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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克隆及其在烟草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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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隆了具有草酸氧化酶活性的小麦(

)Germin 蛋白的基因，构建了植物表达载体并用根癌农杆菌

)介导法转化烟草。Southern 杂交和酶活性检测表明，

(

基因在转基因烟草(

外源
中得到整合、表达，并正确组合成具有草酸氧化酶活性的同源六聚体蛋白。离体实验表明，

)

基因的表达提高了转基

因烟草离体叶片对草酸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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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alic acid was produced by several plant pathogenic fungi and thought to ploy a primary role in the pathogenicity of
fungal species, including the wide host-range pathogen
(

. In the current work, a

)was cloned. A plant expression vector containing the

which was used for

gene from wheat

gene was constructed by CaMV 35S promoter,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tobacco (

). Southern blotting 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target gene was integrated into tobacco genome. Enzymatic activity assay of oxalate oxidase in transgenic tobacco
showed that the

gene was expressed, which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homohexamer with enzymatic activity correctly, and

the transgenic plants were tolerant of the exogenously supplied oxalic acid.
gene，transgenic tobacco，
oxalic acid

草酸作为真菌分泌的毒素，
是核盘菌（
）致病过程的决定因子，不能产生
草酸的核盘菌突变株同时丧失其毒性[1]。目前已在
核盘菌属等 9 个属中有报道 [2]。核盘菌在油菜、大
豆、向日葵及十字花科蔬菜等植物上引起严重的菌
由于核盘
核病。
油菜菌核病属于油菜三大病害之首，
菌为广谱性非专化性病原菌，油菜中至今未找到对
该病原菌免疫的抗源。
鉴于草酸在致病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试图利用
具有草酸氧化酶活性的 Germin，
从分解草酸入手进
行抗菌核病的研究。Germin 是小麦种子开始萌发的
一个标志蛋白，是带有金属 Mn 离子的同源六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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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每个 Germin 同源六聚体由 1 206 个氨基酸残
基、6 个 Mn2+ 和 1 512 个 H2O 组成，
每个单体包含 1
个不规则的 N 端延伸、
1 个 jellyroll 茁 - 桶结构域和
3 个 α - 螺旋组成的 C 端 琢 - 螺旋结构域[3]。Lane 等
发现 Germin 具有一种强的草酸氧化酶活性，可将
草酸分解为 H2O2 和 CO2 [4]。国内尚未见利用
基因提高转基因植物对草酸的耐受性及菌核病抗性
的报道。本研究通过 PCR 扩增克隆了小麦
基因，
构建了 CaMV 35S 启动子驱动的
基因
植物表达载体，经遗传转化获得了转基因烟草植株。
经 Southern 杂交证明
基因已整合到烟草的
源于单子叶植物小麦的
基因组中。酶活性检测表明，
基因能够在双子叶植物烟草中表达并正常
装配成具有酶活性的同源六聚体蛋白。Germin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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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提高了转基因烟草叶片在体外实验中对草酸的耐
受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3 年

检测，
反应条件同 1.2.1。取 10 株 PCR 阳性植株的

总 DNA 各 10 滋 g，
以 Ⅰ +
RⅠ 双酶切，以非
转基因植株为阴性对照，以 pTG/ Ⅰ +
RⅠ 为
电泳，进行 Southern 转移，
取 pBG/ Ⅰ +
阳性对照，
Ⅰ的

基因片段，按随机引物标记试剂盒

) DH5α 、
根癌农杆菌
) LBA4404、 质 粒

提供的程序进行((-32P)-dCTP 标记，
制备探针后进行
Southern 杂交。

pBluescript (KS)、
pBI121 及 烟 草 (
cv. NC89)由本实验室保存, 质粒 pT(4A 由郭三堆先
修饰酶为 Biolabs 公司产品。
生惠赠。内切酶、
基因 PCR 引物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小麦(

1.2.4 转基因植株中草酸氧化酶活性的定性检测
取 300 滋 g 叶片置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 300 滋 L
研磨。取 50 滋 L 粗提液在
水及适量 PVP 和石英砂，

大肠杆菌(
(

) 京 411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
供。
1.2 方法
1.2.1

基因的克隆

提取小麦京 411 叶片

总 DNA。根据小麦 germin 基因及其分泌信号肽序
列 [5]，
设计 PCR 引物进行 PCR 扩增。
PCR 引物：
引物 G1：
5'GG

CATGGGGTACTCCAAAAC3';
Ⅰ

引物 G2：
5'TCC

TTAAAACCCAGCGGCAAAC3'。
Ⅰ

扩增条件为 94 益 1 min、
52 益 1 min、
72 益 1 min。
循环 35 次。PCR 产物经 Ⅰ +
Ⅰ 双酶切后克隆
到 pBluescript KS 的相应位点，
得到 pBG。
1.2.2 germin 基因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农杆菌的
转化 pBG 经 Ⅰ + Ⅰ双酶切，电泳回收 germin
基因片段（680 bp），克隆到 pT赘 4A 的 玉与
玉位点之间，
得到 pTG，将
基因插入 pT赘 4A
上带有两个增强子的 CaMV 35S 启动子、
翻译增强片
段 Ω 序列和 polyA 序列、
Nos 终止子之间，得到重组
质粒 pTSH。用
RⅠ+
芋双酶切 pTG。将目的
片段（约 2.1 kb）电泳回收后克隆于 pBI121 的相应位
点，
获得植物表达载体 pBTG（图 1）。
将鉴定正确的 pBTG 以冻融法导入活化的根癌
农杆菌 LBA4404 中。
1.2.3 烟草的遗传转化及转基因烟草的 Southern
杂交杂交分析 叶盘法转化烟草 [6]。
取生根培养基上的卡那霉素（Kan）抗性植株
叶片提取总 DNA，
以引物 G1 和 G2 进行 PCR 扩增

硝酸纤维素膜上点膜。然后将膜置于显色液中显色

[琥珀酸 40 mmol/L，草酸 2 mmol/L，
4- 氯 -1- 萘酚
0.5 mg/ mL，辣根过氧化物酶（HRP）5 U/ mL，酒精
60%（V/V），
pH 3.8][7]。
1.2.5 离体叶片草酸耐受性实验 选取不同植株
将叶柄置于 20 mmol/L
相同部位、
大小一致的叶片，
草酸溶液（pH 4）中。以水（pH 4）为对照。从第 4 天
开始观察叶片变化。

2 结果
2.1

基因的克隆
克隆的
测序结果表明，

基因和已发表的
小麦
基因序列在分泌信号肽 （23 个氨基
酸） 编码序列的 31、
39、
48、
56、
58、
64 及 66 bp 处有
7 个碱基不同，引起信号肽近 3' 端 3 个氨基酸的变
第 19 位的脯氨
化，第 16 位的亮氨酸变为苯丙氨酸，
酸变为亮氨酸，第 20 位的丙氨酸变为苏氨酸。
Germin 成熟蛋白编码序列的第 9、
12、
30、
487
bp 处共有 4 个碱基与已报道的序列不同，但并未导
致氨基酸的变化。
2.2
基因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
图 1 为载体 pBTG 的构建图，其主要元件包括
带 2 个增强子的 CaMV 35S 启动子（780 bp），翻译
增强片段(序列（80 bp），
信号肽（69 bp），
结构基因（690 bp），
poly A 序列（240 bp），
Nos 终止子(250 bp)，
选择标记基因为
Ⅱ。
2.3 Kan 抗性植株的分子鉴定
共获得 32 株转基因植株。杂交结果表明，10 株
中有 9 株为阳性（图 3）。
2.4 转基因植株中草酸氧化酶活性的定性检测
图 1. 植物表达载体 pBTG 的构建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the plant expression vector
pBT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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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阴性对照未显色，
转基因植株中 4 株
基因在烟草
有显色反应（图 3）。证明外源
中得到表达，
且具有草酸氧化酶活性。说明单子叶植
物来源的
基因可以在双子叶的烟草中表达，
且能够正常组装成具有酶活性的寡聚体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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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实验通过 PCR 扩增克隆了小麦
因，
构建了 CaMV 35S 启动子驱动的

基
基因植

物表达载体，经遗传转化获得了一批转基因烟草植
基因已整合进烟
株。经 Southern 杂交，证明
草基因组中。转基因烟草的草酸氧化酶活性检测证
明，
基因在转基因烟草中得到表达，说明单

图 2. 转基因烟草的 Southern 杂交检测
Fig. 2.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of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CK, pTG/

RⅠ ; 原CK, 非转基因烟草；1~10, 转基因烟

Ⅰ +

草。+CK, pTG/

Ⅰ +

子叶植物小麦的
基因可在双子叶植物烟草
中表达，且 Germin 蛋白可以正常组装成有酶活性
基因的表达提高了转基
的同源六聚体。外源
因植株离体叶对草酸的耐受性, 为抗菌核病育种研
究提供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RⅠ ; 原CK, non-transgenic tobacco; 1~10,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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