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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沙冬青冷冻胁迫ＳＭＡＲＴ
文库的构建及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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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强抗逆植物蒙古沙冬青（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为材料，用ＳＭＡＲＴ技术构建了其在冷冻胁迫下的全长ｃＤ·
ＮＡ文库。原始文库滴度为９．４４×１０６ ｐｆｕ／ｍｌ，重组率为９８．３％，插入片段长度在０．５—２．５ｋｂ，平均达到ｌｋｂ。扩增文库滴度为

１．９８×１０”ｐｆｕ／ｍｌ。从原始文库中随机挑取４８０个阳性克隆进行序列分析，获得３４８个Ｕｎｉｇｅｎｅ。其中有些是逆境应答相关基
因和新基因。此外，以扩增文库为模板，经ＰＣＲ方法克隆到读码框为１０８３ｂｐ的沙冬青类ＲＤ２２基因。结果表明所建文库质量
较高，可以满足后续研究的要求。
关键词：沙冬青；冷冻胁迫；ｅＤＮＡ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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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对低温冷冻的适应能力称为抗寒性。从分

模式和信号转导途径的变化等方面对植物的抗寒机

子水平阐明植物的抗寒机理，发掘其重要抗寒基因

理进行了广泛研究，在抗寒基因的分离与鉴定方面

是进一步通过基因工程提高植物抗寒性的重要前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ｍ川。但至今为止，从基因组水

提。在过去２０多年中，国内外研究者从生物膜系统

平探讨植物抗寒性的分子机理，高通量分离并发掘

的稳定性、调渗物质和抗冷冻蛋白的积累、基因表达

其重要抗寒基因的报导很少，而且多数研究是以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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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１

南芥等非典型抗寒植物为材料，其研究结果缺乏足

ＲＮＡ样品进行电泳并测定其在２３０、２６０和２８０

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处的光密度值（ＯＤ值），以检测其完整性、浓度和

沙冬青属［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Ｍａｘｉｍ．）Ｃｈｅｎｇｆ．］
植物是豆科珍稀、濒危植物，有蒙古沙冬青（Ａ．

ａｍ

纯度。
ｍＲＮＡ分离

１．４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和新疆沙冬青（Ａ．ｎａｎｕ￥）２个物种，主

取不同样品总ＲＮＡ各２００１，ｒｇ等量混合，按照试

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甘肃、新疆的部分沙

剂盒说明分离纯化ｍＲＮＡ，用无水乙醇和ＮａＡｃ浓

漠、荒漠地带，是该区唯一的常绿阔叶灌木，有很

缩后加适量ＤＥＰＣ＋Ｈ：Ｏ溶解，然后进行电泳并测定

强的抗寒、抗旱和耐盐碱等抗逆特性，特别是其抗

ＯＤ值，以估测其分子量和浓度。

寒性非常突出，可在一３０℃的严冬季节保持绿色

１．５

而不死，成为研究植物抗寒机理和发掘抗寒基因

１．５．１

的好材料哺。１¨。近年来，人们利用ＥＳ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ＤＮＡ第一链；用ＬＤ．ＰＣＲ（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ＣＲ）方法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ａｇｓ，表达序列标签）文库和ｅＤＮＡ—ＡＦＬＰ

ｃＤＮＡ文库构建
ｃＤＮＡ合成

取ｍＲＮＡ模板１．Ｏｇｃｇ合成

合成ｄｓ ｃＤＮＡ：１００斗１反应体系中含ｄｄＨ２０

８０ｔｒｌ，

等技术从沙冬青中分离出一些逆境应答相关基

１０×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２

因¨。１５１，其中有些如ＡｍＬＥＡ（１ａｔｅ

５０×ｄＮＴＰ混合物、５’ＰＣＲ引物、ＣＤＳｌｌＩ／３ ７ＰＣＲ引物

ｅｍｂｒ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

ＰＣＲ Ｂｕｆｉｅｒ ｌＯ

ｒｄ，第一链ｃＤＮＡ、

ｂｕｎｄ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ｍＥＢＰｌ（ＥｒｂＢ３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和５０×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和ＡｍＧｏｌＳ（ｇａｌａｃｔｉｎｏｌ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的编码基因可以提

应程序为：９５℃１ｒａｉｎ；９５℃１５ｓ，６８℃６ｍｉｎ，１９个循

高转基因植物的抗低温能力¨４Ｊ引。然而，至今鲜

环。反应结束后取５斗ｌ产物电泳检测。

见通过全长ｅＤＮＡ文库技术从沙冬青中高通量筛

１．５．２

选抗寒相关基因的报道。本研究以来自不同冷冻

ＬＤ—ＰＣＲ产物中残存的Ｔａｑ酶；用靳，酶切，再用

胁迫处理的蒙古沙冬青ｍＲＮＡ为材料，构建了较

Ｃｈｒｏｍａ

高质量的ＳＭＡＲＴ（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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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全长ｅＤＮＡ文库，并从中随机挑取

２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ＤＮＡ纯化与分级回收

ｍｉｘ各２１ｘｌ。ＰＣＲ反

用蛋白酶Ｋ消化

Ｓｐｉｎ－４００层析柱分级分离，收集大于０．５ｋｂ

的片断合并为一管，用９５％乙醇和ＮａＡｃ沉淀后加
７ｐＡ去离子水溶解。
ｃＤＮＡ与载体连接和包装取１．Ｏｐ，ｌ

ｄｓ ｃＤ—

部分阳性克隆进行了序列测定，为进一步开展表

１．５．３

达谱分析等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ＮＡ与１ｔｒｌ ｋＴｒｉｐｌＥｘ２载体混合，用Ｔ。ＤＮＡ Ｌｉｇａｓｅ于
１６℃连接过夜。取５０斗ｌ包装蛋白于冰上化冻，立即

ｌ材料与方法

加入５斗ｌ连接产物，于２２。Ｃ包装３ｈ，然后加入４４５Ｉｘｌ

１．１植物材料

噬菌体ｂｕｆｆｅｒ和２５斗ｌ氯仿，混匀，离心，取上清即为

用沙培法将蒙古沙冬青培养至４个月，从起始

原始文库。将少部分原始文库保存于４。Ｃ备用，其

温度４。Ｃ到结束温度一８℃之间进行梯度降温处理，

余加明胶和ＤＭＳＯ至终浓度分别为０．０１％和７％，

分别取处理０（ＣＫ）、１、３、６、１２、２４、３６和４８ｈ的叶

长期保存于一７６℃。

片和根系（用４℃预冷的自来水迅速洗净沙子），在

１．６原始文库滴度和重组率测定

液氮中速冻后保存于一７６。Ｃ。另外取１２月中旬（昼

用稀释缓冲液以１：５和１：１５的体积比稀释文

夜气温一１４／一３℃）野外生长的蒙古沙冬青幼叶作

库，各取１恤ｌ转染宿主菌ＸＬｌ－Ｂｌｕｅ，与顶层琼脂（加

为自然冷冻胁迫处理的样品，液氮中速冻后保存予

ＩＰＴＧ和Ｘ—ｇａｄ混匀后铺平板，于３７℃倒置培养，记数

一７６℃，用于提取ＲＮＡ。

噬菌斑，计算滴度（ｐｆｕ／ｍ１）＝噬菌斑数×稀释倍数×

１．２试剂

１０３斗ｌ／ｍｌ噬菌体铺板体积（斗１）。重组率（％）＝白斑

ｍＲＮＡ分离试剂盒和ＳＭＡＲＴＴ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Ｄ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Ｋｉｔ均购自Ｃｌｏｎｔｅｅｈ公司；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ｅ

ｌａｍｂｄａ ＤＮＡ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购自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其

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１．３总ＲＮＡ提取
用改进的热酚法，即在提取ｂｕｆｆｅｒ中加入２％体
积的口一巯基乙醇和ｐＨ６．５的５ｍｏｌ／ＬＫＡｃ，并将ＲＮＡ
提取液用氯仿抽提两次，其他参照文献［１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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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白斑数＋篮斑数）×１００，库容量＝文库滴度ｘ
文库体积。
１．７文库插入片断的检测
根据载体多克隆位点两侧序列设计引物：５’端
引物为５’－ＣＴＣＧＧＧＡＡＧＣＧＣＧＣＣＡＴＹＧＴＧＴＴＧＧＴ一
３’；３’端引物为５＇－ＡＴＡＣＧＡ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ＣＧＡＡＴｉ＇Ｇ－
ＧＣＣ一３’。

随机挑取２２个噬菌斑进行ＰＣＲ，产物用１．４％

１２卷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７７２

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检测。

２

１．８文库的环化和序列分析

２８Ｓ ｒＲＮＡ
１８Ｓ ｒＩｌＮＡ

取２０１上１原始文库转染大肠杆菌环化菌株
图１

ＢＭ２５．８，使入ＴｒｉｐｌＥｘ２重组噬菌体环化为质粒形
式。将部分环化菌液铺平板，经菌液ＰＣＲ鉴定（引

总ＲＮＡ电泳图谱

ＥＩ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Ｆｉｇ．１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ＲＮＡ

ｌ～５：处理１、３、６、１２、２４ｈ的样品

物及反应程序等同１．８）获得阳性克隆，送北京华大

ｌ～５：ｓａｍｐｌｅｓ

基因研究中心用ｍｅｇａｂａｃｅ １０００测序仪进行５’端序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列测定。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ｌ、３、６、１２、２４ｈ

序列分析由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代理：用
ＣＲＯＳＳ．ｍａｔｃｈ等程序去除载体、短序列和ｒＲＮＡ等污
染，获得ＣｌｅａｎＥＳＴ序列；用ｐｈｒａｐ软件对Ｃｌｅａｎ

ＥＳＴ

２５００ｂｐ

序列进行组装，获取Ｕｎｉｇｅｎｅ数据；将Ｕｎｉｇｅｎｅ与
ＮＴ、ＮＲ、ｓｗｉｓｓｐｏｒｔ等数据库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对其进

ｔｏｏｏｔ，ｐ

行功能注释。
５００ｂｐ

１．９文库的扩增及基因克隆
取２５斗ｌ原始文库按照试剂盒说明扩增文库并
计算滴度，加ＤＭＳＯ至终浓度为７％，等量分装，保

图２

ｍＲＮＡ电泳图谱

存于一７６℃。同时以扩增文库为模板，用蒙占沙冬

Ｆｉｇ．２

青类ＲＤ２２（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ｉｋｅ）基因

１：ｍＲＮＡ，Ｍ：Ｄ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全长ｃＤＮＡ序列设计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ｊ引物序
列为：正向：５’－ＡＡＡＧＡＴＣＴＡＣＣＴＣＴＡＣＣＡＣＣＡＣ－
ＣＡＡＧ．３

７；反向：５ ７－ＧＴＧＧＴＣＡＣＣＴＡＡＡＴＣＴＡＣＴＴＧＧ—

ＧＡＡＣ一３’。

２５ｔｒｌ、ｄＮＴＰ

ｍＲＮＡ

文库的构建及其质量检测
取１¨ｇ ｍＲＮＡ作模板合成ｃＤＮＡ第一链，再经

ＬＤ．ＰＣＲ扩增合成ｄｓｃＤＮＡ。其分子量大小主要在
０．５～５ｋｂ（图３），比ｍＲＮＡ分子量有所增加，表明

５０１山１反应体系中含ｄｄＨ２０
ｅｒ

２．２

ＥＩ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２０．５斗ｌ、２

Ｘ

ＧＣ ｂｕｆｆ－

ｃＤＮＡ合成和ＰＣＲ扩增反应正常。

ｍｉｘ（１０ｍｍｏｌ／Ｌ）和正反向引物及模

１

Ｍ

板各１斗ｌ、ＬＡ Ｔａｇ（５Ｕ／Ｉ－ＬＩ）０．５ｐｌ。ＰＣＲ反应程序是
９４℃３ｍｉｎ；９４℃３０ｓ、６５℃４５ｓ、７２℃２ｍｉｎ，３０个循
环；７２０Ｃ

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经电泳检测回收后与

５０００ｂｆ，

ｐＭＤｌ９．Ｔ载体连接，再转化大肠杆菌，挑阳性克隆
送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测序。

ｔ０００＿ｂｌ，
５００ｂｐ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总ＲＮＡ提取及ｍＲＮＡ分离
将冷冻胁迫处理的９个样品用改进的热酚法分

图３
Ｆｉｇ．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Ｄ·ＰＣＲ
ＤＮＡ

１：ｄｓ ｅＤＮＡ，Ｍ：Ｄ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别提取总ＲＮＡ。经电泳检测其２８Ｓ和１８Ｓ ｒＲＮＡ条带
清晰，完整性好，图１为其中５个样品的电泳图谱。

ＬＤ－ＰＣＲ产物电泳图谱

ＥＩｅｃｔｒｏｐｂｏｒｅ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ｒｋ

将ｄｓ ｅＤＮＡ经蛋白酶Ｋ消化、跏Ｉ酶切后经

不同样品ＯＤ２６０／ＯＤ２８０在１．８ｌ～２．０６、ＯＤｕｏ／ＯＤ２３０在

Ｃｈｒｏｍａ

２．０１—２．１６，表明蛋白质、酚类、盐分和糖类等杂质基

产物，与载体以ｌ：ｌ比例连接并进行体外包装，共得

本去除干净，所提总ＲＮＡ纯度较高。从每个样品中

到５００卜１原始文库。其滴度为９．４４×１０６ｐｆｕ／ｍｌ，重

各取２００ｔｘｇ等量混合分离ｍＲＮＡ。将０．５斗１分离产物

组率为９８．３％，库容量为４．７２×１０６，插入片段在

进行电泳检测，在０．５—２．５ｋｂ可见明显的弥散状谱

０．７～２．Ｏｋｂ之间，其中约半数≥１ ｋｂ（图４）。检测

带（图２），表明ｍＲＮＡ质量较高，符合建库要求。

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文库质量较高。

万方数据

Ｓｐｉｎ．４００柱分级分离。合并大于５００ｂｐ的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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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图４

１—２２：２２个单克隆；Ｍ：Ｔｒａｎｓ
１～２２：２２ ｒａｎｄｏｍ

９

１０

ｌｌ

Ｍ

１４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ｌ

２０

２２

２２个随机克隆ＰＣＲ产物电泳图谱

Ｆｉｇ．４

ＥＩ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２ｋ ｐｌａｓ

ＤＮＡ

ｃｌｏｎｅｓ；Ｍ：Ｔｒａｎｓ ２ｋ ｐｌａｓ

１２

７７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ｒｋｅｒ，从上到下依次是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５０、５００和２５０ｂ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ｆｒｏｍ

ｕｐ

ｔｏ

ｄｏｗｎ，ａｒｅ 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５０、５００

２．３文库测序及序列分析

ａｎｄ ２５０ｂｐ

Ｍ

为进行规模化测序，将２０１ｚｌ原始文库转染大肠
杆菌ＢＭ２５．８，使ｋＴｆｉｐｌＥｘ２重组噬菌体环化为质粒
形式。随机挑取近３２００个单克隆进行菌液ＰＣＲ检
测，共得到３０００个阳性克隆，阳性率为９３．８％，插

２０００ｂｐ

入片段大小在０．５～２．５ｋｂ，与环化前相近，表明文

１０００ｂｐ

库环化成功。将其中４８０个阳性克隆进行５ ７端序列
测定，得到４３８条ＥＳＴ序列，经组装获得４６个Ｃｏｎ．
ｔｉｇ和３０２个Ｓｉｎｇｌｅｔ，合计３４８个Ｕｎｉｇｅｎｅ。将它们进
图５

行功能注释，发现其中有些与逆境应答相关，其推测
的编码产物包括ＰｓＡＤ２等冷诱导蛋白、类甜蛋白、
金属硫蛋白、脱水素、查尔酮合成酶、蛋白酶抑制剂、
干旱诱导蛋白、肌醇一３一磷酸合成酶、转录因子和

Ｆｉｇ．５

ＰＣＲ

ＡｍＲＤ２２基因的ＰＣＲ扩增图谱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ｍＲＤ２２ ｇｅｎｅ

１：扩增产物；Ｍ：Ｔｒａｎｓ
Ｉ：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ｋ

ｐｌａｓ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Ｔｒａｎｓ ２ｋ ｐｌａｓ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ＢＡ诱导蛋白等。一些基因如ＰｓＡＤ２、脱水素和蛋

即文库包含所需表达基因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然后

白酶抑制剂等基因有完整的５’端。有大约４０％的

才是建库的具体技术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参与植

Ｕｎｉｇｅｎｅ尚未得到具体的功能注释。这些初步的序

物对低温等逆境胁迫应答的基因大致可分为调节基

列信息进一步显示所建文库质量较高。

因和功能基因两类，前者主要包括与第二信使生成

２．４文库的扩增及ＡｍＲＤ２２基因的克隆

有关的酶、胁迫信号传感蛋白和转录因子等，它们在

为了长期保存文库，将部分原始文库进行了扩
增，得到滴度为１．９８×１０”ｐｆｕ／ｍｌ的扩增文库。同
时以蒙古沙冬青类ＲＤ２２基因（ＡｍＲＤ２２）为例，对文
库的质量进行了进一步验证。该基因的全长序列是
在以往通过ＲＡＣＥ方法获得，其完整编码框为
１．０８３ｋｂ。以扩增文库为模板对其进行了ＰＣＲ扩
增，获得预期１．１５２ｋｂ的片段（图５）并经测序验证
其序列正确，再次表明所构建的文库符合后续研究
的要求。

胁迫信号转导和功能基因的表达中起调节作用；后
者主要包括渗透调节物质合成酶、脱水保护蛋白、抗
氧化酶类和抗冻蛋白等，可在植物的各种抗逆机制
中直接发挥作用。当植物感受到低温胁迫信号时，
通常先是抗性调节基因被迅速诱导表达，然后通过
一系列复杂的信号转导机制将胁迫信号向下游传
递，最终激活抗性功能基因表达，使植物对逆境胁迫
产生适应或抗性”’”。。
本研究参照前人对拟南芥等植物的低温处理方
法，将蒙古沙冬青幼苗从４。Ｃ到一８。Ｃ之间进行梯度

讨论

降温胁迫处理（每隔６～８ｈ降温２。Ｃ），分别用处理

构建全长ｅＤＮＡ文库是高通量获得基因的全长

不同时间和冬季野外自然冷冻条件下存活的蒙古沙

ｃＤＮＡ、开展基因功能研究和正确进行基因功能注释

冬青幼叶分离ｍＲＮＡ作为建库的起始材料，从而保

及发现新基因的重要前提。在建库时首先需要考虑

证了文库包含各类低温胁迫应答基因的可能性。事

的是如何取材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的基因信息，
万方数据

实上，通过对文库部分克隆进行测序和序列分析，证

３

１２卷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７７４

明其中的确含有调节基因（如肌醇一３一磷酸合成酶

ｔｅｒｎ

和转录因子基因）和功能基因（如脱水素和类甜蛋

大影响。本研究首先遇到多糖和酚类等内含物对总

Ｓｈｉｎｏｚａｋｉ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ｂｙ

Ｃｅｌｌ，２００１，１３：

Ｋ，Ｙａｍａｇｎｃｈｉ—Ｓｈｉｎｏｚａｋｉ Ｋ，Ｓｅｋｉ Ｍ．Ｒｅｇｎｈｔｏｌｙ

ｎｅｔ—

Ｏｐ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Ｂｉ０１．２００３，６：４１０－４１７

［Ｊ］．Ｃｕｒｒ
［５］

Ｗｉｎｆｉｅｌｄ Ｍ ０，Ｌｕ Ｃ，Ｗｉｌｓｏｎ Ｉ Ｄ．ｅｔ ａ１．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ｅｒｉｐｔ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一些关键技术包括ＲＮＡ的提取、ｅＤＮＡ的合成和分
级回收及其与载体的连接等都会对文库质量产生重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ｍｉｅｒｏａｒｒａｙ［Ｊ］．Ｐｌ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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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质量的好坏主要通过滴度、插入片段长度
或全长率和重组率等指标来衡量。在建库过程中的

ｆｕｌｌ—ｌｅｎｇｔｈ ｅＤＮＡ

ａ

６１．７２

［４］

白基因），文库的代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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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提取的干扰问题，经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得以

ｐａｔｈｗａｙ：Ａ

解决。对于其他关键步骤本研究均按照试剂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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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建的文库滴度和重组率分别高达９．４４

ｘ

量ｅＤＮＡ文库的标准。
对于文库的全长率，除可以用插入片段大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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