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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利用建立的多效唑诱导中国水仙的ＳＳＨ文库，克隆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锌指基因的ｃＤＮＡ序列，

进行原核表达，为深入研究犖狋犆犆犎犆锌指基因在中国水仙中的功能奠定基础。【方法】采用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多效

唑处理后的中国水仙叶片总ＲＮＡ，反转录成ｃＤＮＡ后，根据已知的ＣＣＨＣ锌指蛋白基因序列设计引物进行基因

克隆和同源性分析，并构建原核表达载体进行诱导表达。 【结果】克隆一段８１０ｂｐ的ｃＤＮＡ编码区序列，编码

２６９个氨基酸，同源性分析表明与多个物种的ＣＣＨＣ基因存在着较高的同源性，命名为犖狋犆犆犎犆。该基因能成

功在狆ＧＥＸ４Ｔ３原核表达载体上实现诱导表达，系统进化树分析表明：犖狋犆犆犎犆与中国莲遗传距离最近。【结

论】克隆了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基因序列，并成功诱导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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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锌指蛋白 （ｚｉｎｃ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ｏｔｅｉｎ）

是一类通过结合锌离子折叠成手指状结构域的蛋

白，主要由半胱氨酸 （Ｃｓｙ）和组氨酸 （Ｈｉｓ）组

成，通过锌离子形成 “指”状四面体结构［１］。其中

ＣＣＨＣ型锌指蛋白既能结合单链 ＤＮＡ 也能结合

ＲＮＡ，广泛地参与细胞生长过程的转录调控、３′

顺式剪接位点选择、多顺反子ＲＮＡ切割、多聚腺

苷酸化和同源重组［２－３］。锌指蛋白基因是逆境响应

的 调 节 物， 中 国 水 仙 犖犪狉犮犻狊狊狌狊 狋犪狕犲狋狋犪

ｖａｒ．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为石蒜科水仙属植物，是中国传统名

花之一。研究中国水仙ＣＣＨＣ型锌指蛋白基因的

克隆与原核表达情况，对提高中国水仙的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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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郑恒等［４］从

日本晴中克隆已知基因犗狊犆２犎犆 （ＡＫ１０３７８５），其

含有１个Ｃ２ＨＣ型锌指结构域，研究表明过表达

犗狊犆２犎犆１∷犌犉犘的拟南芥比野生型优势生长，表

现出较强的抗盐碱性和抗氧化性，说明犗狊犆２犎犆１

基因与抗盐碱性及抗氧化性有关。在大豆疫霉的基

因组，锌指蛋白 ＣＣＨＣ 类的含量特别高，约为

１．９％，比高等植物高出近４倍，说明这类转录因

子有可能在大豆疫霉的生理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从水稻中克隆的含ＣＣＨＣ结构域的犗狊犣犉犘６

基因，经ＮａＣｌ、ＮａＨＣＯ３、Ｈ２Ｏ２处理后，表达量

增加；将基因转到酵母菌中，经 ＮａＨＣＯ３处理后

与对照相比表达量具有明显的增加，说明含ＣＣＨＣ

基因的犗狊犣犉犘６，可提高植株对碱和 Ｈ２Ｏ２的抗

性［５］。目前对中国水仙的基因克隆研究主要集中在

花色相关基因［６］、ＭＡＤＳｂｏｘ基因
［７］、几丁质酶

基因［８］和ＳＴＫ类抗病基因
［９］的研究，本课题组前

期建立的多效唑诱导中国水仙的ＳＳＨ文库为基础，

克隆了中国水仙植物ＡＴ富集序列锌结合蛋白基因

（犖狋犘犔犃犜犣犾）
［１０］，并筛选获得一个全新的中国水

仙犖狋犆犆犎犆锌指基因的ｃＤＮＡ序列，经同源性分

析，构建了中国水仙锌指基因与其他物种的系统进

化关系，以期为深入研究犖狋犆犆犎犆锌指基因在中

国水仙中的功能奠定基础。 【本研究切入点】

犖狋犆犆犎犆与其他物种的同源性及原核表达情况，

是研究中国水仙在多效唑处理后在分子水平上如何

调控基因的表达的前提条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利用建立的多效唑诱导中国水仙的ＳＳＨ文

库，克隆了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锌指基因的ｃＤＮＡ

序列，进行原核表达，为深入研究犖狋犆犆犎犆锌指

基因在中国水仙中的功能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中国水仙 “金盏银台”品种，种球

来源于实验室保存，水仙花种球水养１６ｄ后，每

天用１５０ｍｇ·Ｌ
－１的多效唑喷雾１次，连续喷雾

１０次，取成长期叶片，用液氮冻结后，置于－

７０℃ 冰 箱 中 保 存 备。Ｒ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ｄＮＴＰ

Ｍｉｘｔｕｒｅ、ｐＭＤ１９Ｔ、 限 制 性 内 切 酶 等 购 自

ＴａＫａＲａ（大连）生物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国

产分析纯。ＨＢ１０１、ＢＬ２１菌株为本研究室保存。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基因克隆　采用Ｔｒｉｚｏｌ

法进行总ＲＮＡ的提取，用超微量紫外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ＮＤ１０００）测２６０ｎｍ和２８０ｎｍ下的吸光

值，计算ＲＮＡ纯度和浓度。以ＲＮＡ为模板，合

成ｃＤＮＡ 第一链。根据已获得的中 国水仙含

ＣＣＨＣ保守结构域锌指蛋白基因的ｃＤＮＡ核苷酸

序列设计５′和３′端扩增引物，通过５′ＲＡＣＥ和３′

ＲＡＣＥ的方法，获得中国水仙含ＣＣＨＣ保守结构

域锌指蛋白基因的全长ｃＤＮＡ。

根据已获得的ｃＤＮＡ 片段设计引物，ＣＣ１：

５′ＣＣＣＧＡＡ ＴＴＣ ＡＴＧ ＴＣＴ ＡＧＣ ＡＡＧ ＡＡＴ

ＧＡＡＧＡＡ３′ （含 ＥｃｏＲＩ酶切位点），ＣＣ２：５′

ＴＧＣＧＧＣＣＧＣＴＣＡＡＣＡＴＣＴＣＣＧＡＣＣＧＴＧ

ＣＣＴ３′（含 ＮｏｔＩ酶切位点）。ＰＣＲ扩增程序为：

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然后９５℃变性３０ｓ，５７℃退火

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

伸１０ｍｉｎ。

ＰＣＲ产物经１．５％ 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切胶

回收目的片断，检验产物胶回收情况。将ＰＣＲ胶

回收产物连接到 ｐＭＤ１９Ｔ 上，转化大肠杆菌

ＨＢ１０１，挑选单菌落扩繁，ＰＣＲ验证，送上海生物

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序。

１２２　序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Ｂｌａｓｔ搜索ＮＣＢＩ

的核 苷酸 数据库，进行 序列 相似 分 析。利 用

ＭＥＧＡ６．０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
［１１］。

１２３　犖狋犆犆犎犆基因原核表达载体构建与蛋白表

达分析　用ＥｃｏＲＩ、ＮｏｔＩ双酶切狆ＭＤ犖狋犆犆犎犆

和狆ＧＥＸ４Ｔ３，胶回收、连接、转化，挑选单菌

落扩繁后提取质粒，酶切鉴定后，送上海生工测

序。

阳性重组克隆子转化表达宿主菌犈狊犺犲狉犻犮犺犻犪

犮狅犾犻ＢＬ２１ （ＤＥ３），加入１ｍｍｏｌ·Ｌ－１ＩＰＴＧ，在

３７℃下以２５０ｒ·ｍｉｎ－１过夜培养，离心收集菌体，

用５０ｍＬ５０ｍｍｏｌ·Ｌ－１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 （ｐＨ８．０）

悬浮沉淀；加等体积２×凝胶上样缓冲液，混匀，

１００℃水浴变性处理１０ｍｉｎ；诱导前、后的菌样各

取１０μＬ经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考马斯亮蓝染色检

测蛋白表达情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基因ＯＲＦ的克隆

以反转录后ｃＤＮＡ模板，用特异性引物ＣＣ１

和ＣＣ２扩增特异性目标条带 （图１）。ＰＣＲ产物经

回收、连接、转化大肠杆菌，菌液ＰＣＲ检测获得

阳性克隆。测序结果表明目的片段大小为８１０ｂｐ。

将获得的核苷酸序列应用ＤＮＡＭＡＮ软件进行分

析和预测，编码了２６９个氨基酸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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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ＰＣＲ电泳检测

犉犻犵．１　犘犆犚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犖狋犆犆犎犆犻狀犖．狋犪狕犲狋狋犪狏犪狉．

注：Ｍ为 Ｍａｒｋｅｒ；１、２为犖狋犆犆犎犆基因。

Ｎｏｔｅ：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２：犖狋犆犆犎犆．

图２　犖狋犆犆犎犆基因核苷酸序列及推导的氨基酸序列

犉犻犵．２　犇犖犃犪狀犱犱犲犱狌犮犲犱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狅犳犖狋犆犆犎犆

２２　基因的同源性分析及系统进化树的构建

将测 序 结 果 应 用 ＮＣＢＩ 网 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ｈｎ．ｎｉｈ．ｇｏｖ／）Ｂｌａｓｔ软件进行序列同

源性比对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获得的中国水仙

犖狋犆犆犎犆基因编码区与多个物种含ＣＣＨＣ结构域

基因核苷酸序列同源，其中与中国莲 犖犲犾狌狀犫狅

狀狌犮犻犳犲狉犪 （ＸＰ０１０２５９３１７）、 棉 花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

犪狉犫狅狉犲狋狌犿 （ＫＨＧ０３９７８．１）、葡萄犞犻狋犻狊狏犻狀犻犳犲狉犪

（ＸＰ００２２７６９７３．１）等植物一致性达８０％以上。

系统进化树是物种的进化史，通过构建系统进

化树可以根据这些物种的祖先描述它们的进化关

系。利用 ＭＥＧＡ ６．０ 软 件 对 日 本 水 稻 犗狉狔狕犪

狊犪狋犻狏犪犑犪狆狅狀犻犮犪 （ＡＫ１０３７８５．１）、小麦 犃犲犵犻犾狅狆狊

图３　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基因的系统进化树的构建

犉犻犵．３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狆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狋狉犲犲犳狅狉犖狋犆犆犎犆犻狀犖．

狋犪狕犲狋狋犪狏犪狉．

狋犪狌狊犮犺犻犻（ＥＭＴ３１４６６）、梅花 犘狉狌狀狌狊犿狌犿犲（ＸＰ＿

００８２２３３１８．１）、 拟 南 芥 犃狉犪犫犻犱狅狆狊犻狊狋犺犪犾犻犪狀犪

（ＡＡＤ２２６９８）、水稻 犗狉狔狕犪犫狉犪犮犺狔犪狀狋犺犪 （ＸＰ ＿

００６６６２８０６）、中 国 莲 犖犲犾狌狀犫狅狀狌犮犻犳犲狉犪 （ＸＰ ＿

０１０２５９３１７）、 葡 萄 犞犻狋犻狊 狏犻狀犻犳犲狉犪 （ＸＰ ＿

００２２７６９７３．１）、 棉 花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 犪狉犫狅狉犲狋狌犿

（ＫＨＧ０３９７８．１）、桑 树 犕狅狉狌狊狀狅狋犪犫犻犾犻狊 （ＸＰ ＿

０１００９７９５３）、 巴 旦 木 犘狉狌狀狌狊 狆犲狉狊犻犮犪 （ＸＰ ＿

００７２２３７７７６．１）和中国水仙犖狋犆犆犎犆等１１个物种

含ＣＣＨＣ结构域基因的核苷酸序列构建系统进化

树。从图３看出，从遗传距离上看，这些植物的基

因的亲缘关系都比较接近，聚为两大类，一类是拟

南芥和小麦，其余９种植物聚为一类，犖狋犆犆犎犆

与中国莲遗传距离最近。

２３　犖狋犆犆犎犆基因的原核蛋白表达分析

２３１　原核表达载体的酶切鉴定　对重组质粒

狆犌犈犡犖狋犆犆犎犆 以 ＥｃｏＲＩ、ＮｏｔＩ双酶切鉴定

（图４），分别获得载体片段约４９００ｂｐ和８１０ｂｐ

目的片段两个条带，表明目的片段已成功插入表达

载体。

２３２　融合蛋白的诱导表达　由狆犌犈犡犖狋犆犆犎犆

表达得到的融合蛋白前半部为质粒本身的谷胱甘肽

转移酶 （ＧＳＴ），后半部为犖狋犆犆犎犆基因编码的蛋

白。ＧＳＴ 蛋白分子量为 ２６ｋＤａ，而从插入的

犖狋犆犆犎犆基因片段的核苷酸序列推导出蛋白分子

量为３０．０４６８ｋＤａ，故融合蛋白的分子量应为

５６．０４６８ｋＤａ。融合蛋白经ＩＰＴＧ 诱导后，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跑胶验证 （图５），表明目的蛋白已诱

导表达，其分子量约为５６ｋＤａ与目的基因片段

（３０．０４６ｋＤａ）和 ＧＳＴ 标签蛋白大小之和基本

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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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狆犌犈犡犖狋犆犆犎犆的酶切鉴定

犉犻犵．４　犈狀狕狔犿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犌犈犡犖狋犆犆犎犆

注：Ｍ为 Ｍａｒｋｅｒ；１为酶切ｐＧＥＸ犖狋犆犆犎犆。

Ｎｏｔｅ：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ｎｚｙｍｅｐＧＥＸ犖狋犆犆犎犆

图５　犖狋犆犆犎犆基因诱导表达蛋白ＳＤＳＰＡＧＥ鉴定

犉犻犵．５ 　 犛犇犛犘犃犌犈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狅犳 犖狋犆犆犎犆犻狀犱狌犮犲犱

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狆狉狅狋犲犻狀

注：泳道 Ｍ为标准蛋白分子量；泳道１为诱导前；２为诱导后。

Ｎｏｔｅ： Ｍ：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ａｒｋｅｒ；１：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２：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　讨论与结论

锌指结构蛋白基因，具有指状结构特征，根据

蛋白结构中半胱氨酸和组氨酸残基的数目和顺序有

Ｃ２Ｈ２，ＣＣＨＣ和 Ｃ２Ｃ２等结构类型，主要通过与核

酸的相互作用如促进转录、抑制转录、单链ＤＮＡ／

ＲＮＡ结合等进而影响整个生命过程，多数锌指蛋

白是逆境响应的正调节物［１２］。

本试验以前期建立的多效唑诱导中国水仙的

ＳＳＨ文库为基础，克隆了中国水仙 犖狋犆犆犎犆 基

因，其推导的氨基酸序列具有一个ＣＨＣＣ锌指结

构域。多效唑是一种广谱型的植物生长延缓剂，在

中国水仙盆栽水养的过程中施用可让水仙植株矮

化，株形紧凑，提高观赏价值［１３－１４］，致矮化的原

理为喷施后水仙的根、叶生长降低、叶绿素含量增

加、光合速率、光合／呼吸比率提高，同时提高水

仙叶片ＩＡＡ 氧化酶活性，从而降低体内ＩＡＡ 含

量，致使水仙的矮化［１５－１６］。犖狋犆犎犆犆基因在喷施

多效唑后，水仙植株矮化后的表达情况需进一步的

进行试验，另外中国水仙在多效唑处理后，在分子

水平上如何调控犖狋犆犎犆犆这些基因的表达，从而

达到矮化及改善株型的作用，还未见有相关的研究

报道。因此，锌指结构蛋白基因在多效唑矮化中国

水仙的过程中在激发抗性方面起的作用还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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