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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线虫（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ｅｌｅｇａｎｓ）生活在复杂生态系统的环境中，具备对环境刺激变化的敏锐感知和应对

能力．除常规非生物或生物逆境，如不适宜的气味、温度和盐离子可使线虫产生逃避反应外，病原细菌侵染也能

诱发其逃避行为，从而有效帮助线虫辨别病原细菌和细菌食物、迅速逃离危险，是线虫提高生存率的重要策略．
现有的研究证明，病原菌铜绿假单胞 ＰＡ１４（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简写为 ＰＡ１４）、沙雷式菌（Ｓｅｒｅｎｔｉａ ｍａｒｃｅｓ⁃
ｃｅｎｓ）、苏云金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等都会诱发逃避．根据逃避行为的方式和作用机制不同可将其分

为两类：一类是应对病原伤害形成的本能逃避行为；第二类是学习记忆产生的学习型逃避行为．该文将针对秀

丽隐杆线虫的两类病原逃避行为的分子机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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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中逃避行为广泛存在，该行为对人类及

动物的生存和环境的适应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

现黑鲫鱼闻到同类受伤皮肤产生的气味后，会迅速

潜入水底并找到安全的掩体躲避，这种快速的逃避

危险的行为是由大脑产生的一元胺类五羟色胺和

多巴胺诱发［１］ ．模式生物秀丽隐杆线虫（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
ｄｉｔｉｓ ｅｌｅｇａｎｓ）逃避行为的研究则更为广泛和深入，
不适宜的气味、温度、盐离子和病原细菌都能诱发

线虫的逃避行为．此外，由于以土壤中的细菌为食，
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线虫还进化出有效区分病原

细菌和有益细菌食物，敏锐的感知并逃离病原菌的

能力［２－３］ ．依据秀丽隐杆线虫对病原细菌逃避行为

形成方式的不同，病原逃避行为分为本能逃避和学

习型的逃避两类．五羟色胺 ＴＰＨ－１、ＴＧＦ－β 信号通

路配体 ＤＢＬ－１、ＤＡＦ－７ 和胰岛素信号肽 ＩＮＳ－６、
ＩＮＳ－７ 参与调控线虫学习型病原逃避． ＴＡＸ － ４ ／
ＴＡＸ－２ 环鸟甘酸门控通道（ＴＡＸ－４ ／ ＴＡＸ－２ ｃＧＭＰ
－ｇ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胰岛素受体 ＤＡＦ－２、神经肽受体

ＮＰＲ－１ 和泛素化 Ｅ３ 连接酶 ＨＥＣＷ－１ 则参与本能

逃避行为调控．

１　 依赖于学习的病原逃避行为

大肠杆菌 ＯＰ５０（以下简称 ＯＰ５０）是线虫 Ｃ．ｅｌ⁃
ｅｇａｎｓ 的食物，而铜绿假单胞菌 ＰＡ１４ （以下简称

ＰＡ１４）则是线虫的致病菌．然而当线虫首次同时嗅

到 ＯＰ５０ 和 ＰＡ１４ 的 气 味 时， 线 虫 更 喜 欢

ＰＡ１４［４－５］，且被其吸引．研究发现这种偏好行为主

要由 ＡＷＢ 神经元的神经肽 ＮＬＰ－９、受体 ＮＰＲ－１８
以及 ＡＷＣ 神经元的神经肽 ＮＬＰ－１、受体 Ｇα ＯＤＲ
－３ 介导［５－６］ ．此外，线虫偏好会随着对食物质量的

好坏感知而发生改变，将线虫放入 ＰＡ１４ 菌斑中训

练 ４ ｈ 后，会对 ＰＡ１４ 的伤害产生记忆，再次嗅到

ＰＡ１４ 气味，发生气味偏好转变，表现为对 ＰＡ１４ 的

逃避反应．Ｚｈａｎｇ 等报道这种病原逃避行为与线虫

对病原菌的伤害学习相关［７］，线虫暴露于病原菌

后，ＡＤＦ 神经元中的 ＴＰＨ－１ 表达量增加，合成血

清素进而加强线虫对病原的学习能力激活逃避行

为．反之，当敲除血清素合成基因（ｃａｔ－１、ｃａｔ－４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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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 ｔｐｈ－１ 基因）和受体 ｍｏｄ－１ 后，降低了线虫的

病原学习能力从而抑制逃避行为［７］ ．进一步研究发

现，ＡＤＦ 神经元中合成血清素与中间神经元 ＡＩＺ、
ＡＩＹ 受体 ＭＯＤ－１ 结合，激活下游信号通路调控线

虫逃避行为［５，７］（图 １） ．
其次，ｔｉｒ－１ 基因也参与了依赖于血清素 ＴＰＨ－

１ 介导的学习型逃避行为．ｔｉｒ－１ 同源于哺乳动物的

ＳＡＲＭ 基因，作用于保守信号途径 ＮＳＹ－１－ＳＥＫ－１－
ＰＭＫ－１ ＭＡＰＫ 的上游［８］ ．在线虫抵抗病原菌侵染

的过程中，ＴＩＲ－１－ＮＳＹ－１－ＳＥＫ－１ 信号通路在不同

组织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肠道中，ＴＩＲ－１－ＮＳＹ－１
－ＳＥＫ－１ 信号通路调控天然免疫；而神经元中，ＴＩＲ
－１－ＮＳＹ－１－ＳＥＫ－１ 信号通路作用于 ｔｐｈ－１ 基因上

游调控病原逃避行为［９－１０］（图 １） ．
另一方面，细胞重要代谢通路监测途径也作用

于血清素上游参与病原逃避行为调控．致病菌合成

释放大量毒素和致病因子作用于线虫的转录、翻译

和线粒体呼吸传递链等信号通路，消弱其代谢功能

和抵抗力．线虫通过监测细胞中核糖体、溶酶体和

线粒体的反应变化激活解毒功能、逃避行为和天然

免疫系统以抵抗病原菌的侵染．在病原逃避行为调

控的过程中，线虫感应到细胞核心代谢通路受损

后，激活 ＪＮＫ ＭＡＰＫ 途径（ＭＬＫ－１、ＭＥＫ－１ 和 ＫＧＢ
－１） 传递应激信号到神经系统，进而整合到 ＡＤＦ
神经元，增加合成血清素促进病原逃避行为 ［７，１１］

（图 １） ．

此外，ＴＧＦ－β 途径和胰岛素信号肽 ＩＳＮ － ６、
ＩＮＳ－７ 则独立于血清素途径参与学习型病原逃避

行为调控．ＴＧＦ－β 途径包含 ＤＢＬ－１ 和 ＤＡＦ－７ 两个

配体，ＤＡＦ－７ 参与滞育起始和新陈代谢调控，ＤＢＬ
－１ 参与形态发育和天然免疫调控［１２－１３］ ．当线虫经

过 ＰＡ１４ 训练后，由 Ｇ－ＣａＭＰ 通道介导抑制 ＡＶＡ
神经元的活性，合成释放 ＤＢＬ－１，结合到 ＡＳＩ 神经

元和真皮的受体 ＳＭＡＤ－６，对病原气味感知进行可

塑性调控，从而激活学习型逃避行为［１４］（图 ２） ．与
ＴＧＦ－β 途径的配体 ＤＢＬ－１ 参与学习型逃避行为

的调控不同，ＤＡＦ－７ 只在趋化神经元 ＡＳＩ 中表达

作为应对选择细菌食物好坏的策略［１５－１６］ ．ＰＡ１４ 产

生的 ２ 种次生代谢产物吩嗪酰胺和绿脓菌素螯铁

蛋白激活 ＡＳＪ 神经元 Ｇ 蛋白信号通路，Ｇ 蛋白的

亚基 ＧＰＡ－２ 和 ＧＰＡ－３ 激活 ＤＡＦ－７ 的表达，ＤＡＦ－
７ 分泌后与中间神经元 ＲＩＭ ／ ＲＩＣ 上的受体 ＤＡＦ－１
结合，调控趋氧性行为从而促进线虫对 ＰＡ１４ 的逃

避［１７］（图 ２） ．而在胰岛素信号途径中，ＡＳＩ 神经元

合成类胰岛素信号肽 ＩＮＳ－６ 通过抑制 ＵＲＸ 神经元

中 ＩＮＳ－７ 的表达，进而拮抗 ＲＩＡ 神经元中的 ＤＡＦ－
２ 表达激活线虫病原逃避行为（图 ２） ［１８］ ．

２　 本能的病原逃避行为

ＴＡＸ－４ ／ ＴＡＸ－２ 环鸟甘酸门控通道、胰岛素受

体 ＤＡＦ－２、神经肽受体 ＮＰＲ－１、泛素化 Ｅ３ 连接酶

ＨＥＣＷ－１、和ＴＧＦ－β途径的ＤＡＦ－７ ／ ＤＡＦ－１则参

图 １　 秀丽隐杆线虫依赖于血清素产生的学习型病原逃避行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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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ＴＧＦ－β途径、胰岛素信号途径介导的学习型病原逃避行为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ｅｌｅｇａ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ａｄｏｉｄ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ＧＦ－β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ｕａｎｙ

与线虫本能的病原逃避行为调控．相较于依赖学习

的病原逃避行为，即需要病原细菌有预暴露产生记

忆而发生逃避，沙雷式菌的次级代谢产物 Ｗ２ 则可

以直接使线虫产生本能的逃避反应．研究发现线虫

的这种逃避反应依赖于 ＡＷＢ 神经元 ［１９］，Ｇ 蛋白

ＯＤＲ－３、受体激酶 ＧＲＫ－２、ＴＡＸ－４ ／ ＴＡＸ－２ 环鸟甘

酸门控通道以及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受体 Ｔｏｌ－１ 参与了该逃

避行为的调控［８，１９］（图 ３） ．
此外，当线虫被革兰氏阳性细菌苏云金芽孢杆

菌侵染时，血清素信号途径可产生 ２ 条不同的应对

策略：逃避和咽喉运动．研究发现 ｄａｆ－２ 突变引起

线虫咽喉运动减慢从而减弱对病原物质的吸入，同
时加快线虫逃离苏云金芽孢杆菌的速度．这 ２ 种行

为的应答十分迅速，属于线虫对病原菌本能的应激

反应［２０］（图 ３） ．
神经肽受体 ＮＰＲ － １ 和泛素化 Ｅ３ 连接酶

ＨＥＣＷ－１ 则是另一条调控线虫本能的病原逃避行

为通路．ｎｐｒ－１ 基因调控了多种食物依赖性行为，如
聚集、趋氧和运动等行为［２１－２３］ ．近年来研究发现

ＮＰＲ－１ ２１５Ｆ 菌株 ＣＢ４８５６ （Ｈａｗａｉｉａｎ ｓｔｒａｉｎ）与野

生型菌株 Ｎ２ 相比，ｎｐｒ－１ 基因的活性降低，该菌株

花费更多的时间停留在致病细菌中，因与致病菌接

触时间延长而使致死率增加［２１，２４－２５］ ．泛素化 Ｅ３ 连

接酶 ＨＥＣＷ－１ 可抑制该行为，表现为 ｈｅｃｗ－１ 突变

株线虫逃避反应增强．此外，通过在不同的神经元中

对 ＨＥＣＷ－１ 进行回复发现 ＨＥＣＷ－１ 作用于 ＮＰＲ－１
上游并在 ＯＬＬ 神经元发挥功能［２４］（图 ３） ．

３　 结论与展望

动物肠道对病原细菌十分易感，铜绿假单胞菌

和沙门氏菌能在线虫肠道繁殖，并在数天内将其杀

死，线虫通过启动天然免疫和逃避行为进行自我保

护．其中胰岛素信号途径同时参与了天然免疫和病

原逃避行为的调控．在天然免疫调控过程中，ＡＧＥ－
１ 激活 ＤＡＦ－２ 调控下游 ＤＡＦ－１６ 的转录，使 ＤＡＦ－
１６ 入核调控应对应激反应的基因表达［２６－２７］ ．对于

病原逃避行为调控，胰岛素途径在不同的神经元中

功能不同．例如，ＩＳＮ－１ 在中间神经元 ＡＩＡ 中表达，
激活 ＡＳＥＲ 神经元的受体 ＤＡＦ－２ 调控线虫对盐离

子的逃避行为［２８］，ＩＳＮ－１ 作用于中间神经元 ＡＩＹ、
ＡＩＺ 和 ＲＩＡ 的受体 ＡＧＥ－１ 调控线虫逃避行为［２９］ ．
此外，在 ＡＷＣ 神经元中 ＡＧＥ－１ 调控线虫对气味

的趋避行为［３０］ ．
多种神经递质和一元胺参与线虫对病原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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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秀丽隐杆线虫病原本能逃避行为调控通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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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逃避行为调控，目前报道较多的是 ＡＤＦ 神经元

产生的血清素和中间神经元上的受体 ＮＰＲ－１．其
它的一元胺，章鱼胺参与了线虫饥饿行为调控［３１］，
多巴胺参与线虫对高温的物理性逃避行为［３２－３３］ ．
此外，五羟色胺和多巴胺被认为是食物信号，在培

养基中的五羟色胺等同于食物信号，相反的多巴胺

为饥饿信号．线虫对温度、气味、和盐离子的可塑性

逃避行为多与饥饿相关，因此五羟色胺和多巴胺间

接调控了线虫对环境因子的可塑逃避行为．综上所

述多条信号通路同时参与了线虫对病原细菌和环

境因子的逃避行为调控．
自然环境中的线虫面对复杂的生活环境，进化

出复杂的适应机制．当线虫遭遇高温、高盐、饥饿、
病原菌侵染等不利因素时，正是在多条信号通路的

协同作用下提高线虫的应激能力、天然免疫和激活

逃避行为，增加了线虫不利条件下的生存机率．而
对其中所涉及通路尤其是保守通路的研究，相信对

理解高等生物的环境适应亦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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