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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共生菌感染格局、动态及在宿主种群分化中的作用
刘向东 ∗ ꎬ张元臣
( 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蚜虫体内感染共生菌的现象较为普遍ꎮ 共生菌在蚜虫种群的存活、繁衍和应对外界压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蚜虫
种群感染共生菌的种类和组成模式多样ꎬ这有利于蚜虫种群应对多变的环境ꎮ 共生菌生活于宿主昆虫体内ꎮ 宿主感染共生
菌的种类和数量动态受宿主的遗传背景和生态适应力、外界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ꎮ 共生菌具有为宿主提供营养、消化
植物组织和降解植物毒素等功能ꎬ从而影响宿主昆虫的寄主利用范围ꎮ 原生和次级共生菌可引起宿主蚜虫寄主范围的改变ꎬ
赋予蚜虫利用新寄主的能力ꎬ从而促进种群的分化ꎮ 蚜虫体内通常有多种共生菌共存ꎬ共生菌种间关系会影响共生菌种群动
态和生物功能的表现ꎮ 因此ꎬ在共生菌群落层次上探明蚜虫－共生菌－寄主植物三者间的关系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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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体内普遍存在多种类型的共生菌ꎮ 根据共生菌与宿主建立共生关系的时间长短及共生菌对宿主
的必要性等特征ꎬ可将蚜虫体内共生菌分为原生和次级共生菌两大类ꎮ 研究表明ꎬ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与蚜虫建立共生关系已有约 １.５ 亿年历史ꎬ已成为蚜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１] ꎮ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共生菌能合成
蚜虫不能从植物汁液中获得但又是其生长发育和繁殖所必需的氨基酸 [２－３] ꎬ同时还能合成维生素和参与
嘌呤代谢等 [４－７] ꎮ 失去原生共生菌后ꎬ蚜虫的生长发育变缓、繁殖能力降低或完全丧失 [８－９] ꎮ 原生共生菌
在蚜虫世代间经胚胎或卵稳定地传给后代ꎬ在人工操纵下也可在不同蚜虫个体间实现水平传播 [１０] ꎮ
除原生共生菌外ꎬ 蚜虫体内还携带有多种次级共生菌ꎬ 如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Ｓｅｒｒｉｔａ、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Ｒｉｃｋｅｔｔｉｓｅｌｌａ、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等 [１１－１３] ꎮ 次级共生菌虽然不是蚜虫存活和繁殖所必需
的ꎬ但是与宿主蚜虫的生态适应性密切相关ꎬ如能增强蚜虫的寄主利用能力、耐热性和防御天敌的能力
等 [１４－１７] ꎮ 原生共生菌往往和一种或几种次级共生菌同时感染宿主蚜虫ꎮ 原生和次级共生菌在宿主内长
期共存ꎬ对宿主蚜虫的生物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ꎬ如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被人为去除后ꎬ次级共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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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ｒｉｔａ 可占领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部分生态位并弥补其部分功能 [８] ꎻ在雪松长足大蚜( Ｃｉｎａｒａ ｃｅｄｒｉ) 中ꎬ次级共生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有不断取代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功能的趋势 [１８] ꎮ

目前ꎬ昆虫与共生菌的关系已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ꎮ 共生菌功能的阐明将有利于揭示昆虫与植
物的关系 [１９－２０] ꎮ 有关昆虫共生菌的形态、分布、传播方式、起源、与宿主的关系、功能和基因组等方面已有
不少综述 [２０－２８] 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以蚜虫为对象ꎬ仅从蚜虫种群感染共生菌的格局、共生菌种群消长的影响
因素及共生菌在蚜虫寄主分化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综述ꎬ以期为阐明蚜虫 － 共生菌 － 寄主植物间关系提供
参考ꎮ

１

蚜虫种群共生菌感染格局
蚜虫种群感染共生菌的种类较多ꎮ 豌豆蚜( Ａｃｙｒｔｈｏｓｉｐｈｏｎ ｐｉｓｕｍ) 是至今发现感染共生菌种类最多的

昆虫ꎬ共生菌的许多生物功能都在豌豆蚜中首次发现 [１４ꎬ１６] ꎮ 蚜虫感染次级共生菌的种类随物种和所处环
境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ꎮ 豌豆蚜体内不 仅 含 有 原 生 共 生 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ꎬ 而 且 还 可 能 感 染 次 级 共 生 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Ｒｅｇｉｅｌｌａ、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ｅｌｌａ、ＰＡＸＳ( ｐｅａ ａｐｈｉｄ Ｘ￣ｔｙｐｅ ｓｙｍｂｉｏｎｔ)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和 Ｓｐｉｒｏ￣

ｐｌａｓｍａ 等 [１１ꎬ２９－３４] ꎮ 采自日本 ８１ 个地点的 １１９ 个豌豆蚜品系中ꎬ６６. ４％ 的品系感染了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４ 种次级共生菌中的一种ꎬ同时 ３３. ６％ 的品系仅含有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ꎬ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均没有检测到ꎻ不同共生菌种类可在同一地理种群中出现ꎬ但同时感染 ２ 种次级
共生菌的情况却出现较少 [３１] ꎮ 北美豌豆蚜感染了上述 ８ 种次级共生菌ꎬ并且各共生菌的感染比率在不同
寄主植物上的种群间存在差异 [３２] ꎮ

麦长管蚜( Ｓｉｔｏｂｉｏｎ ａｖｅｎａｅ) 种群中检测到了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Ｒｅｇｉｅｌｌ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等次级共生菌ꎮ

陕西杨凌和五丁关、河南郑州、安徽滁州、山西太谷和新疆石河子 ６ 个地理种群均 １００％ 感染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和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次级共生菌ꎻ而杨凌、滁州和石河子种群中有 １５％ ~ ７０％个体还感染了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共生菌 [１３] ꎮ 英
国麦长管蚜种群内含有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等次级共生菌ꎬ且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的感染
率高ꎬ 但 没 发 现 感 染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ｅｌｌａ [３５] ꎮ 德 国 麦 长 管 蚜 也 感 染 了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３６] ꎮ 南京的麦长管蚜种群中感染了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ꎮ 香蕉交脉蚜

( Ｐｅｎｔａｌｏｎｉａ ｎｉｇｒｏｎｅｒｖｏｓａ) 种群中 １００％个体含有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和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２ 种共生菌 [２７ꎬ３７] ꎮ 英国荨麻小无网
蚜( Ｍｉｃｒｏｌｏｐｈｉｕｍ ｃａｒｎｏｓｕｍ) 感 染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和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ꎻ 树 莓 膨 管 蚜 ( Ａｍｐｈｏｒｏｐｈｏｒａ ｒｕｂｉ) 感 染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ꎻ豌豆蚜感染以上全部 ４ 种共生菌ꎬ而 Ａｐｈｉｓ ｓａｒｏｔｈａｍｎｉ 只感染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和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共生菌 [３８] ꎮ

蚜虫体内感染的共生菌除种类存在差异外ꎬ同种共生菌在蚜虫的不同种群中还存在基因型或株系的
差异 [３２] ꎮ 宿主蚜虫中相同种类共生菌表现出的生物功能不尽相同ꎬ这很可能与共生菌的遗传变异或基因
型不同有关ꎮ 例如ꎬ豌豆蚜中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共生菌基因的突变可引起宿主耐热能力的显著提高ꎬ而没有发生
基因突变的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基因型不能提高宿主的耐热性 [１０ꎬ３９] ꎮ

虽然在同一蚜虫种群中能检测到多种共生菌的感染ꎬ但是同一宿主蚜虫体内不会同时感染种群中所

有种类的次级共生菌ꎮ 同时感染 ２ 种次级共生菌的个体会有存在ꎬ 但共同携带 ３ 种及以上的情况很
少 [３１ꎬ３５] ꎮ 北美豌豆蚜每个个体中次级共生菌种类为 ０.７６ ~ １.７３７ 种ꎬ平均为 １.０６３ 种 [３２] ꎮ 由于次级共生
菌的多重感染会引起宿主昆虫适合度的降低 [４０] ꎬ故次级共生菌共存的结果不会是随机事件ꎮ 在同一宿主
种群中ꎬ次级共生菌联合感染模式较为稳定ꎮ 豌豆蚜、Ａ. ｓａｒｏｔｈａｍｎｉ 和荨麻小无网蚜中共生菌感染的格局
稳定ꎬ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３８] ꎮ 共生菌种间的相融性ꎬ易形成稳定的感染格局ꎮ

不同种类共生菌在蚜虫种群中的感染比率及感染比率的时空变化构成了蚜虫种群的共生菌感染格
局ꎮ 蚜虫种群中多样的共生菌感染格局ꎬ很可能反映了宿主蚜虫所处环境的多样性ꎬ以及宿主适应各环境
条件的差异性ꎮ 不同种类的次级共生菌对其宿主蚜虫的影响不尽相同ꎮ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能提高豌豆蚜抵抗
寄生蜂的能力 [４０] ꎻＲｅｇｉｅｌｌａ、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ｅｌｌａ 可保护蚜虫少受真菌侵染 [１６ꎬ４１] ꎻ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可
提高蚜虫耐高温能力 [１７ꎬ４２] ꎻ一些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株系能调节宿主蚜虫对特定植物的利用能力 [１４－１５] ꎮ 宿主蚜虫种
群感染多种类型的次级共生菌ꎬ这无疑可提高种群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ꎮ 对蚜虫种群共生菌感染格
局进行长期监测ꎬ摸清感染格局与宿主种群数量动态间的关系ꎬ还有可能为蚜虫种群暴发成灾的早期预警
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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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蚜虫体内共生菌种群的波动
为了较全面揭示共生菌种群在蚜虫宿主体内波动的原因ꎬ本节结合蚜虫和其他类型昆虫的研究结果

进行阐述ꎮ 昆虫体内共生菌种群的密度与其生物功能的表现有关ꎮ 在自然状况下ꎬ豌豆蚜的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处于中等密度时ꎬ蚜虫的适合度最高 [４３] ꎮ 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因高温或低温引起体内原生共

生菌密度下降时ꎬ 其繁殖力也下降 [４４] ꎮ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种群数量的高低会影响胞质不相容性的强弱 [４５－４６] ꎮ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密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其杀雄作用才会显现 [４７] ꎮ 共生菌的功能受其种群密度的调控ꎬ因此ꎬ明
确共生菌种群波动的影响因素ꎬ将有利于全面探明共生菌的生物功能ꎮ

２.１

宿主昆虫引起的共生菌种群波动
垂直传播的共生菌在宿主昆虫中存在明显的增殖过程ꎮ 共生菌种群密度会随昆虫龄期的变化而变

化ꎮ 豌豆蚜体内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密度在成蚜前显著升高ꎬ成蚜产仔阶段保持较高水平ꎬ但在产仔

后期ꎬ如 ２０ 日龄后密度显著下降ꎻ次级共生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种群密度也随蚜虫年龄的增大而增大ꎬ
且 ３０ 日龄时仍没有下降 [８ꎬ４７] ꎮ 黑腹果蝇(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中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共生菌种群密度从幼虫
到成虫羽化期间逐渐上升 [４８] ꎮ

昆虫的遗传特征影响其感染共生菌的种类和比率ꎮ 相同生物型的豌豆蚜种群携带有相似的共生菌群

落ꎬ而不同 生 物 型 间 共 生 菌 群 落 组 成 存 在 差 异 [４９] ꎮ 以 色 列 的 Ｂ 型 烟 粉 虱 主 要 感 染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ꎬ而 Ｑ 型烟粉虱主要感染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ꎬ并有少数个体感染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５０] ꎮ 褚栋
等 [５１] 对 ２４ 个烟粉虱种群进行检测发现 Ｂ 型和 Ｑ 型烟粉虱种群内均未检测到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ꎬ而非 Ｂ 和 Ｑ 型的
我国浙江种群和肯尼亚种群中均检测到了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ꎬ并且浙江烟粉虱种群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与肯尼亚种群中
的属于不同的分型ꎮ 昆虫表型的差异很可能是昆虫和感染的共生菌共同作用的结果 [５２] ꎮ

昆虫宿主的遗传特性不仅影响感染共生菌的种类ꎬ还会影响共生菌种群的密度ꎮ 豌豆蚜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菌

的种群密度受蚜虫品系的影响 [５３] ꎮ 绿豆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的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密度是由宿主基因型、共
生菌基因型和其他因子共同决定的 [５４] ꎮ 寄生蜂( Ｌｅｐｔｏｐｉｌｉｎａ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ｍａ) 体内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密度也显著受寄
生蜂基因型的影响ꎬ并且宿主基因型的作用与环境温度有关 [５５] ꎮ 桔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ｉｔｒｉ) 中的 ２ 种共生
菌 Ｍｏｒａｎｅｌｌａ 和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ａ 的 密 度 均 受 宿 主 基 因 型 的 影 响ꎬ 并 且 共 生 菌 种 群 密 度 由 宿 主 母 性 遗 传 所
决定 [５６] ꎮ

宿主昆虫对体内共生菌种群的调控可通过启动吞噬、溶酶体和抗菌肽的作用来实现 [５７－６０] ꎮ 豌豆蚜中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密度与宿主体内溶菌酶活性相关ꎬ共生菌密度的降低是溶酶系统发挥作用降解共生菌的结

果 [６１] ꎮ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种群数量可由宿主激活自噬作用来调节ꎬ自噬作用启动后可有效降低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种群的
密度 [６２] ꎮ 不同种类共生菌种群密度的调控方式存在差异ꎮ 目前ꎬ还没有完全清楚宿主 － 共生菌复合体间
的相互关系ꎮ 因此ꎬ宿主昆虫调控其体内共生菌的机制还有待研究ꎮ

２.２

种间关系引起的共生菌种群波动

在同一宿主中同时存在 ２ 种或以上共生菌时ꎬ共生菌种群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ꎬ从而抑制或促进各自

种群的发展ꎮ 次级共生菌常与原生共生菌共存于同一宿主中ꎬ甚至共享同一含菌细胞ꎮ 次级共生菌因空
间和营养等需求会影响原生共生菌种群数量的发展ꎮ 在正常条件下ꎬ豌豆蚜中的次级共生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会抑制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种群数量 [８] ꎬ但是在高温环境下ꎬ次级共生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对原生共生菌又有保护作用 [１７] ꎮ 由此说明ꎬ原生共生菌和次级共生菌种群数量的相互调节受环境条件的
影响ꎮ
次级共生菌之间会发生种群间的相互作用ꎮ 黑腹果蝇中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可以显著抑制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种群

数量ꎬ但反过来ꎬ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不会影响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的种群数量 [６３] ꎮ 宿主体内的共生菌种间关系建立后ꎬ它
们通过调整各自的种群数量来共享资源和应对外界压力ꎬ保持共生关系的平衡 [８ꎬ４８] ꎮ 昆虫宿主内共生菌
群落中各物种间的相互关系值得深入研究ꎬ以便揭示共生菌群落的功能ꎮ

２.３

外界环境条件引起的共生菌种群波动
昆虫及其体内共生菌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会产生反应ꎮ 不利温度对昆虫体内共生菌存在影响 [２５] ꎮ

高温可降低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酵母菌等的种群密度ꎮ 豌豆蚜体内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密度随蚜虫饲
养温度的升高而下降 [６４] ꎮ 黑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ｆａｂａｅ) 体内的菌胞数量随温度升高而减少 [６５] ꎮ 高温处理褐飞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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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其体内类酵母菌的数量ꎬ但温度恢复正常后ꎬ共生菌数量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６６] ꎮ ３５ ℃ 高温处理

３ ｄ 后ꎬ灰飞虱体内类酵母共生菌数量减少 ８０％ 以上 [６７] ꎮ 书虱( 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长期饲养在 ３３ ℃ ꎬ其种
群感染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的比率逐渐降低ꎬ并且饲养 ６ 代后完全检测不到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６８] ꎮ １８ ℃ 低温和 ２８ ℃ 高温
均显著抑制 黑 腹 果 蝇 体 内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共 生 菌 的 种 群 密 度ꎬ 并 且 低 温 还 能 抑 制 灰 暗 果 蝇 (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 体内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的种群密度 [６９] ꎮ 高温对烟粉虱中的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种群密度存在影响ꎬ但影响的程
度在不同种群中有所差异 [７０] ꎮ 由此表明ꎬ温度对宿主昆虫内共生菌种群密度的影响较大ꎬ不适宜的温度
会引起昆虫体内共生菌种群密度的降低ꎮ
不同地理区域气候条件的不同ꎬ会引起宿主昆虫种群中感染共生菌种类的地理差异ꎮ 在日本ꎬ豌豆蚜
种群中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感染率在各地都较高ꎬ而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仅在日本东北部感染率高ꎬ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在西
南部零星出现ꎻ同时ꎬ随着年平均温度和降雨量的升高ꎬ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的感染率下降 [３１] ꎮ 美国加州豌豆蚜夏季
感染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的比率显著高于冬春季 [１７] ꎻ果蝇在美国东部感染 Ｓｐｉｒｏｐｌａｓｍａ 比率最高ꎬ中部次之ꎬ而西部很
少有感染 [７１] ꎮ 在我国ꎬ浙江杭州和湖南江华白蜡虫( Ｅｒｉｃｅｒｕｓ ｐｅｌａ) 种群中的一些个体不含杀雄菌 Ａｒｓｅｎｏ￣

ｐｈｏｎｕｓꎻ云南昭通白蜡虫种群中杀雄菌含量显著高于河北金口河和云南昆明种群 [７２] ꎻ广西褐飞虱中的类
酵母菌数量显著高于浙江和福建 [６６ꎬ７３－７４] ꎮ 日本栗实象甲(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体内共生菌的感染频率与
气候和生态因子有关ꎬ高感染 Ｓｏｄａｌｉｓ、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的种群出现在温度较高的地区ꎻ低感染 Ｗｏｌｂａ￣
ｃｈｉａ 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的 种 群 则 出 现 在 降 雪 较 多 的 地 区ꎻ 同 时 栗 实 象 甲 中 Ｓｏｄａｌｉｓ￣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和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的共同感染比例也与气候有关 [７５] ꎮ 温度和降雨是对昆虫种群生存和繁殖等影响较大的因子ꎬ也
是影响昆虫体内共生菌感染种类和种群数量的重要因素ꎮ

２.４

宿主昆虫食物条件引起的共生菌种群波动
宿主昆虫的适合度受寄主植物或食料条件的影响ꎮ 在适宜的寄主植物上ꎬ昆虫宿主体内的共生菌种

群密度较稳定ꎬ反之ꎬ共生菌种群密度会发生变化ꎮ 日本三叶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上的豌豆蚜感染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比率显著高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ｓａｔｉｖａ) 上的豌豆蚜 [３１] ꎮ 北美豌豆上的豌豆蚜共生菌以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占优势ꎬ苜蓿上
的以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占优 势ꎬ 而 三 叶 草 上 的 以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占 优 势 [３２] ꎮ 不 同 寄 主 植 物 上 生 活 的 桃 蚜ꎬ 其 体 内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共 生 菌 种 群 的 密 度 差 异 显 著ꎬ 烟 草 和 茄 子 上 生 活 的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密 度 显 著 高 于 甘 蓝
(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上的ꎬ甘蓝上的又显著高于菠菜( Ｓｐｉｎａｃｉ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上的ꎻ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的密度也表现为烟草
和茄子上的显著高于甘蓝上的ꎬ但菠菜与甘蓝上的无显著差异 [７６] ꎮ 黑豆蚜体内次级共生菌的密度在野芝
麻( Ｌａｍｉｕｍ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 寄主上生活的显著高于在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和长果罂粟(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ｄｕｂｉｕｍ) 寄
主上生活的ꎬ并且共生菌对蚜虫体形大小的影响也只在藜和长果罂粟寄主上才有表现ꎬ而在野芝麻上不影
响蚜虫的大小 [７７] ꎮ 棉蚜体内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密度受寄主植物的影响ꎬ西葫芦和木槿上的棉蚜显著高于黄瓜上
的棉蚜ꎬ 而黄瓜上的棉蚜又显著高于棉花上的棉蚜ꎬ 并且棉蚜的基因型可与寄主植物种类 联 合 影 响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种群密度 [７８] ꎮ
寄主植物对共生菌的影响很可能是寄主中的营养、抗虫因子或次生代谢物作用的结果ꎮ 豌豆蚜中的
原生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种群密度与食物中氮水平呈正相关ꎬ次级共生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的密度在低氮饲料上显
著升高 [７９] ꎮ 褐飞虱人工饲料中必需氨基酸的缺少对褐飞虱体内共生菌数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８０] ꎮ 大豆
蚜( Ａｐｈｉｓ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 受到大豆防御因子( Ｒａｇ１ 基因) 作用后ꎬ其适合度下降 ７４％ꎬ同时体内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密度降低ꎬ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密度升高 [８１] ꎮ 植物次生代谢物会影响昆虫体内共生菌的种群密度ꎮ
棉酚能显著降低棉蚜体内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共生菌的密度ꎬ而葫芦素可提高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密度 [７８] ꎮ

虽然现在已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寄主植物和饲料组分可引起宿主昆虫共生菌种群密度的变化ꎬ但是
植物组分是通过何种途径从宿主消化道传递到共生菌ꎬ并以何种物质或方式作用于共生菌的ꎬ还尚不
明确ꎮ

２.５

宿主所受其他压力引起的共生菌种群波动
宿主昆虫常常会受到寄生蜂侵染或药剂的胁迫ꎮ 寄生和化学药剂的作用ꎬ不仅降低了宿主昆虫的存

活和繁殖能力ꎬ而且对其体内共生菌种群也会产生影响ꎮ 寄生蜂的寄生影响了豌豆蚜体内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共生
菌的种群密度ꎬ对寄生蜂敏感的豌豆蚜品系ꎬ在寄生 ７２ ｈ 后体内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的密度显著升高ꎬ而在大约

１４４ ｈ时密度又下降到最低ꎻ中抗品系蚜虫也表现出寄生 ９６ ｈ 时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密度最高ꎬ而 １４４ ｈ 时最低ꎻ高抗
品系由于能完全清除寄生蜂的寄生ꎬ因此被寄生后蚜虫体内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密度没有显著升高ꎬ并且在 １４４ ｈ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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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显著降低ꎮ 寄生蜂的寄生可引起豌豆蚜体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ｌｌａ 密度的降低 [５３] ꎮ 大豆蚜受到噻虫嗪杀虫剂
作用后ꎬ其适合度下降 ９２％ꎬ体内共生菌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密度均降低 ２３％左右ꎬ而 Ｗｏｌｂａｃｈｉａ 密度
升高 １.５ 倍 [８１] ꎮ 共生菌很可能参与了宿主昆虫对外界压力的抵抗ꎬ从而提高宿主的适应能力 [１０ꎬ３４ꎬ８２] ꎮ

共生菌与昆虫宿主经过长期的协同进化ꎬ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共生关系ꎮ 当宿主昆虫受到外界压力时ꎬ

其体内的共生菌会参与宿主的保护ꎮ 不过ꎬ并不是所有共生菌种类都能协助宿主抵抗外界各种压力ꎮ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共生菌密度高的 Ｑ 型烟粉虱对化学药剂噻虫嗪、吡虫啉、吡丙醚和螺甲螨酯的抵

抗能力低ꎬ但对啶虫脒的抵抗能力高ꎻ而含有低密度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的烟粉虱抵抗药剂的能力恰好相反 [８３] ꎮ
烟粉虱种群中存在不同种类和密度的共生菌ꎬ这大大增加了种群抵抗各种药剂的能力ꎮ 由于各共生菌种
类对宿主的生物功能不尽相同ꎬ因此宿主种群中保持共生菌种类的多样性和改变共生菌种群密度的灵活
性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宿主昆虫种群应对各种环境压力的能力ꎬ从而保证昆虫种群和共生菌的长期共
同发展ꎮ

３
３.１

共生菌与蚜虫种群寄主分化的关系
原生共生菌与蚜虫寄主利用能力的关系
共生菌在昆虫与植物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１９ꎬ２６] ꎮ 共生菌能调控昆虫的一些重要生态特性 [１０ꎬ５２] ꎮ 共

生菌的存在扩大了宿主的生态位 [８４] ꎮ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共生菌可利用蚜虫取食的非必需氨基酸和糖类等合成蚜
虫不能从寄主植物中获得的必需氨基酸和维生素ꎬ从而扩大蚜虫可利用的寄主范围 [２ꎬ５２ꎬ８５] ꎮ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基
因组中氨基酸生物合成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豌豆蚜对食物中特定氨基酸需求的提高ꎬ蚜虫对寄主植物利
用能力的差异可能是其体内的 Ｂｕｃｈｎｅｒａ 共生菌发生突变及蚜虫自身的遗传变异所致 [８６] ꎮ 另外ꎬ寄主植物
会干扰蚜虫体内共生菌的营养功能 [７７] ꎬ从而影响蚜虫的寄主利用能力ꎮ

３.２

次级共生菌与蚜虫寄主利用能力的关系
现有的研究表明ꎬ次级共生菌能改变宿主蚜虫的寄主范围ꎬ但是这种现象受共生菌和蚜虫基因型的影

响ꎮ 例如ꎬ次级共生菌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提高了豌豆蚜利用苜蓿的能力ꎬ但没有提高其对野豌豆的利用能力 [１４] ꎻ并
且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只能提高豌豆蚜部分基因型对苜蓿的利用能力 [８７] ꎮ 在 ５ 个感染了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的欧洲豌豆蚜克隆
中ꎬ仅有一个克隆表现出利用苜蓿寄主能力的提高 [１５] ꎻ在美国加州的豌豆蚜种群中没发现 Ｒｅｇｉｅｌｌａ 共生菌
有提高宿主寄主利用能力的作用 [８８] ꎮ 由此说明ꎬ次级共生菌对宿主蚜虫寄主利用能力的影响还依赖于寄
主植物种类、宿主昆虫基因型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ꎮ
次级共生菌 Ａｒｓｅ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可改变豆蚜的寄主利用能力ꎬ感染了该共生菌的蚜虫能很好地利用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寄主ꎻ不感染的蚜虫则不能利用刺槐ꎬ但经人工获得 Ａｒｓｎｏｐｈｏｎｕｓ 后也获得了利用刺
槐寄主的能力 [８９] ꎮ

昆虫肠道内含有的许多共生菌可为宿主提供营养、消化植物组织和降解植物毒素 [２０ꎬ９０] ꎮ 因此ꎬ肠道

共生菌会影响宿主昆虫的寄主利用能力ꎮ 蚂蚁肠道内的共生菌可为蚂蚁提供氮素营养ꎬ并成为了蚂蚁种
群进化的主 要 动 力 [９１] ꎮ 研 究 表 明ꎬ 肠 道 共 生 菌 与 宿 主 昆 虫 可 利 用 的 寄 主 植 物 种 类 关 系 密 切ꎮ 臭 蝽
( Ｍｅｇａｃｏｐｔ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可危害豆类作物ꎬ其在豆类作物上的卵孵化率为 ８０％ ~ １００％ꎻ而与其亲缘关系
很近的蝽( Ｍｅｇａｃｏｐｔａ ｃｒｉｂｒａｒｉａ) 在豆类作物上卵孵化率很低ꎬ不能利用豆类作物ꎮ 如果将 ２ 种蝽的肠道共
生菌进行互换ꎬ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就会失去利用豆类植物的能力ꎬ而 Ｍ. ｃｒｉｂｒａｒｉａ 就获得了利用豆类植物的能
力 [９２] ꎮ 昆虫取食的寄主种类及结构会影响肠道共生菌的群落结构 [９３] ꎬ这种共生菌群落的变化很可能是
宿主昆虫适应和利用不同寄主植物的结果ꎮ
共生菌对宿主昆虫的寄主利用能力有一定的调控作用ꎬ但是昆虫的食性较为复杂ꎬ并且食性进化没有
固定的方向 [９４－９５] ꎮ 共生菌在昆虫食性进化中发挥作用的大小还有待于深入研究ꎮ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推
测ꎬ昆虫的寄主范围是昆虫的遗传特性和其感染的共生菌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４

展望
蚜虫种群中普遍携带有共生菌ꎬ共生菌和宿主昆虫已形成了完美的互利共生关系ꎮ 蚜虫为共生菌提

供生活场所和养分ꎬ共生菌为宿主合成必需的营养或共同抵抗外来压力ꎮ 同一蚜虫种群往往感染多种共
生菌ꎬ形成共生菌群落ꎮ 目前对单种共生菌的功能作用研究较多ꎬ而涉及共生菌群落功能的研究较少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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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查清蚜虫自然种群中感染共生菌的种类及感染模式ꎬ阐明共生菌种间关系ꎬ在群落水平上探讨共生菌
在宿主蚜虫中的功能地位ꎬ这将是蚜虫与共生菌相互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ꎮ
蚜虫种群中共生菌感染模式、感染比率和种群数量动态受到包括宿主昆虫本身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
响ꎮ 不同地理区域内的蚜虫种群共生菌感染格局的多样性ꎬ不仅与共生菌种群的传播方式有关ꎬ而且受环
境条件的影响ꎬ已形成的感染格局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ꎮ 不过ꎬ有关共生菌是如何进入蚜虫体内建立共
生关系ꎬ并形成现有的感染格局ꎬ这还值得研究ꎮ
昆虫的寄主利用能力具有可塑性 [９６－９７] ꎮ 共生菌在蚜虫食性决定中发挥了作用ꎮ 不同种类蚜虫的食
谱存在差异ꎬ其体内共生菌种类或基因型也有所不同ꎮ 探明蚜虫寄主范围和体内共生菌的关系ꎬ将有望利
用人工调控共生菌的方式来限制蚜虫的寄主范围ꎬ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作物免受蚜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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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ａｎａ ａｐｈｉｄ(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４３(１) :２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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