力大于与脂多糖的结合能力（图 8）。

泌蛋白。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小菜蛾 Toll-6 蛋白与棉
花大蓑蛾 Toll-6 蛋白亲缘关系最近，推测它们可能
在先天免疫反应中发挥着类似的功能，
鳞翅目、双翅
目和鞘翅目昆虫的 Toll 受体在进化树上形成 3 个独
立的分支，表明 Toll 受体在不同目昆虫中具有保
守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
Toll-6 基因在小菜蛾成虫期表
达量最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成虫活动环境复杂，
接触
病原物的机会更多，小菜蛾通过提高其体内 Toll-6
基因表达水平来应对病原物的入侵。此外，
Toll-6 基
因在小菜蛾 4 龄幼虫期的表达量仅次于其成虫期，

图 8 小菜蛾 Toll-6 蛋白与肽聚糖和脂多糖的结合能力

原因可能是处于暴食期的 4 龄幼虫在大量摄取食物

Fig. 8 Binding ability of Toll-6 protein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的同时接触各种病原物的概率大大增加，同样需要

to peptidoglycan and lipopolysaccharide

高表达 Toll-6 基因来应对病原物的入侵。中肠是小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LSD

菜蛾重要的免疫器官，其内存在 Toll、免疫缺陷（im‐

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D. Differ‐

mune deficiency，IMD）和 Janus 激酶-信号转导和转

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录激活因子（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

level by using LSD method.

vator of transcription，JAK-STAT）等复杂多样的免疫

2.5.3 小菜蛾Toll-6蛋白的细菌凝集功能

通路参与小菜蛾先天免疫反应（Lin et al.，
2018）。本

对照蛋白 BSA 和 TBS 及小菜蛾 Toll-6 蛋白均无
促进肠杆菌菌株 EbPXG5、金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研究结果显示Toll-6基因在小菜蛾4龄幼虫中肠中表

菌株 BL21 和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 Bt8010 凝集的功

中的一员参与调节小菜蛾中肠先天免疫应答。

能（图 9）。

Luna et al.（2002）研究结果表明 Toll-9 基因在冈比亚

3 讨论
本研究从小菜蛾基因组中成功克隆到 Toll-6 基
因，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具有典型 Toll 受体家族特

达量最高，表明 Toll-6 基因很可能作为 Toll 信号通路

按蚊 Anopheles gambiae 成虫中肠中高表达，其可能
参与抵抗入侵病原物的先天免疫反应，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
本研究发现小菜蛾 Toll-6 基因既可以响应革兰

征——LRR 胞外区、跨膜区和 TIR 胞内区，与果蝇、

氏阴性细菌又可以响应革兰氏阳性细菌。家蚕中肠

家蚕 Bombyx mori、意大利蜜蜂 Apis mellifera 等昆虫

Toll 基因既可以响应大肠杆菌又可以响应金黄色葡

的 Toll 受体相似（Hoffmann & Reichhart，
2002；
Aron‐

萄球菌（Wu et al.，2010a，b），与本研究结果相似；而

stein & Saldivar，2005；Sun et al.，2017）。家蚕 Toll

果蝇 Toll 基因只响应革兰氏阳性细菌和真菌（Bu‐

受体的胞外 LRR 结构域负责 Toll 受体与多肽的高

chon et al.，2014；曾令瑜等，2019），表明小菜蛾和家

亲和力结合（Cheng et al.，
2008），
含有 LRR 结构域的

蚕的 Toll 基因可能与果蝇的 Toll 基因在功能上存在

CD-14 蛋白通过直接与细菌脂多糖结合参与巨噬细

差异。小菜蛾 Toll-6 基因对不同微生物的侵染有不

胞 对 入 侵 细 菌 的 先 天 免 疫 反 应（Hailman et al.，

同的响应，
经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Bt8010刺激6 h后，

1994；Kobe & Deisenhofer，1995）。此外，在许多与

Toll-6 基因表达被显著抑制，
表明苏云金芽胞杆菌可

发育和先天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中均存在 TIR 结构

能通过抑制 Toll-6 基因的表达来逃避小菜蛾的免疫

域，
它可以与下游接头分子上相应区域相互作用，
进

防御反应。Li et al.（2018）研究结果也表明苏云金

而 激活 通路中下游元 件 来 发 挥 作 用（孙 佩 璐 等 ，

芽胞杆菌可通过下调小菜蛾的免疫相关基因来逃避

2019）。因此推测小菜蛾 Toll-6 蛋白胞外 LRR 结构

小菜蛾的免疫防御反应，进而实现对宿主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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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Toll-6 基因表达的抑制是由 Bt8010 菌株本身引

该基因不是通过激活传统的 Toll 信号通路，而是通

起还是由其分泌的毒素引起或者是其他分泌蛋白引

过诱导宿主自噬反应实现对入侵病原物的清除，小

起的均未知。本研究结果显示经黏质沙雷氏菌菌株

菜蛾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机制仍需后续进一步深入研

SmPXG6 刺激 12 h 后，小菜蛾 Toll-6 基因表达显著

究。此外，本研究结果发现 SmPXG6 菌株侵染 18 h

上调，但同一时间饲喂 SmPXG6 菌株的小菜蛾幼虫

后，
小菜蛾 Toll-6 基因表达显著下调；
Flyg & Xantho‐

中肠中 Toll-6 基因表达与对照之间却差异不显著，

poulos（1983）研究发现黏质沙雷氏菌的致病菌株可

表明由 Toll-6 基因介导的对 SmPXG6 菌株的免疫防

以抵御昆虫的免疫防御反应，推测 SmPXG6 菌株可

御响应部位可能不在中肠。Nakamoto et al.（2012）

能与 Bt8010 菌株相似，通过抑制宿主的免疫响应来

研究结果发现水疱性口膜炎病毒（vesicular stomati‐

逃避宿主免疫防御，
但两者之间的机理是否相同，
其

tis virus，VSV）可诱导果蝇 Toll-7 基因上调表达，但

效应物是否一致，
仍需后续进一步研究。

绿色表示被 FITC 荧光染料标记的细菌。Green spots indicate bacteria labeled with FITC fluorescent dyes.
图 9 小菜蛾 Toll-6 蛋白对细菌的凝集功能
Fig. 9 Agglutination ability of Toll-6 protein from Plutella xylostella to bacteria

本研究通过体外功能试验发现小菜蛾 Toll-6 蛋

糖结合，这与哺乳动物 TLR、部分甲壳类动物中的

白不仅能与细菌和真菌结合，还能与脂多糖与肽聚

Toll 及果蝇 Toll-7 受体蛋白识别功能相似（Take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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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ra，2005；Nakamoto et al.，2012；Sun et al.，2017），
推测小菜蛾 Toll-6 蛋白具有 PRR 直接识别病原物的
功能。廖文丽等（2017）研究结果也表明家蚕 Toll92 受体可能参与对脂多糖和细菌的识别。Toll 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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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og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14(12): 796-810
Cheng TC, Zhang YL, Liu C, Xu PZ, Gao ZH, Xia QY, Xiang ZH.
2008.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oll-related genes in the do‐
mesticated silkworm, Bombyx mori. Developmental & Compara‐
tive Immunology, 32(5): 464-475

蛋白在激活先天免疫反应中能以不同的作用方式启

Flyg C, Xanthopoulos KG. 1983. Insect 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Serra‐

动无脊椎动物 Toll 信号通路的免疫应答，如 Nie et

tia marcescens: passive and active resistance to insect immunity

al.（2018）研究表明果蝇通过胞外 PRR 识别入侵病

studied with protease-deficient and phage-resistant mutants. Mi‐

原 物 间 接 激 活 Toll 信 号 通 路 ，Toll 蛋 白 不 直 接 与
PAMP 结合，而与 Spätzle 活化因子结合；Ren et al.
（2014）研究表明三角帆蚌 Hyriopsis cumingii 体内

crobiology, 129(2): 453-464
Furlong MJ, Wright DJ, Dosdall LM. 2013. Diamondback moth ecol‐
ogy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 58: 517-541

Toll-2 蛋白可能通过与病原微生物直接结合激活

Hailman E, Lichenstein HS, Wurfel MM, Miller DS, Johnson DA, Kel‐

Toll 信号通路；Pan et al.（2019）研究表明日本沼虾

ley M, Busse LA, Zukowski MM, Wright SD. 1994. Lipopoly‐

可能同时存在上述 2 种 Toll 通路的激活方式。虽然
本研究结果表明小菜蛾 Toll-6 蛋白具有与细菌和
PAMP 直接结合的功能，但 Lin et al.（2018）研究也发
现 Spätzle 基因参与了小菜蛾中肠 Toll 通路的免疫应
答。因此，推测小菜蛾 Toll 通路可能存在 2 种激活
机制：一种是 Toll 受体与病原物的结合直接激活
Toll 信号通路，或者激活自噬反应等其他免疫通路；

saccharide (LPS)-binding protein accelerates the binding of LPS
to CD14.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79(1): 269-277
Hoffmann JA, Reichhart JM. 2002. Drosophila innate immunit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ature Immunology, 3(2): 121-126
Kobe B, Deisenhofer J. 1995. Proteins with leucine-rich repeats. Cur‐
rent Opinion in Structural Biology, 5(3): 409-416
Kumar S, Stecher G, Li M, Knyaz C, Tamura K. 2018. MEGA X: mo‐
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 across computing plat‐
forms.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35(6): 1547-1549

另一种是胞外 PRR 与病原物结合，诱导小菜蛾 Toll

Li SZ, Xu XX, Shakeel M, Xu J, Zheng ZH, Zheng JL, Yu XQ, Zhao

受体与 Spätzle 活化因子结合，进而激活 Toll 信号通

Q, Jin FL. 2018.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ppresses the humoral

路。这些推论仍需后续进一步研究验证。

immune system to overcome defense mechanism of Plutella xy‐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重组小菜蛾 Toll-6 蛋白是通
过大肠杆菌系统表达的，因此在研究其功能时无法

lostella. Frontiers in Physiology, 9: 1478
Liao WL, Bu XL, Jiang WY, Liu JS. 2017. Influence of lipopolysaccha‐
ride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Toll-like receptor gene BmToll9-2

绝对排除由大肠杆菌宿主本身产生的残留细菌对蛋

in larval Bombyx mori.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60(4): 372-

白的影响，后续研究中可以通过在大肠杆菌系统中

378 (in Chinese) [廖文丽, 卜晓玲, 江婉仪, 刘吉升 . 2017. 脂多

表达一个已知无菌结合能力的其他蛋白，经过同样

糖对家蚕幼虫 Toll 样受体基因 BmToll9-2 表达的影响 . 昆虫学

纯化后将其作为对照来排除这种影响，或者使用
RNA 干 扰 、规 律 成 簇 间 隔 短 回 文 序 列（clustered
regulator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及其相关 Cas9 蛋白介导的新一代基因编
辑技术等进行体内基因敲除，
与体外试验相互验证，
从而明确该蛋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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