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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根蛋白提取与双向电泳方法的优化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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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建立一套适合小麦根蛋白质组分析的双向电泳系统（２－ＤＥ），得到更加清晰的电泳图谱，本研究以小麦幼苗根
系为材料，对根蛋白的提取方法、上样量等进行了优化。研究发现，上样量为１２００ｔｔｇ时，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提取的蛋白能够获得图
像清晰、分辨率高、重复性好的双向电泳图谱，基本满足小麦根系蛋白质组学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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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世界上广泛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键技术，能够将数千种蛋白同时分离和展示，具有信

全球每年需求量大约为６亿ｔ，并且逐年增加，但是

息量大、分辨率高等特点Ｍ】。蛋白质提取在２－ＤＥ

由于环境恶化、耕地减少等不利因素严重制约着小

技术中至关重要，但是小麦根部含有很多的次生代

麦产量的增加…。因此，改善小麦自身抗逆性成为

谢产物，使电泳图像的分辨率低和重复性差。因此，

提高小麦产量和品质的重要途径。小麦根系直接与

改进蛋白提取方法，使小麦根蛋白在２一ＤＥ图谱上

土壤环境相接触，吸收水分和矿质营养，在不同环境

得到理想的分离，获得高分辨率、高灵敏度和高重复

和不同的发育时期蛋白质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旧·。

性的２－ＤＥ图谱是开展小麦根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首

近年来利用双向电泳和质谱等蛋白质组学方法对小

要条件。

麦幼苗根系蛋白质组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ｐ４－。

本文优化了小麦根蛋白的提取过程，摸索了理

转录水平上提供的信息并不能完全确定基因的

想的蛋白上样量，从而提高了双向电泳图谱的分辨

功能，蛋白质才是生命现象的直接体现者和生理功

率，有利于今后对小麦根系蛋白质组学的分析和

能的最终执行者。蛋白质组最早由Ｗｉｌｋｉｎｓ和

研究。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提出，２一ＤＥ技术作为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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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Ｇｐｈｏｒ等电聚焦系统，等电聚焦参数为：主动水

１材料与方法

化，３０Ｖ，１２ｈ；３００Ｖ，１ｈ；５００Ｖ，１ｈ；１０００Ｖ，ｌｈ；３０００Ｖ，

１．１材料和试剂

ｌｈ；８０００Ｖ聚焦９ｈ。

选取２个小麦品种京．４１１和中国春，在２５℃下

胶条平衡：等电聚焦后，将胶条置于５ｍｌ平衡液

黑暗催芽，然后将发芽一致的种子在１×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Ｉ（５０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Ｉ（ｐＨ ８。８），６ｍｍｏＬ／Ｌ尿素，３０％

营养液中培养，昼温／夜温＝２６０Ｃ／２００Ｃ，光周期白

甘油，２％ＳＤＳ，０．００２％［ｗ／ｖ］溴酚蓝，１％ＤＴＴ）中

天／黑夜＝１６ｈ／Ｓｈ。２叶１心期时收取根系，一８０℃

平衡１５ｒａｉｎ，然后在５ｍｌ平衡液ＩＩ（５０ｍｍｏｌ／Ｌ

保存备用。

ＨＣｌ（ｐＨ ８．８），６ｍｍｏＬ／Ｌ尿素，３０％甘油，２％ＳＤＳ，

Ｔｒｉｚｏｌ溶液（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硫脲、尿素、Ｔｒｉｓ、ＤＴＴ、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１０、４．乙烯吡啶、ＣＨＡＰＳ等购自Ａｍｒｅｓｃｏ公

０．００２％［ｗ／ｖ］溴酚蓝，４％ＩＡＡ）中平衡１５ｍｉｎ，最后
在电极缓冲液中平衡２—３ｍｉｎ。

司，Ｂ一巯基乙醇、溴酚兰、碘乙酰胺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
２Ｄ

Ｑｕａｎｔ Ｋｉｔ、ＩＰＧ—ｂｕｆｆｅｒ（ｐＨ４—７）、Ｅｔｔａｎ

ＩＰＧｐｈｏｒ

等电聚焦系统、ｐＨ４—７ ＩＰＧ胶条（１８ｅｍ）、Ｉｍａｇｅ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分析软件为（ＧＥＨＣ）产品，其他

Ｍａｓｔｅｒ ２Ｄ

ＳＤＳ．ＰＡＧＥ：胶条转移到１２．５％的ＳＤＳ—ＰＡＧＥ
胶上进行低温（１５℃）电泳，１２ｍＡ／ｇｅｌ预电泳
４０ｍｉｎ，２０ｍＡ／ｇｅｌ至电泳结束。
１．５图像扫描分析

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凝胶经考马斯亮蓝染色后，用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ｎｎｅｒ

１．２小麦根蛋白的样品制备
酚提取法

１－２．１

ｌａｂｓｃａｎ，３００ｄｐｉ扫描，用Ｉｍａｇｅ

参照陈蕊红等ｏ¨的方法，并略

有改动。取１ｍｇ小麦幼苗根系，液氮研磨充分后加
入１ｍｌ提取液（蔗糖２５０．６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Ｉ
２０ｍｍｏｌ／Ｌ，
ｌ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

Ｔｒｉｓ—

ｌ Ｏｍｍｏｌ／Ｌ，

５．０。ＧＥ

Ｈｅａｈｈｅａｒｅ）分析ｏ

２结果与分析

１ ｍｍｏｌ／Ｌ，

通过对小麦根蛋白的提取步骤和上样量等关键

Ｘ一１００）研磨

步骤进行优化，建立了适合２－ＤＥ分析的小麦根蛋

ＰＭＳＦ

Ｄ＇ＩＴ和４００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ｔ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ｓｔｅｒ ２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１５ｍｉｎ，离心取上清，加入三氯乙酸（ＴＣＡ）使其终浓

白质组的样品制备方法和电泳条件。

度为１０％，一２０。Ｃ沉淀过夜。沉淀用预冷的丙酮

２．１

（含０．２％ＤＴＴ）洗４次，蛋白干粉于一８０℃储存。

蛋白提取方法和上样量对２－ＤＥ图谱的影响
小麦根系蛋白主要集中于酸性端，为了使根蛋

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参照Ｋｉｒｋｌａｎｄ等¨１的方法，

白得到较好的分离，试验采用了ｐＨ４～７的ＩＰＧ胶

并改进优化。取１ｍｇ小麦幼苗根系，液氮研磨充分

条。上样量对于获得高分辨率的２－ＤＥ图谱至关重

后加入５ｍｌ Ｔｒｉｚｏｌ溶液（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超声波处理后

要，直接影响着２－ＤＥ图谱的重复性，过多过少都会

加入ｌｍｌ氯仿，剧烈震荡１５ｍｉｎ，室内静置５ｍｉｎ。

影响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１．２．２

１３０００ｒｐｍ，４。Ｃ，离心１５ｍｉｎ，弃上层水相，加入６００—

图ｌ为小麦酚抽提法提取的京一４１１根蛋白２－

９５％乙醇，振荡混匀，离心取上清。上清液

ＤＥ图谱，上样量为８００１ＬＬｇ时（图１·Ａ），蛋白点数目

中加入４倍体积的异丙醇沉淀２～３ｈ，离心后沉淀

较少，可观测到２０６±８个蛋白点，很多低丰度蛋白

用５ｍｌ含０．３ｍｏｌ／Ｌ盐酸胍的９５％乙醇溶液洗３次。

难以检测，但当上样量增加至１２００１ＬＬｇ时（图ｌ—Ｂ），

室温放置２０ｍｉｎ，然后再用９５％乙醇清洗２次，

可观测到３８４±２０个蛋白点，且碱性端蛋白点的数

１０００１山１

７０００ｒｐｍ，４℃，离心ｌＯｍｉｎ。最后真空干燥１０ｍｉｎ，
一８０℃冰箱内保存备用。

目明显增多，图像清晰无拖尾现象；但是酸性端的蛋
白点分离较差，出现了严重的横条纹，且背景颜色很
深，致使蛋白点难以通过软件观测。

１．３蛋白定量
Ｕｒｅａ，２ｍｏＬ／Ｌ Ｔｈｉｏｕｒｅａ，

图２为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提取的京一４１１根蛋白的２一

Ｔｒｉｓ—ｂａｓｅ）加入到２ｍｇ蛋白干

ＤＥ图谱，当上样量为８００１儿ｇ时（图２一Ａ），可测得

粉中裂解５ｈ，用２Ｄ Ｑｕａｎｔ蛋白定量试剂盒测蛋白

２２２±１３个蛋白点，当上样量增至１２００ｐ，ｇ时（图２－

浓度。

Ｂ），可得６４９±６个蛋白点，比前者增加了４２７±

将３００１ｘｌ裂解液（７ｍｏｌ／Ｌ
４％ＣＨＡＰＳ，４０ｍｍｏｌ／Ｌ

１．４

２－ＤＥ

１９个。

等电聚焦（ＩＥＦ）：蛋白浓度测定后，吸取一定体

此外，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还明显改善了酸性端蛋白的

积的蛋白溶液，加入ＩＰＧ ｂｕｆｆｅｒ（ｐＨ４—７）使终浓度

分离效果，没有出现横条纹和拖尾，而且背景颜色

为０．５％，然后用水化液补齐至３５０ｐ，１。采用Ｅｔｔａｎ

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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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电泳中，样品中盐离子浓度、ＤＴＴ用量以及
各种环境因素等诸多因素都极易影响其重复性，但
是重复性又是双向电泳甚至是整个蛋白质组学技术
研究中最重要的环节。本试验进行了３次重复，所
得的双向电泳图谱上蛋白点的数目变化幅度不大，
显示了很好的重复性。
２．２

圈１苯酚抽提法提取的京－４１１根蛋白的双向电泳分析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不同的提取方法所得的２一ＤＥ图谱上蛋白点的数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ｅ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ｉｎｇ·－

４１１ ｒｏｏ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量、种类和丰度都会有所不同。用Ｉｍ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上样量８００ｔｔｇ；Ｂ：上样量１２００１ｔｇ
Ａ：８００１＾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Ｂ：１２００１ｚ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ｒｉｚｏｉ抽提法与酚抽提法差异蛋白点的比较
不同的化学试剂与蛋白质的亲和力不同，因此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Ｇ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Ｍａｓｔｅｒ ２Ｄ

Ｈｅａｈｈｃａｒｅ）在相

同参数的情况下对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与酚抽提法所得的
双向电泳的图谱进行分析，共得３２１ ４－２４个，其中
８１±６个是表达量发生显著变化的的差异点。图３
放大了图２中部分差异点，对于蛋白点１、２、３、４，Ｔｒ－
ｉｚｏｌ抽提法所得蛋白点的表达量相对较大，分别是
酚抽提法的２．１１、２．６７、４．９３、３．１６倍，蛋白点５、６
在酚抽提法中没有，而在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中较为清楚，
但是有些蛋白种类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提取的量较低，例

图２
Ｆｉｇ．２

如蛋白点７在酚抽提法中较多，其表达量是Ｔｒｉｚｏｌ

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提取的京一４１１根蛋白的双向电泳分析
Ｔｈｅ
４１１

抽提法中的约２．７７倍。比较发现，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提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取的蛋白种类较多。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ｒｉｚｏｉ

２．３

Ａ：上样量８００ｔｔｇ；Ｂ：上样量１２００斗ｇ
Ａ：８００１ｔ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Ｂ：１２００ｐ．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ｒｉｚｏｉ抽提法的应用
为了验证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制备蛋白的效果，本试

图３酚抽提法２－ＤＥ图谱的放大图（Ａ）及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２－ＤＥ图谱的放大图（Ｂ）
Ｆ嘻３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ｂｏｘ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Ｂ

ａｒｅ

２－ＤＥ ｍａｐｓ

ｆｒｏｍ ｐｈｅｎｏｌ ａｎｄ Ｔｒｉｚ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箭头所示为酚抽提法和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之间部分差异蛋白点。下同
Ａｒｒｏｗｓ ｗｉｔｈ ｎｕｍｅｒｉｃ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８Ⅲ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ｐｏｔｓ．Ｔｈｅ

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验对不同盐浓度处理的中国春幼苗根系进行蛋白提

处理组，共找到约５０６个蛋白点，与图４·Ｂ相比，增

取，在上样量为１２００１ｚｇ时，也同样得到了高分辨率

加了６４个，图４－Ｄ为３．５％ＮａＣＩ处理组，共找到约

的小麦幼苗根系蛋白２－ＤＥ图谱，用软件对各个处

４４９个蛋白点，与图４．Ｃ相比，蛋白点减少了５７个。

理的２．ＤＥ图谱进行了观测和分析。

试验证明，随着盐浓度的增加，蛋白点的数目先增加

图４．Ａ为对照组，分析共得约４２２个蛋白点，图

后减少，而且蛋白点数目差异显著。图５是将图４

４．Ｂ为１．５％ＮａＣＩ处理组，共找到约４４２个蛋白点，

中虚线框内放大，图像显示背景颜色均匀，高丰度蛋

与对照组相比，增加了２０个；图４·Ｃ为２．５％ＮａＣＩ

白点清晰规则，无拖尾现象，有些蛋白点在体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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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

上差异显著，例如蛋白点１０、１２、１３的体积随着盐浓

因此采用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对小麦幼苗的根系进行

度的增加明显下降，蛋白点１１、１４的体积明显增大，

蛋白提取，上样量为１２００１上ｇ时能够得到理想的２一

其中蛋白点１５是经过盐处理后新出现的，在２．５％

ＤＥ图谱，蛋白点形状规则、分辨率高、稳定性好且

ＮａＣＩ处理组中不清楚，但在３．５％ＮａＣＩ处理组中较

重复性较高，可以满足小麦根系蛋白组学分析的

清晰。

要求。

３讨论
３．１蛋白质样品制备
蛋白提取是２－ＤＥ中关键的环节。直接影响电
泳的分辨率、可靠性和重复性∽】。植物根系蛋白提
取和电泳分离效果受到众多物质的影响，如酚类、醌
类、色素以及其他次生代谢产物¨０｜。本试验优化了
小麦根系蛋白质组的提取过程和电泳条件，得到了
较理想的２－ＤＥ图谱。
不同的提取液和沉淀剂对蛋白质溶解性和吸附
力不同，所得的蛋白种类、丰度以及盐离子浓度都有
很大的差异。试验表明，苯酚抽提法中的ＴＣＡ沉淀
和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中的异丙醇沉淀在电泳图谱上有很
大的差异，包括蛋白质的种类、丰度以及背景度。图
１一Ｂ中展示的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蛋白电泳图谱较为理想。
ＴＣＡ沉淀虽然可以抑制蛋白酶的活性，避免蛋白质
的降解，但这种方法导致所制备的蛋白干粉难以完

图４不同盐浓度处理后中国春根蛋白的双向电泳分析
Ｆｉｇ．４

全溶解，从而损失一些膜蛋白和疏水性蛋白…１，例

Ｔｈｅ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如蛋白点５、６、１５。同时，ＴＣＡ是强酸性物质，样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中ＴＣＡ去除不完全，将会造成样品缓冲液的ｐＨ值

Ａ：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１．５％ＮａＣＩ；Ｃ：２．５％ＮａＣＩ：Ｄ：３．５％ＮａＣＩ

过低，导致等电聚焦过程不理想而出现严重的横
向拖尾。Ｔｒｉｚｏｌ抽提法中用异丙醇沉淀，然后用含

图５图４中虚线区域的放大图
Ｆ培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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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

１１卷

０．３ｍｍｏＬ／Ｌ盐酸胍的９５％乙醇溶液清洗，能够有效

淀¨１。现在很多试验中采用了三丁基磷酸（ＴＢＰ）替

的去除蛋白中的干扰物质。从图４中可以看出，用

代Ｄ’丌，因为ＴＢＰ的还原效果远高于ＤＴＴ，而且不

该方法提取的蛋白质稳定性好，重复性高，双向电泳

带电荷，不在等电聚焦中发生移动。本试验是否能

图谱清晰，基本上没有横条纹和拖尾等现象。

采用ＴＢＰ代替ＤｒＩ－Ｉ＇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３．２上样量的选择

本试验认为Ｔｒｉｚｏｌ法可以很好的提取小麦幼苗

适当的上样量直接影响２一ＤＥ图谱的可靠

根系的蛋白质，并能有效的去除样品中的盐离子，获

性¨２４引。上样量过大，在重泡胀期和等电聚焦时蛋

得高分辩率的双向电泳图谱，为从蛋白质水平上了

白质容易发生沉淀，影响聚焦效果，并且丰度较大的

解小麦根系的生理活动和调节机制奠定基础。

蛋白斑点相对较大，易于掩盖一些分子量差异不大
的低丰度蛋白点，横条纹和拖尾较为严重；如果上样
量过低，低丰度蛋自在胶上难以显现，不利于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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