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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钙传感器类钙调磷酸酶Ｂ蛋白（ｃａｌｅｉｎｅｕｒｉｎ

Ｂ—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ＢＬ）互作的蛋白ＣＩＰＫ（ＣＢ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在

植物特定的生长发育和应答胁迫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对前期研究得到的玉米ＺｍＣＩＰＫ３Ｊ基因构建原核表达重组载体，进行原
核表达分析，转化重组质粒的大肠杆茵Ｂ１２１茵株能够诱导出期望的目的蛋白。蛋白可溶性分析表明，它是可溶性的蛋白，通
过淀粉树脂柱对其进行纯化，为下一步激酶活性分析提供了有活性的目的蛋白。同时。克隆了ＺｍＣＩＰＫ３Ｊ基因起始密码子
ＡＴＧ上游包括２１８９ｂｐ的启动子区段，顺式作用元件预测分析表明此区段不仅具有ＴＡＴＡ－ｂｏｘ和ＣＡＡＴ．ｂｏｘ等启动子共有序
列，还具有光应答、胁迫应答、发育相关、激素相关及其他功能未知的调控结构域。聚乙二醇（ＰＥＧ）胁迫下。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的
诱导表达进一步表明其能够应答胁迫。且在地上部和根中的表达模式不同。
关键词：ＺｍＣＩＰＫ３Ｊ基因；原核表达；启动子；聚乙二醇；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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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２＋作为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第二信使，在胞

同的外界刺激，将信号转导从而调节植物生长、发

内信号转导途径中发挥重要作用。Ｃａ２＋信号本身的

育、抗逆等下游特异性的生理反应…。特异Ｃａ“信

特异性，包括钙瞬变、钙振荡、钙信号的空间定位和

号直接通过ｃａ２＋结合蛋白（也称ｃａ“传感器）进一

钙波，使得这看似简单的单一离子变化能够区分不

步传递。目前Ｃａ２＋传感器主要有３类蛋白：钙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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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类钙调素蛋白（ｅ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ｐｒｏ—

作为经ＩＰＴＧ诱导的样品。所有的菌液样品室温下

ｔｅｉｎｓ）、钙依赖性蛋白激酶（ＣＤＰＫｓ）和植物中所特有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３０ｓ（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５４１７Ｒ），弃上

Ｂ—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清液，沉淀中加入２×蛋白上样ｂｕｆｆｅｒ（５０ｍｍｏｌ／Ｌ

的类钙调磷酸酶Ｂ蛋白（ｅａｌｃｉｎｅｕｒｉｎ

ＣＢＬ）ｔ２］。前两类蛋白的功能研究已经报道很多，但

Ｔｒｉｓ·ＨＣＩ ｐＨ ６．８。ｌＯＯｍｍｏＬ／Ｌ

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靶蛋白种类较多，具体深入探求

ＳＤＳ，０．１％溴酚蓝，１０％甘油），通过ＳＤＳ·ＰＡＧＥ分

其特异转导ｃａ“信号分子机制比较困难，相比之

析蛋白的表达情况旧Ｊ。

下，ＣＢＬｓ只以一类蛋白激酶ＣＩＰＫｓ（ＣＢ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１．２

Ｂ—ｍｅｒｅａｐｔｏｅｔｈａｎｏｌ，２％

蛋白可溶性分析

ｋｉｎａｓｅ）作为靶蛋白，进行深入研究相对容

取上述已诱导的菌液３ｍｌ逐次加于１．５ｍｌ离心

易，因此，ＣＢＬ自１９９８年被发现以来，ＣＢＬ—ＣＩＰＫ途

管中，室温下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３０ｓ，收集菌体，弃上清

ｐｒｏｔｅｉｎ

径的功能和分子机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巧】。

液，菌体沉淀用适量ＴＥ（５０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Ｉ

ｐＨ

目前，研究已表明ＣＢＬ—ＣＩＰＫ途径通过调节下游基

８．０，０．２ｍｍｏｌ／Ｌ

因表达来调节植物部分生长发育过程，响应一系列

细胞后，４℃下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２０ｍｉｎ，将上清液吸出

不同的外界刺激，如盐、冷、旱、ＡＢＡ胁迫等＂｛１。

ＥＤＴＡ）重悬。放入冰水浴超声破碎

至１．５ｍｌ离心管中，得到的上清液和沉淀物中均加

目前关于ＣＢＬ和ＣＩＰ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拟南

入适量２×蛋白上样ｂｕｆｆｅｒ，煮沸５ｒａｉｎ，立即放置冰

芥和水稻上，玉米上的研究相对较少¨１，本实验室

上１ｍｉｎ，室温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ｍｉｎ，取２０¨１分别进

已通过ＲＡＣＥ方法扩增得到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Ｇｅｎ．

行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Ｂａｎｋ登录号为ＥＵ５１６３２０）。本试验通过原核表达

１．３

蛋白纯化及浓缩

方法在大肠杆菌中成功表达了该基因的重组蛋白

蛋白的纯化主要参考ｐＭＡＬｌｗ蛋白融合和纯化

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可溶性分析证明重组蛋白ＭＢＰ—

系统（ＮＥＢ）里的操作步骤。挑取蛋白原核表达的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是可溶性的，由此可以通过纯化得到有

阳性单克隆于含有氨苄青霉素抗性的ＬＢ培养基，

活性的蛋白；克隆得到了ＺｍＣＩＰＫ３Ｊ基因的启动子

３７℃过夜培养，将菌液按ｌ：１０００的比例转接于

序列，并对启动子序列进行分析，预测基因的功能；

２００ｍｌ含有葡萄糖和氨苄青霉素的高效ＬＢ培养基

对ＺｍＣ俨船Ｊ基因在玉米苗期ＰＥＧ处理下的表达

中，３７。Ｃ摇菌至ＯＤ６００约为０．５时，加入终浓度为

分析进一步推测基因的功能。这些为下一步蛋白激

０．３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３７０Ｃ ２００ｒｐｍ培养３ｈ，诱导目的

酶活性分析以及基因功能研究打下基础。

蛋白表达。所有菌液加入５０ｍｌ离心管中４℃下

材料与方法

１
１．１

４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２０ｍｉｎ，去除上清液，沉淀重悬于Ｃｏｌ—
ｕｍｎ Ｂｕｆｆｅｒ（２０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２００ｍｍｏｌ／Ｌ

ＮａＣＩ；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蛋白原

１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１０ｍｍｏｌ／Ｌ

核表达

于一２０℃冷冻过夜，然后进行超声破碎，４℃下

Ｂ—ｍｅｒｃａｐｔｏｅｔｈａｎ０１）中，放

用带有酶切位点的引物（正向引物５’一ＣＧＧ—

１０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２０ｍｉｎ，所得上清液加入淀粉树脂

ＧＡＴＣＣＡＴＧＴＡＴＣＧＧＧＣＴＡＡＧＡＧＧ．３’和反向弓ｌ物５’一

柱（ＮＥＢ）中进行纯化，最后用含有１０ｍｍｏＬ／Ｌ麦芽

ＣＣＣＡＡＧＣｌ耵ＣＡＴＧＣＴＧＣＣＧＣＧＣＴＧＴＴ．３ ７）扩增Ｚｍ．

糖的Ｃｏｌｕｍｎ Ｂｕｆｆｅｒ将纯化的蛋白洗脱出来。利用

ＣＩＰＫ３１的编码区，通过酶切位点将其连接到ｐＭＡＬ—

透析袋在ＰＥＧ８０００的处理下将纯化的蛋白进行浓

ｃ２Ｘ原核表达载体（ＮＥＢ）上，构建ｐＭＡＬ－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缩。最后通过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查蛋白纯化及浓缩的

原核表达重组载体，与作为对照的空载体ｐＭＡＬ—

情况。

ｃ２Ｘ分别转化大肠杆菌ＢＬ２１菌株（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进

１．４

启动子克隆及序列分析

行原核表达分析。挑取阳性单克隆于含有氨苄青霉

对已知的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ＤＮＡ序列在网站ｈｔｔｐ：／／

素抗性的ＬＢ培养基，３７℃过夜培养，将菌液按

ｍＩｒＷ．ｐｌａｎｔｇｄｂ．ｏｒｇ里进行Ｂｌａｓｔｎ分析，得到了启动

１：１０００的比例转接于１５ｍｌ新鲜的氨苄青霉素抗性

子参考序列信息，据此序列设计特异引物（５’．

ＬＢ培养基中，３７。Ｃ摇菌至ＯＤ６００约为０．５时，取出

’ＩＴＣＡＧＣＡＧＡＡＣＡＣＴＧＧＴＣＧＧ－３’和５’一ＧＣＣＣＴＣＴＴＡ—

ｌｍｌ菌液于１．５ｍｌ离心管中，作为未进行ＩＰＴＧ（ｉｓｏ．

ＧＣＣＣＧＡＴＡＣＡＴ一３’），以玉米自交系ＣＮｌ６５的基因

ｐｒｏｐｙｌ．Ｂ．Ｄ．ｔｈｉ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诱导的样品，余下菌液加
入终浓度为０．３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３７。Ｃ ２００ｒｐｍ培养

组ＤＮＡ为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预期的扩增产物大

３ｈ，诱导目的蛋白表达，取１ｍｌ于１．５ｍｌ离心管中，

５９．９℃３０ｓ，７２℃２ｒａｉｎ，３６个循环；７２℃１０ｍｉ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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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为２０００ｂｐ。ＰＣＲ程序为：９４０Ｃ

５ｒａｉｎ；９４０Ｃ

３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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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扩增得到的目的ＰＣＲ产物连接到ｐＭＤｌ８－Ｔ载体
（Ｔａｋａｒａ）上，测序得到启动子序列。利用启动子在
线预测软件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ｈｔｔｐ：／／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ｐｓｂ．
ｕｇｅｎｔ．ｂｅ／ｗｅｂｔｏｏｌｓ／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ｈｔｍｌ／）分析启动子区可

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结果与分析

２

蛋白原核表达

２．１

能存在的顺式作用元件。
１．５

１１卷

对本实验室已克隆得到的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预测

试验材料与处理

其理论平均蛋白分子量为５０．８ ｋＤ，为验证该基因

玉米抗旱自交系ＣＮｌ６５为本研究所用试验材

在大肠杆菌体内能否真正表达一个类似大小的蛋

料。种子经灭菌处理（７５％乙醇１ｒａｉｎ，０．５％次氯酸

白，故对其进行原核表达分析。因所使用的ｐＭＡＬ—

钠２０ｍｉｎ）后，用蒸馏水冲洗５遍，然后播种于装有

ｃ２Ｘ原核表达载体内部含有１个约４２．５ｋＤ的标签

蛭石的盒子中，每盒种４株。放置光照培养箱中培

蛋白（麦芽糖结合蛋白：ｍａｌｔｏｓ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养，长日照条件（１６ｈ光，２８℃／８ｈ暗，２２℃），每３ｄ

ＭＢＰ），因此预测原核表达系统中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浇水１次。对生长两周的玉米浇灌２０％ＰＥＧ６０００

融合蛋白的分子量为９３．９ ｋＤ。将ｐＭＡＬ空载体

溶液，进行ＰＥＧ胁迫处理，分别取处理０ｈ、１ｈ、５ｈ、

（作为对照）和构建的ｐＭＡＬ．ＺｍＣＩＰＫ３１重组载体分

１２ｈ、２４ｈ的地上部和根，立即经液氮冷冻，一７６℃

别转化大肠杆菌ＢＬ２１菌株，经ＩＰＴＧ诱导后，进行

保存，供提取ＲＮＡ。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结果见图１。可以看出，经ＩＰＴＧ诱

１．６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导后。目的基因菌株诱导表达了略小于９４ｋＤ的蛋
白。而对照菌株只诱导表达了标签ＭＢＰ。由此得

ＰＣＲ。ＲＴ－ｑＰＣＲ）分析
对经ＰＥＧ处理的各取样材料进行总ＲＮＡ提
取，操作步骤依据总ＲＮＡ提取试剂盒说明（ｔｈｅ

出，转化重组质粒的ＢＬ２１菌株经ＩＰＴＧ诱导后能够

Ｔｏｔａｌ

成功的表达分子量接近预测值的目的蛋白ＭＢＰ－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ｇｅｎｔ，ＴＲｌｚｏ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ｏ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进而说明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在大肠杆菌体

然后通过ＤＮａｓｅＩ（Ｔａｋａｒａ）对总ＲＮＡ进行消化处理，

内能够表达一个预测分子量的蛋白，为进一步的蛋

以去除基因组ＤＮＡ污染。利用Ｍ—ＭＬＶ反转录试剂

白可溶性分析打下基础。

ＲＮ Ａ

盒（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将２１．Ｌｇ纯化的总ＲＮＡ反转录成第一
链ｅＤＮＡ，作为ＲＴ—ｑＰＣＲ的模板。据ＲＴ－ｑＰＣＲ引物
设计要求用ＤＮＡＭＡＮ设计ＺｍＣＩＰＫ３Ｊ特异引物
（５’一ＣＡＣＡＴＣＣＴＣＣＴＣＣＡＡＧＡＣＴＣ．３ ７和５’－ＣＣＴＣＴＴＡ－

ＧＣＣＣＧＡＴＡＣＡＴＣＴ－３’）。玉米内参基因ＧＡＰＤＨ被
用于在数据分析时对不同样品ｅＤＮＡ模板的上样量
进行均一化校准，所用引物为５’．ＣＣＣ’丌ＣＡＴＣＡＣ．
ＣＡＣＧＧＡＣＴＡＣ－３’和５’一ＡＡＣＣＴＴＣＴＴＧＧＣＡＣＣＡＣＣＣＴ·
３’。２０ｔｚｌ

ＰＣＲ扩增体系为：１０１山１

Ｔａｑ（ＳＹＢＲ＠Ｐｒｅｍｉｘ
２００

Ｅｘ

图１

２×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ＴａｑＴＭ

Ｋｉｔ，Ｔａｋａｒａ），

ｎｍｏｌ／Ｌ各引物和１ｐ．１模板ｅＤＮＡ。将每一个ＰＣＲ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在大肠杆菌中诱导表达及

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纯化蛋白的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ＺｍＣＩＰＫ３ｌ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ＢＰ－ＺｍＣ口Ｋ３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Ｅ ｃｏｉｌ ａｎｄ

ｂｙ ＳＤＳ－Ｐ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反应所需的组分加样于９６孔板（Ａｘｙｇｅｎ）中，盖好专

Ｍ：蛋白质Ｍａｒｋｅｒ，左侧箭头指向蛋白分子量为９４ｋＤ的条带；１、３：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别表示转化ｐＭＡＬ质粒、ｐＭＡＬ·ＺｍＣＩＰＩＯＩ质粒的大肠杆菌ＢＬ２１菌

用高透光率封口膜（Ａｘｙｇｅｎ），使用Ｉｃｙｃｌｅｒ
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ｏ—Ｒａｄ）进行ＲＴ—ｑＰＣＲ，每个样品３次

重复。ＰＣＲ程序为：９５℃１．５ｍｉｎ；９５℃５ｓ，５８℃
１５ｓ，７２℃２０ｓ，共４０个循环；起始６０℃，每２０ｓ增加

株未经诱导的蛋白表达情况；２、４：分别表示转化ｐＭＡＬ质粒、ｐＭＡＬ—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质粒的大肠杆菌ＢＬ２１菌株经ＩＰＴＧ诱导的蛋白表达情
况；５：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Ｉ纯化蛋白，如右侧箭头所示
Ｍ：Ｐｍｔｅｉ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０．５。Ｃ，经过８０个循环至１００。Ｃ用于进行融解曲线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分析。在Ｅｘｃｅｌ中，用２ｖ＇ｃ＇方法¨叫分别分析地上部

ＣＩＰＫ３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和根中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在不同ＰＥＧ胁迫时间下的相对
表达情况。以未进行ＰＥＧ胁迫处理的０ｈ样品作为
相对参照，其基因表达水平计为ｌ，误差线以标准偏
差ｓ（ｎ＝３）显示。在ＳＡＳ中利用新复极差法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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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ｖｅｌｙ；２，４：Ｓｈｏｗｅｄ

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ｒｒ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１２１

ｔｈ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ＭＡＬ．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Ｌ２１

ｒｉ＃ｔ

ｉｎ

ｔｏ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ｗａ８ ９４

ａｎｄ

ｐＭＡ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５：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ＭＢＰ—ＺｍＣｌＰＫ３１
ａｒｒｏｗ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ＩＰＴＧ，ｒｅｓｐｅ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ｋＤ；１，３：

ｐＭＡＬ－Ｚｍ—

ｉｎ

ｐＭＡＬ
ｂｙ

ａｎｄ

ＩＰＴＧ，ｒ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ｈ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２期

张成伟等：玉米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原核表达及启动子序列分析

蛋白可溶性分析及纯化

２．２

２．３

１８９

启动子克隆及序列分析

ＣＩＰＫｓ被归为植物类ＳＮＦ激酶的ＳｎＲＫ３亚组

在已克隆的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ｅＤＮＡ和ＤＮＡ的

里，是一类蛋白激酶。因此，为验证其激酶活性，首

基础上，为了深入了解其调控结构，因此克隆其启动

要的是能够得到纯化的有活性的蛋白。在大肠杆菌

子区，并进行启动子顺式作用元件预测。图３所示

表达系统中，表达的目标蛋白主要以可溶性蛋白或

为ＰＣＲ扩增启动子所得到的特异条带，大小约为

不溶性包涵体两种形式存在，菌体细胞破碎后，不溶

２０００ｂｐ。经测序后，得到了起始密码子ＡＴＧ上游

性包涵体主要存在于沉淀物中，蛋白的结构已发生

２１８９ｂｐ的启动子区段（ＧｅｎＢａｎｋ：ＥＵ５１６３２０）。经

变化，不能进行激酶活性分析；而可溶性蛋白主要存

启动子在线预测软件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１分析其可能存

在于上清液中，是具有活性的蛋白，能够用于激酶活

在的顺式作用元件，结果见表１。启动子区顺式作

性分析。因此，首先要对上述成功表达的ＭＢＰ—Ｚｍ·

用元件按其功能基本归为六大类，不仅具有ＴＡＴＡ．

ＣＩＰＫ３１融合蛋白进行可溶性分析。收集已诱导表

ｂｏｘ和ＣＡＡＴ．ｂｏｘ等启动子共有序列，还具有光应答、

达了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融合蛋白的大肠杆菌菌体，超

胁迫应答、发育相关、激素相关及其他功能未知的调

声破碎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和沉淀物，经ＳＤＳ—ＰＡＧＥ

控结构域。由此推断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可能参与特定

分析，结果见图２。可以看出，上清液和沉淀物中都

的植物发育过程，应答光、多种胁迫及激素信号等，参

有同原核表达分析一样的目的蛋白存在。由此得

与植物体内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出，大肠杆菌中诱导表达的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融合蛋
白同时以可溶性蛋白和不溶性包涵体形式存在，可
以进行进一步的可溶性蛋白纯化工作。将含有可溶
性目的蛋白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的上清液过淀粉树脂
柱，得到纯化的蛋白，结果见图１（泳道５）。由此为
下一步蛋白的激酶活性分析提供了纯化且有活性的
目的蛋白。
图３

Ｚｍａ州口Ｊ启动子克隆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ｍａｒｋｅｒ。左侧箭头指向２０００ｂｐ的条带；１：未加入模板的负对

Ｍ：ＤＮＡ

照；２：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启动子的扩增。产物如图中右侧箭头所示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表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ｓ

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００ ｂｐ；１：

ｒｉｇｈｔ

ａｒｒｏｗ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ｏｔｉｆｓ ｉｎ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蛋白的可溶性分析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Ｚ肘ｃＪ嘲Ｊ启动子区调控序列预测

Ｔａｂｌｅ １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在大肠杆菌中诱导表达

图２

ａｒｒｏ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ｈｏｗｎ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顺式作用元件

调控序列名称

Ｃｉｓ—ａｃｔ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Ｎａｍｅ

Ｍ：蛋白质Ｍａｒｋｅｒ，右侧箭头指向蛋白分子量为９４ｋＤ的条带；１、２：分

光相关

４ｅｌ—ＣＭＡ２ｂ、ＡＴＣＴ—ｍｏｔｉｆ、Ｂｏｘ Ｉ、ｃｈｓ－ＣＭＡ２ａ

别表示转化ｐＭＡＬ·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质粒的大肠杆菌Ｂ１２１菌株未经ＩＰＴＧ

Ｌｉｇｈｔ

硬１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ｃｏｉｌ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Ｂｏｘ，ＧＡＧ·ｍｏｔｉｆ，Ｉ－ｂｏｘ，Ｌ—ｂｏｘ，ＭＮＦｌ、
ＭＲＥ、Ｓｐｌ、ＴＣＣＣ—ｍｏｔｉｆ

和经ＩＰＴＧ诱导的蛋白表达情况；３、４：分别表示转化ｐＭＡＬ·ｚｍ－
ＣＩＰＩＯＩ质粒的大肠杆菌ＢＬ２１菌株经ＩＰＴＧ诱导，破碎细胞后，上清

胁迫相关

ＡＲＥ、ＧＣ—ｍｏｔｉｆ、ＨＳＥ、ＬＴＲ、ＴＣ—ｒｉｃｈ ｒｅｐｅａ协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液中和沉淀中蛋白表达情况；左侧箭头为诱导表达的ＭＢＰ·Ｚｍ－
发育相关

ＣＩＰｌ０１蛋白位置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ｒｒｏｗ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２：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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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中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受ＰＥＧ诱导的表达

２．４

分析

１１卷

目的蛋白只以包涵体的形式存在，不能得到有活性
的可溶性蛋白，因此，改换ｐＭＡＬ—ｃ２Ｘ原核表达载

已知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是基于干旱和盐胁迫处理

体，结果得到了可溶性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蛋白，并且

下的玉米ＥＳＴ库中的一条ＥＳＴ得到的¨…。为明确

能够纯化（图ｌ，图２），为进一步的蛋白激酶活性分

ＺｍＣＩＰＩＧｌ基因是否受干旱胁迫诱导表达，同时进

析提供了有活性的蛋白。另外，研究已表明Ｚｍ．

一步证明启动子序列分析所推断的基因受胁迫诱

ＣＩＰＫｌ６基因利用同样的原核表达载体，得到纯化且

导，用模拟干旱的ＰＥＧ渗透胁迫来处理玉米，Ｚｍ·

有活性的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ｌ６蛋白，通过激酶活性分

ＣＩＰＫ３Ｊ基因在地上部和根部受ＰＥＧ胁迫的表达情

析，证明了ＺｍＣＩＰＫｌ６确实可以发生自磷酸化和磷

况如图４。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地上部和根部Ｚｍ．

酸化ＭｙＢＰ（ｍｙｅｌｉｎ

ＣＩＰＫ３Ｊ基因都受到ＰＥＧ胁迫诱导表达，但是表达

步明确了对此原核表达系统所得到的可溶性融合蛋

模式不同，表现为地上部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在处理

白进行激酶活性分析的可行性。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底物¨…，由此进一

１２ｈ时开始上调，而根中则在处理ｌｈ就开始下调。

蛋白在体外的原核表达并不能说明在做转基因

由此得出，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受ＰＥＧ胁迫诱导表达，且

功能验证时，基因也能够在植物体内表达且翻译成

在地上部和根部的诱导表达有差异。

有活性的蛋白，但是可以通过原核表达得到的纯化
蛋白制作抗体，在蛋白水平上鉴定转基因阳性株系，

２ Ｏ

繇

錾
醐

ｌ

８

ｌ

６

明确基因是否在转基因植物体内翻译成目的蛋白，
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基因的功能。

１ ４

３．２

ｌ ２

启动子序列信息分析
基因的表达调控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热点，而

Ｏ

ｌ

Ｏ８

启动子作为在转录水平上调节基因表达的重要因

Ｏ６

素，对启动子的研究必不可少。通过对启动子序列

Ｏ４
Ｏ

内的顺式作用元件进行预测分析，不但可以为进一
２）
０

ｌ

５

１２

步的基因表达调控研究提供参考，而且可以为进一

４８

２４

步的基因功能分析提供参考。ＺｍＣＩＰＫ３１的启动子

处理时问（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序列具有光应答、胁迫应答、发育相关、激素相关及
图４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分析ＰＥＧ胁迫下

其他功能未知的调控结构域（表１）。下一步可依据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在地上部和根部的表达情况
Ｆｉｇ．４

这些重要的顺式作用元件，对启动子序列进行区段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ＺｍＣＩＰＫ３１ ｇｅｎｅ

ｉｍｄｅｒ ＰＥ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ｈ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

缺失的ＧＵＳ表达分析，以期得到具有特定调控功能

其中Ｏｈ表示未经胁迫处理，其基因的表达水平作为其他处理时间的

的区段，为应用于植物遗传工程提供分子理论基础。

相对标准，定义为１。误差线以标准偏差（１）表示，·表示样品与对

此外，基因功能分析时，对转基因植株的表型鉴定也

照在０．０５水平上达到显著差异

可依据启动子区域预测的顺式作用元件功能来设计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ａｔ

ｇｉｖｅｎ艄１．Ａｌｌ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ｔｉｍ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

Ｏｈ（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ｆ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ｏｒ

ａｒｅｍｅａｎＢ±５（ｎ＝３），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讨论

３
３．１

处理条件，使得表型鉴定更有效。

ａ暑

可溶性ＭＢＰ－ＺｍＣＩＰＫ３１蛋白的诱导表达

３．３

ＰＥＧ胁迫下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的诱导表达
分析

研究表明，ＣＩＰＫｓ受逆境胁迫诱导表达，在植物
应答逆境胁迫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旧ｏ。ＺｍＣＩＰＫｌ６
被证明受ＰＥＧ、ＮａＣｌ、ＡＢＡ、脱水、热及干旱胁迫的诱

原核表达载体种类有很多，对于特定的基因，并

导表达¨引。ＲＴ．ｑＰＣＲ分析表明，ＺｍＣＩＰＫ３１也受

非与所有的原核表达载体构建的重组载体转化大肠

ＰＥＧ胁迫诱导表达（图４）。下一步将依据启动子序

杆菌后，都能够诱导表达得到可溶性的目的蛋白，有

列分析结果，对其他逆境胁迫处理下的基因表达情

的表现为不能够诱导表达目的蛋白，有的表现为能

况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推测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基因的功能。

够诱导表达蛋白，但只以包涵体的形式存在。本实

此外，ＺｍＣＩＰＫ３１受ＰＥＧ胁迫在地上部和根中

验初期使用了ｐＥＴ一３０ａ（＋）（Ｎｏｖａｇｅｎ）原核表达载

的诱导表达模式是不同的。从统计角度上分析，二

体，得到了诱导表达的目的蛋白，但可溶性分析后，

者的表达模式是相反的，地上部表现为基因的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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