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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耍：结合ＲＡＣＥ和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技术从十倍体长稳偃麦草中克隆了ＡＰ２家族的一个全长ｅＤＮＡ序列，命名为眈．

ＡＰ２．２。序列分析表明，该基因具有一个８３７ｂｐ的开放阅读框，编码２７９个氨基酸残基，含有一个保守的ＡＰ２结构域，是ＡＰ２
大家族的一个新成员。该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已有的普通小麦ＡＰ２家族两个同源基因编码蛋白ＴａＤＲＥＢＩ和
ＴａＤＲＥＢＷ５０（登录号分别为：ＡＡＬ０１１２４．１和ＡＡＹ４４６０５．１）具有９８％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与大麦ＡＰ２蛋白ＨｖＤＲＥＢＩ－ａ（登
录号ＡＡＹ２５５１７．１）、高羊茅ＡＰ２蛋白ＦａＤＲＥＢ２Ａ（登录号ＣＡＧ３０５４７．１）及水稻ＯｓＤＲＥＢ２．２（登录号ＡＹ０６４４０３）的氨基酸序列
一致性分别为９３％、８６％和６９％。说明该基因与小麦ＡＰ２家族基因的同源性最高。本研究除获得了长穗偃麦草一个重要抗
逆转录因子基因ＥｅＡＰ２．２的全长ｃＤＮＡ序列外，也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克隆功能基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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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干旱等非生物逆境胁迫对植物的生长发育

盐等逆境因子诱导，并启动下游一系列抗逆功能基因

有重大的影响，是造成农作物减产的直接原因…。研

的表达…。将此类基因转入到拟南芥‘３１、烟草‘４１等

究发现，在植物中ＤＲＥＢ类转录因子基因受干旱、高

模式植物中可以显著提高植物对逆境的综合抗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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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期

示出ＤＲＥＢ类基因在作物抗逆改良上的巨大应用潜

７６５

１．３引物设计

力。在当前生态环境，尤其水资源日益恶化的状况

根据已报道的长穗偃麦草近缘植物中ＤＲＥＢ

下，开发优良资源植物的ＤＲＥＢ类转录因子基因，为

类转录因子保守区氨基酸序列和碱基序列，设计

作物转基因研究提供优质候选基因，进而培育出高抗

与保守区两端相应的的简并引物ＡＰ２ａ和ＡＰ２ｂ

逆性的作物品种显得尤为重要ｐ１。

（表１）。用于扩增３端的锚定引物Ｔ，ｄＴ。。及Ｔ，

长穗偃麦草（Ｔｈｉｎｏｐｙｒｕｍ Ｐｏｎｔｉｃｕｍ，２ｎ＝７０）
属于禾本科小麦族（Ｔｒｉｔｉｃｅａｅ Ｄｕｍｏｒｔ）偃麦草属

见表１。
ＲＮＡ和ＤＮＡ的提取

１．４

用Ｒ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高盐处理材料的总

（Ｔｈｉｎｏｐｒｕｍ）的多年生野生植物，具有较强的抗旱
性、抗寒性和耐盐碱的能力。长穗偃麦草可以与

ＲＮＡ，ＣＴＡＢ法提取未做处理材料的基因组ＤＮＡ。

小麦进行杂交，是小麦育种的一种重要远缘亲本，

１．５

ＲＴ－ＰＣＲ

也是小麦抗病育种的重要抗原植物之一，在我国

ＲＴ反应参照ＴＩＡＮＳｅｒｉｐｔ ｅＤＮＡ第一链合成试

小麦许多大面积推广品种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

剂盒说明书进行，以试剂盒提供的ｏｌｉｇｏ（ｄＴ）。，为反

用¨１。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挖掘长穗偃麦草

转录引物，合成长穗偃麦草ｅＤＮＡ第一链。
．以长穗偃麦草ｅＤＮＡ第一链为模板，用ＡＰ２ａ／

的优良基因资源，将为小麦转基因育种奠定坚实

ＡＰ２ｂ引物对扩增长穗偃麦草ＤＲＥＢ基因。在２０斗１．

的物质基础。
ＲＡＣＥ（ｒａｐｉ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ＤＮＡ

ｅｎｄｓ）技术

是目前公认的一种快速、便捷地获取基因全长ｃＤ—
ＮＡ的克隆方法ｏ¨。该方法能够通过已知的部分基
因序列快速扩增ｅＤＮＡ的３’端或５’端未知序列区
域。但由于某些基因碱基序列特殊性的限制，使得
单纯采用ＲＡＣＥ技术不容易得到这些基因的全序
列。此时采用一些其他的克隆技术配合使用，便极

反应体系中加入上述ＲＴ反应液１斗ｌ，正向引物
ＡＰ２ａ和反向引物ＡＰ２ｂ（皆１０
１０×ＰＣＲ
１Ｕ Ｔａｑ

功克隆了ＤＲＥＢ类转录因子基因ＥｅＡＰ２．２，并对该
方法进行了总结分析。

Ｂｕｆｆｅｒ（含ＭｇＣｌ２）２１．ｄ，２００ｉ．Ｌ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

ＤＮＡ聚合酶。循环参数为：９４℃预变性

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 ８，５８℃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１ｒａｉｎ，
３０个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扩增产物克隆
到ｐＥａｓｙ—ＩＴ载体，进行测序。
１．６

为简便、有效。本研究采用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与
ＲＡＣＥ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从十倍体长穗偃麦草中成

ｐｍｏ‰１）各ｌ斗ｌ，另有

３

７Ｊ渔ＣＥ扩增

根据已克隆的长穗偃麦草ＤＲＥＢ基因部分序列
设计用于扩增基因３ ７端的引物ＡＰ２ｅ（表１）。参照
ＴＩ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ｃＤＮＡ第一链合成试剂盒以Ｔ７ｄＴｌ８引物

代替试剂盒中的ｏｌｉｇｏ（ｄＴ）。，反转录合成第一链ｃＤ．
ＮＡ，并以此为模板，应用ＡＰ２ａ／Ｔ，，ＡＰ２ｃ／Ｔ７引物对

１材料与方法

进行半巢式ＰＣＲ，扩增基因的３’端序列。２０斗Ｌ
１．１材料及试剂

扩增反应体系同上。第１轮扩增循环参数为：９４℃

植物材料长穗偃麦草受赠于美国国家种质资源
实验室（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索取号Ｐ１３４００６６。大肠杆菌感受态，Ｐｅａｓｙ—Ｔ载体，
Ｔａｑ

ＰＣＲ

ＤＮＡ聚合酶购自全式金公司，ＲＮＡ提取ｋｉｔ，１

ｓｔ

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５９℃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
１ｒａｉｎ

２０ｓ，１０个循环；９４℃变性３０ｓ，５３℃退火３０ｓ，

７２℃延伸１ｍｉｎ ２０ｓ，２０个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
第２轮扩增循环参数为：９４℃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４℃变

ｅＤＮＡ合成ｋｉｔ购白天根生物公司，Ｇｅｎｏｍｅ

性３０ｓ，５７℃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ｒａｉｎ ２０ｓ，１０个循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ｋｉｔ购自ＴａＫａＲａ，引物合成由上海生工完

环；９４℃变性３０ｓ，５４℃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

成，测序由华大基因完成。

２０ｓ，２０个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ｒａｉｎ。３ ７ＲＡＣＥ扩增产

１．２植物材料的准备

物克隆到ｐＥａｓｙ—ＩＴ载体，进行测序。

ｓｔｒａｎｄ

将长穗偃麦草种子用清水洗净，浸种催芽，播种

１．７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

于含蛭石的花盆中，置于光照培养室。２８℃，１６ｈ光

在获得的３’端序列中，按照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试

照／Ｓｈ黑暗培养。３０ｄ后，收获幼苗。将幼苗浸泡

剂盒要求设计３条用于获得基因５’端未知序列的嵌

于２５０ｍ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溶液中，高盐处理４ｈ以诱导相

套ＧＳＰ反向引物：ＧＳＰｌ、ＧＳＰ２和ＧＳＰ３（表１）。以提

关基因的表达。将未作处理和高盐处理后的植物材

取的长穗偃麦草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ＴａＫａＲａ Ｇｅｎｏｍｅ

料速冻于液氮中，于一７０ｃｃ保存。

Ｗａｌｋｉｎｇ试剂盒提供的４种兼并引物ＡＰｌ、ＡＰ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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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６

ＡＰ３，ＡＰ４为上游引物，嵌套ＧＳＰ引物为下游引物进
行半巢式ＰＣＲ。根据试剂盒要求，以０．１—１斗ｇ的基
因组ＤＮＡ作为模板，配制５０１ＬＬｌ体系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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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酶。第１轮扩增循环参数为：９４。Ｃ

长穗偃麦草ＥｅＡＰ２．２基因的克隆引物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ＥｅＡＰ２．２ ｃＤＮＡ ｆｒｏｍ Ｅ玲ｔｒｉｇ泌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ＰＣＲ扩增

反应液：基因组ＤＮＡ（３１７ｎｇ／斗１）１．５斗ｌ，正向引物ＡＰｌ
和反向引物ＧＳＰｌ各ｌ斗ｌ，１０×ＬＡ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弓Ｊ物名称
Ｐ—ｍｅｒ

引物长度（ｂｐ）
引物序列
Ｐｒｉｍｅｒ

ｎａ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ＤＮＡ聚

１ｍｉｎ；９８。Ｃ

１ｒａ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６３℃退火１ｍｉｎ，７２０Ｃ延伸３ｍｉｎ，５
个循环；９４。Ｃ变性３０ｓ，２５０Ｃ退火３ｍｉｎ，７２０Ｃ延伸
２ｍｉｎ，１个循环；９４℃变性３０ｓ，６３℃退火１ｍｉｎ，７２。Ｃ延
伸２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６３℃退火１ ｒａｉｎ，７２。Ｃ延伸
２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４４０Ｃ退火１ｒａｉｎ，７２０Ｃ延伸２ｍｉｎ，
１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ｒａｉｎ。以１斗ｌ

１ ｓｔ

ＰＣＲ扩增反

应产物为模板，正向引物ＡＰｌ和反向引物ＧＳＰ２各
１斗ｌ，配制同上的５０ｔｄ体系２ｎｄ ＰＣＲ扩增反应液。第
２轮扩增循环参数为：９４。Ｃ变性３０ｓ，６５℃退火１ｍｉｎ，
７２℃延伸２ｍｉｎ，９４０Ｃ变性３０ｓ，６５。Ｃ退火１ｒａｉｎ，７２℃
延伸２ｍｉｎ，９４０Ｃ变性３０ｓ，４４０Ｃ退火１ｍｉｎ，７２℃延伸
２ｍｉｎ，１５个循环；７２。Ｃ延伸１０ｒａｉｎ。以１ｔｘｌ

２ｎｄ

ＰＣＲ扩

增反应产物为模板，正向引物ＡＰｌ反向引物ＧＳＰ３各

ｆｏｐ）

圈

１斗ｌ，配制同上的５０１ｘｌ体系３ｒｄ ＰＣＲ扩增反应液。第
３轮扩增循环参数同第２轮扩增循环参数。另分别
以ＡＰ２、ＡＰ３、ＡＰ４为上游引物，配制同上的ＰＣＲ扩增
反应液体系进行３轮ＰＣＲ扩增。将第３轮ＰＣＲ扩增
产物克隆到ｐＥａｓｙ—ＩＴ载体，进行测序。
１．８序列分析及ＯＲＦ框的获得
将测序得到的基因序列用ＤＮＡＭＡＮ软件进行
序列拼接和分析。Ｐｒｉｍｅｒ５软件设计扩增基因开放
读码框的引物：Ｅ２．２Ｆ、Ｅ２．２Ｒ（表１）。以ｏｌｉｇｏ

２５０
ｌｏｏ

（ｄＴ）。，引物反转录获得的第一链ｃＤＮＡ为模板，应
用Ｅ２．２Ｆ／Ｅ２．２Ｒ引物对扩增基因的开放读码框，
ＰＣＲ扩增产物克隆到ｐＥａｓｙ．Ｔ载体，测序，用于以后

图１

基因的功能研究。

ＥｅＡＰ２．２

ｃＤＮＡ部分片段扩增结果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ＥｅＡＰ２．２

Ｆｉｇ．１

ｃＤ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Ｍ：ＤＮＡ分子量标记ＤＬ一２０００；１：用ＡＰ２ａ和

２结果与分析

ＡＰ２ｂ引物对扩增的ＰＣＲ产物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一２０００；１：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２．１

ＥｅＡＰ２．２

ｕｓｉｎｇ ＡＰ２ａ ａｎｄ ＡＰ２ｂ ｐｒｉｍｅｒ

ＲＴ－ＩＰＣＲ扩增结果

以长穗偃麦草第一链ｃＤＮＡ为模板，利用

２．２

ＥｅＡＰ２．２

ｐａｉｒ

３’ＲＡＣＥ扩增结果

ＡＰ２ａ／ＡＰ２ｂ引物对扩增，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

以Ｔ，ｄＴ。。引物反转录获得的第一链ｃＤＮＡ为

电泳检测显示得到一条长约１００ｂｐ的片段（图１），

模板，应用ＡＰ２ａ／Ｔ，，ＡＰ２ｃ／Ｔ，引物对进行半巢式

测序结果显示这条片段长１１７ｂｐ，且编码的氨基

ＰＣＲ。第１轮扩增未得到特异条带，第２轮扩增产

酸序列与已报道的其他植物ＤＲＥＢ基因保守区

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显示得到一条约７５０ｂｐ

序列有很高的同源性（图２），命名该基因为眈一

的片段（图３），经测序片段长７９４ｂｐ，包含一个

ＡＰ２．２。

Ｐｏｌｙ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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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Ｆｉｇ．３

Ｅ￡ＡＰ２．２ ３’ＲＡＣＥ扩增结果

ＰＣＩｉ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３ｔ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ＥｅＡＰ２．２

Ｍ：ＤＮＡ分子量标记ＤＬ一２０００；１：

Ｆｉｇ．４

用ＡＰ２ｃ和Ｔ，引物对扩增的３’ＲＡＣＥ ＰＣＲ产物
Ｍ：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一２０００；１：３’ＲＡ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Ｐ２ｃ

图４昱ｅＡＰ２．２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扩增结果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ＥｅＡＩ”２．２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Ｍ：ＤＮＡ分子量标记Ｉ）Ｌ一２０００；
１：用ＡＰ４／ＧＳＰ３引物对扩增的ＰＣＲ产物；

２：用ＡＰ３／ＧＳＰ３引物对扩增的ＰＣＲ产物；

ａｎｄ Ｔ７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

３：用ＡＰ２／ＣＳＰ３引物对扩增的ＰＣＲ产物；

２．３

ＥｅＡＰ２．２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扩增结果

以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参照Ｇｅｎｏｍｅ

４：用ＡＰＩ／ＧＳＰ３引物对扩增的ＰＣＲ产物

Ｗａｌｋｉｎｇ

步移试剂盒进行半巢式ＰＣＲ反应，经过３轮ＰＣＲ扩
增后，将得到的ＰＣＲ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以兼并引物ＡＰ２和ＡＰ４为上游

Ｍ：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一２０００；
１：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Ｐ４／ＧＳＰ３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
２：ＰＣＩｌ ｐｒ０（１ｕｃ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ｕ８ｉｎｇ ＡＰ３／ＧＳＰ３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
３：ＰＣＩ！ｐｒｏｄｕｅ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Ｐ２／ＧＳＰ３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
４：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ＡＰＩ／ＧＳＰ３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ａｉｒ

引物进行的扩增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主带，长约
１２００ｂｐ（图４），经测序两个片段序列相同均

ＥｅＡＰ２．２基因的３’末端。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测序结果

为１１５２ｂｐ。

在ＮＣＢＩ站点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发现其中包括内含

２．４测序结果的分析、拼接及ＯＲＦ框的扩增

子序列。去掉内含子序列后与３’端序列进行拼接，

根据上述ＲＴ—ＰＣＲ、３’ＲＡＣＥ及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

将拼接的序列再次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并结合ＮＣＢＩ

的扩增结果，利用ＤＮＡＮＡＮ软件对测序结果进行电

的ＯＲＦ ｆｉｎｄｅｒ功能，证明得到了ＥｅＡＰ２．２包括开放

子拼接。测序结果显示３’ＲＡＣＥ片段与ＲＴ．ＰＣＲ扩

读码框（ＯＲＦ）在内的完整基因和ｅＤＮＡ序列。通过

增得到ｅＤＮＡ的序列有７９ｂｐ重叠区，且包含２０ｂｐ

ＮＣＢＩ Ｂｌａｓｔ Ｆｉｎｄ“ｅｏｎｓｅｌｗｅｄ

的ｐｏｌｙ（Ａ）结构，表明所克隆的片段是长穗偃麦草

该基因为ＡＰ２家族成员（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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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ａｉｎ”进行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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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Ｆｉｇ．５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和３’ＲＡＣＥ拼接序列的保守功能域分析

ＥｅＡＰ２．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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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ＥｅＡＰ２．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ｎｄ ３’ＲＡＣＥ

按照拼接的ＥｅＡＰ２．２全序列设计扩增基因

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为６９％。以上结果表明，该基

ＯＲＦ区的上下游引物Ｅ２．２Ｆ和Ｅ２．２Ｒ（表１）。以

因与小麦ＡＰ２家族的成员同源性最高，接近１００％，

ｏｌｉｇｏ（ｄＴ）。，引物反转录获得的第一链ｃＤＮＡ为模

而随着与小麦亲缘关系的疏远，其序列一致性也相

板，应用Ｅ２．２Ｆ／Ｅ２．２Ｒ引物对进行ＰＣＲ扩增，扩增

应降低。由于小麦在进化和培育过程中，或多或少

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显示得到一条约８００ｂｐ

地融入了一些长穗偃麦草的遗传物质，因此，小麦中

的片段（图６）。经测序该片段长８３７ｂｐ，包括起始

的ＡＰ２家族成员有可能来自与长穗偃麦草ＥｅＡＰ２．２

密码子ＡＴＧ和终止子ＴＡＧ，是一个ＥｅＡＰ２．２完整的

的基因交流。

开放读码框。

３
（ｂｐ）

Ｍ

讨论

】

ＡＰ２／ＥＲＥＢＰ类转录因子是植物中所特有的一
类转录因子。根据ＡＰ２／ＥＲＦ结构域的数目，可分为
２个亚族：，ＥＲＥＢＰ亚族（具有１个ＡＰ２／ＥＲＦ结构
域）和ＡＰ２亚族（具有２个ＡＰ２／ＥＲ｝＂结构域）旧。。
近年来已有许多研究表明，其家族的各个成员与植

２０００

物的发育、生物和环境胁迫应答等有密切的关系。

１０００

而属于ＥＲＥＢＰ亚族的干旱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７５０

ＤＲＥＢ类更是在拟南芥、烟草、水稻ｐ］、小麦¨０’１１］、玉
米¨２１、大豆¨引、高羊茅¨４１等多种植物中被克隆和
进行功能验证，但在长穗偃麦草中还未见报道。长
穗偃麦草是能与小麦进行远缘杂交的一种野生植
图６
Ｆｉｇ．６

ＰＣＲ

ＥｅＡＰ２．２ ＯＲＦ框扩增结果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ａｍｐｌｉｆｉｎｇ ＥｅＡＰ２．２ ＯＲＦ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ＤＮＡ分子量标记ＤＬ一２０００；ｌ：用Ｅ２．２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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