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蚊子，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宿敌”。蚊子叮

咬不仅会引起红肿瘙痒，它们也是疟疾、登革热

等多种疾病的主要传播者。这些疾病每年会在

全世界造成超过 70 万人死亡。近年来，生物防

治逐渐成为控制蚊媒疾病传播的热点，这其中利

用共生细菌沃尔巴克氏菌让蚊子“不孕不育”的

方法极为有效。

近日，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泽方教授团

队破解了科学家如何操纵细菌导致蚊子“不孕不

育”的分子机制，对利用沃尔巴克氏菌及该策略

中最为常见的胞质不相容性（CI）防控蚊媒疾病

和农业虫害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论文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生物防控蚊媒疾病办法多

“目前生物防治蚊虫的策略主要有：利用蚊

子的天敌杀死幼虫或成虫；利用不育技术控制蚊

子的种群；利用蚊子的病原微生物作为控制策略

将其消灭。”王泽方介绍，其中利用天敌的生物防

控 主 要 通 过 利 用 食 蚊

鱼、肉食性弓形虫、中剑

水蚤等对蚊子的幼虫或

者成虫进行捕食从而达

到减少蚊子种群数量的

目的。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

的进展，科学家希望经

过遗传学改造让蚊子失

去繁育能力，再把它们

释放到环境中去与自然

界的蚊子生育后代，从

而破坏蚊子种群结构，

达到减少甚至消灭蚊子

群体的目的。或是利用

基因编辑技术将抗病毒

基因“植入”蚊子体内，

使其产生对虫媒病毒的抗性，从而降低蚊子传播

病毒的能力。

另外，目前比较常用的病原微生物控蚊策

略，通过使用真菌和细菌实现控蚊的目的。其中

利用共生细菌沃尔巴克氏菌的方法极为有效。

“沃尔巴克氏菌是在自然界节肢动物体内广泛存

在的一种广义上的共生菌。沃尔巴克氏菌感染

能够导致宿主产生雌性化、孤雌生殖、杀雄以及

胞质不相容性等现象，进而影响宿主的繁殖。”王

泽方解释道，如果雄性蚊子感染沃尔巴克氏菌，

与没有感染的雌蚊交配，就会出现生殖不亲和，

令胚胎死亡，无法传宗接代。

自 1967 年沃尔巴克氏菌首次作为种群控制

策略用于控制缅甸的致倦库蚊以来，基于沃尔巴

氏克菌的蚊子种群控制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

今年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市的社区中释放沃尔巴

克氏菌感染的蚊子，使得该区域登革热的发病率

降低了 77%。

破解细菌让雌蚊绝育的机制

其实从 1938 年开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

就已发现，对于某些昆虫来说，来自一个地区的

雄性无法与来自另一个地区的雌性产生后代。

而来自同一地区的昆虫则可以正常繁殖。

20世纪 70年代初，科学家进一步发现，这种

现象是由于昆虫被沃尔巴克氏菌感染，产生 CI

而导致的。利用沃尔巴克氏菌感染伊蚊，也可以

诱导产生 CI。但“胞质不相容性因子（Cif）是如

何工作的”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科研人员。

直到 2017 年，Cif的真面目才终于被人们发

现。“这类因子由两个蛋白组成，分别被称为胞质

不相容性因子 A（CifA）和 B（CifB），它们编码在

细菌基因组的一个类似操纵子的结构中。”王泽

方介绍，人们发现，在雄性果蝇中同时表达这两

种因子，可以产生 CI；在雌性果蝇中只表达 Ci-

fA，可以避免 CI。

为了搞清楚 Cif如何工作，人们提出了多种

不同的模型。主要的两种模型为“宿主修饰模型”

和“毒素—抗毒素模型”。其中，只有毒素—抗毒

素模型明确 CifA 与 CifB 的结合是避免 CI 的关

键。但 Cif 在 CI 的产生和拯救过程中的作用一

直存在广泛争论。

王泽方团队通过研究 CifA 与 CifB 因子的复

合物结构，发现CifA与CifB相互结合后可形成典

型的“三区域”结合界面，体外生化实验确认了“三

区域”结合界面上的关键氨基酸残基，如果让这些

关键氨基酸发生突变，可高效破坏CifA和CifB间

相互作用。在果蝇体内进行的实验还进一步确

认，如果破坏 CifA和 CifB间相互作用，导致 CifA

和CifB因子不能有效结合，CifA就会失去避免CI

的能力。“这些实验证实 CifA 和 CifB之间的相互

作用对于避免 CI至关重要，与‘毒素—抗毒素模

型’模型的预测相符合。”王泽方表示。

这一工作为在分子水平上理解 CI奠定了基

础，对利用沃尔巴克氏菌和 CI 防控蚊媒疾病和

农业虫害具有重要意义。

沃尔巴克氏菌是如何让蚊子“不孕不育”的？

在与病原菌长期的“军备竞赛”中，植物进化

出基础抗病性免疫反应（PTI）和专业化抗病性

免疫反应（ETI）两层免疫系统作为防卫武器。

这两种武器各有优劣，PTI 具有广谱性，但是杀

伤力弱；ETI虽然战斗力强，但是杀伤范围比 PTI

小。

12月1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中

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何祖华研究

团队的研究论文，揭示了一条全新的植物基础免

疫代谢调控网络，该网络能够协同整合PTI和ETI

两层免疫系统，赋予水稻广谱抗病性新机制。

水稻“癌症”稻瘟病会造成水稻减产甚至绝

产。我国水稻每年因稻瘟病直接损失约 30亿公

斤。目前利用化学农药对田间病害进行防治的

方法，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因

此，挖掘和培育新的广谱持久抗病品种是控制稻

瘟病最为经济、安全和有效的方法。

乙烯是水稻自身产生的能对抗稻瘟病的激

素，持续不断的乙烯供应是水稻取得全面胜利的

必要条件。何祖华团队在研究中重点寻找共同

参与调控 PTI和 ETI的基因位点，最后发现了能

够加速乙烯生产供应的免疫调控蛋白 PICI1。

何祖华介绍，PICI1既作用于 PTI，也作用于

其他免疫受体。同时他们首次发现，PICI1 能够

增强底物蛋氨酸合成酶的蛋白稳定性，而乙烯前

体就是蛋氨酸。

PICI1 通过增强蛋氨酸合成酶的蛋白稳定

性，强化蛋氨酸的合成，促进防卫激素乙烯的生

物合成，从而调控 PTI。也就是说，拥有了 PI-

CI1，水稻就拥有了持久供应防卫激素——乙烯

的“兵工厂”。

但病原菌能够通过分泌毒性蛋白直接降解

PICI1，抑制水稻的 PTI。这时植物细胞内的免疫

受体NLR可以感知病原菌的毒性蛋白，触发ETI，

进而激活更多乙烯的合成，以获得广谱抗病性。

“PICI1 相当于一个战略要地，病原菌毒性

蛋白的目的是要降解 PICI1，水稻自身的抗病蛋

白 NLR 则可以保护 PICI1，只要有对应的 NLR

就可以干扰病原菌毒性蛋白降解 PICI1，这就揭

示了病原菌毒性蛋白和水稻抗病蛋白之间存在

竞争性互作。”何祖华说。

也就是说，PICI1-NLR 是水稻广谱抗瘟的

育种靶标，通过加强水稻“PICI1—蛋氨酸—乙

烯”化学防卫代谢网络，有望获得少用农药就能

持久对抗稻瘟病的新策略。

科学家找到藏在水稻体内的抗瘟“兵工厂”

◎本报记者 李 禾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白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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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曦

研究进展

橡皮等是家长经常为孩子购买的物品，但长

三角消保委联盟、上海市质量监督技术检验研究

所等进行采样调研发现，为了使橡皮颜色更鲜

艳、更软、更柔韧，一些企业在橡皮中添加了增塑

剂邻苯二甲酸酯，其中最高的超出国家标准 350

倍以上。此外，有 9 款儿童平衡车含有增塑剂，

最大值超出国家标准 300多倍。除了儿童用品，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组织高跟凉鞋比

较试验发现，一些高跟凉鞋中增塑剂等含量高，

存在致敏、致癌等潜在风险……

作为一种能使塑料等材料软化的化学品，

增塑剂广泛存在于玩具、食品包装材料、指甲

油、洗发液、医疗器具，甚至食品等产品中，但

有些增塑剂可能会引起组织癌变，扰乱人体内

分泌等。于是，对人体无毒、对环境无污染的

生物基增塑剂应运而生，成为替代传统增塑剂

的理想选择。

增塑剂又称塑化剂，是在工业生产上被广泛

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助剂。增塑剂可以改善高分

子材料的性能，增强其柔韧性，便于制品弯曲成

型，提高生产效益，降低成本。作为化工产品的

添加剂，增塑剂普遍应用于塑料制品、混凝土、石

膏、化妆品以及医疗器具等的生产中，特别是在

聚氯乙烯（PVC）制品中，为了提高材料强度、增

加材料可塑性，需要添加邻苯二甲酸酯。

随着增塑剂在聚氯乙烯制品中的广泛使用，

由此带来的健康隐患也渐渐浮出水面。在长期

使用的过程中，总会有部分增塑剂分子从聚氯乙

烯制品中逃逸出来进入环境中。邻苯二甲酸酯

是一种环境荷尔蒙，作用类似于人工荷尔蒙，人

体过量摄入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危害男性生殖能

力并促使女性性早熟，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肝

癌，对婴幼儿的潜在危害性远高于成人。

邻苯类增塑剂存在健康隐患

目前，世界上已经研制和生产了上千种增塑

剂，工业上已有应用的品种达到百余种。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近年来，增塑

剂呈现无毒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从生物

资源中提取、具有生物降解性和优良塑化性能的

生物基增塑剂，被认为是增塑剂的重要发展方向。

生物基增塑剂来源广泛，合成方法简单，稳定

性高，可循环再使用，而且对人体无毒、对环境无

污染，从经济、环保、健康等角度来看，生物基增塑

剂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是替代传统邻苯类增塑

剂的理想产品。

特别是今年，随着原油价格回暖，石油基增

塑剂成本随原油价格上涨，生物基增塑剂的成本

优势也逐渐显现。

目前，已经商业化的生物基增塑剂产品有环

氧化大豆油、柠檬酸盐、环氧化亚麻籽油和脂肪

酸盐等，环氧化大豆油是食品包装市场上最常用

的生物基增塑剂。

全球生物基增塑剂产业发展迅猛，一些发达

国家生物基增塑剂产量已占全部增塑剂的 15%

以上。到 2024 年，预计全球生物基增塑剂销售

额将达 16.57亿美元。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增塑剂生产和消费国。前

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塑料助剂行业深度调

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

塑料助剂产品将朝无毒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不

符合健康和环保要求的塑料助剂将逐步被淘汰，

比如含铅、卤素等有害物质的某些增塑剂。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翁

云宣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生物基增塑剂属于

生物基增塑剂优势逐渐显现

生物基材料，是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加工生

产出来的，其在我国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因

此，发展生物基增塑剂是未来增塑剂产业的重要

方向。

更环保更环保、、更健康更健康
传统增塑剂有了传统增塑剂有了““绿色绿色””接班人接班人

◎侯树文 本报记者 王 春

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基增塑剂研究和生产方

面进行了科技创新。比如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

制药工程学院教授郭凯主持的“基于微流场反应

技术的生物基无毒增塑剂及其衍生物连续绿色

制造”项目，曾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郭凯向记者表示，微流场反应技术规模化

工程应用是国际共性难题，由于传统微通道反

应尺度在百微米级别，一旦尺度扩大就会导致

复杂有机化学反应体系微流场效应丧失。“百

微米尺度的传统微通道反应器，每年只能生产

百公斤至吨级增塑剂，难以满足生产及市场需

求。我们的研究成果已能在厘米尺度下保持

微流场效应，厘米级管径的反应器每年能生产

万吨增塑剂。”他说。

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生物基无毒增塑

剂的产能提高了近万倍。“我们合作厂家生产的

柠檬酸酯等产品已经通过了中国、美国、欧盟等

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认证，解决了生物基增塑剂反

应品质低下和生产安全问题。”南京工业大学生

物与制药工程学院教授方正说。

总体来说，我国增塑剂行业小微企业多，技

术水平较低，提升生物基增塑剂的产能，还需加

大技术创新力度。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理事

长朱文玮强调，随着环保政策和环保标准的推

进，只有技术储备充分、研发能力强的企业，才能

抓住生物基增塑剂产业的发展机遇。

提升产能还需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十字花科蔬菜主要害虫，小菜蛾在全球不同

气候带均有分布。它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何，对生物多样性、粮

食生产、经济发展等有何影响，长期为各国科学家所关注。福建农林

大学闽台作物有害生物生态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尤民生、尤士骏团

队近日在《自然·通讯》发表论文称，他们为小菜蛾的防治绘制出世界

性“气候图谱”。

“该项目在前期对来自全球 6 大洲 55 个国家和地区 114 个样点采集

的小菜蛾样本全基因组重测序的基础上，用景观基因组学方法和基因编

辑技术等，预测和验证了全球小菜蛾的气候适生性。”尤民生表示，这一世

界性“气候图谱”，可为未来的小菜蛾防治提供指导，也为宏观大数据分析

和微观基因功能验证相结合解析物种的环境适应性机制，提供了可借鉴

的技术手段。

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和降水的逐渐变化，正在影响物

种的生存和分布。对此，该团队对小菜蛾适生区的 357 个个体重测序数

据进行景观基因组学分析，共鉴定到 3648个潜在的气候适应性位点。通

过广义不相似性模型建模，拟合气候适应性位点与气候变量之间的关系，

发现全球小菜蛾的遗传变异具有一定的纬度相似性，且温度在小菜蛾的

气候适应性遗传变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来自同一纬度的小菜蛾

群体具有相似的遗传组成。

“了解气候适应的遗传基础，对于预测物种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至关重

要。”尤民生介绍，他们采用一种被称为“遗传补偿”的指标，来探究哪些地

方的小菜蛾在遗传上更为“脆弱”，即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为更准确地预测不同地理种群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该团队还构建了

一种新的“生态—遗传指数”，结合遗传因素和生理因素，更好地预测种群

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适生性。在气候变化情景下，除南美洲和东南

亚的一些种群外，大多数种群面临的气候挑战是较小的。因此，在 2050

年的未来气候背景下，全球大部分地区小菜蛾的栖息地适合度不会发生

剧烈变化，很大可能性将保持它们现有的为害状态，这对未来的害虫管理

具有实际用途。

研究人员还首次利用基因编辑手段验证气候适应性基因在温度变化

中的作用，发现小菜蛾类钙黏蛋白（PxCad）基因具有调控小菜蛾温度适

应性的功能，PxCad突变品系的低温耐受性明显低于野生品系小菜蛾。

基于大样本基因组测序数据

为小菜蛾防治绘制“气候图谱”

日前，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宣称向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卡米

什利部分地区的农民发放约 3000吨小麦种子，以确保当地有足够的食物

来源。然而，根据叙利亚农业部门公布的相关抽样检验证明，这些产自土

耳其的小麦种子，含有粒线虫的比例高达 40%，不仅不适合种植，还会给

农业生产带来生物安全问题。

带病种子种植后会带来哪些影响？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作物线虫病害监测和防控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彭德良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带病种子的种植可能会导致当地小麦大

面积发病，产量降低、品质下降。

“粒线虫病害是一种严重线虫病害，粒线虫会危害小麦穗部、引起小

麦籽粒病变，在全世界五大洲的小麦主要生产区均发生过危害。”彭德良

表示，近年来，由于采取先进的种子清洁方法除去虫瘿，小麦粒线虫病在

我国的许多地区已消除或者很少发生。但是，目前在印度、罗马尼亚等少

数国家这种病害仍旧存在。

“我国 1915 年在南京首次发现该线虫，截至 1949 年它造成的全国小

麦损失达 5 亿公斤以上，因此，在《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中把此线虫病列为十大病虫害之一。1964年全国普查结果显示，28个省

市自治区均有发生粒线虫危害，为此国内组织了防治和检疫，危害逐步得

到控制。1980 年以来，在我国主要产麦区此线虫病害已基本绝迹，仅在

陕西、甘肃、新疆等部分边远地区有零星发生。”彭德良说。

“混杂在小麦种子中的虫瘿是引发小麦粒线虫病的主要传染源，种子

间混杂的虫瘿的数量是病害发生轻重的主要因素。当麦种含有 0.1%—

1%的虫瘿时，田间的发病率达到 2%—19%，可造成的小麦产量损失达到

2%—14%；小麦种子中虫瘿的含量低于 0.3%时，田间的发病率亦可达到

6%—8%。”彭德良特别指出，小麦粒线虫病也是我国小麦安全生产中面临

的生物安全问题之一，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很少发生，但我国每年从国外进

口大量的小麦，应加强检验检疫，警惕小麦粒线虫病“死灰复燃”。

警惕含有虫瘿的小麦种子

给农业生产带来生物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山东枣庄山亭区农民用无人机喷药防治小麦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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