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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胁迫下白花柽柳消减文库的构建及分析 

董玉芝 ， 杨传平 王玉成 张道远。 

(1．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哈尔滨 150040) 

(2．新疆农业大学林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3．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 1) 

摘 要 用PEG6000对白花柽柳进行渗透胁迫，以其叶部cDNA为试验方(tester)，正常生长的白 

花柽柳叶部 cDNA为驱动方(driver)，利用抑制性消减杂交技术(SSH)构建了渗透胁迫下白花柽 

柳的消减文库。提取重组质粒经PCR检测，插入片段大部分集中在 250—650 bp之间。通过对文 

库阳性克隆的随机测序，获得了如脯氨酸转移蛋白、钙依赖蛋白激酶、亮氨酸拉链蛋白、类转录起 

始因子蛋白等23个与渗透胁迫有关的EST，它们涉及了植物的渗透调节、信号传递、基因调控、活 

性氧清除、新陈代谢等生理生化过程。 

关键词 白花柽柳；渗透胁迫；抑制性消减杂交；表达序列标签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amarix albiflonum suppression subtractive 

hybridization library under osmotic stress 

DONG Yu．Zhi。， YANG Chuan-Pingh WANG Yu．Ch'eng。 ZHANG Dao-Yuan 

(1、School of Forestry，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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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uppression subtractive hybridization library of Tamar／x albiflonum was constructed by U． 

sing the osmosis treated leaves as tester and leaves grown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s driver．The PCR re． 

suit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showed that the inserts were mainly 250~650 bp．After alignment with NCBI 

database，23 osmosis stress related genes，such as proline transport protein，calcium-dependent protein 

kinase，leucine zipper-containing protein，translation initiation factor—like protein，which responsible for 

osmotic regulating，signal transduction，gene regulating，antioxidation and metabolism were detected． 

Key words Tamar／x albiflonum；osmotic stress；suppression subtractive hybridization；expressed se． 

quence tags 

据统计，世界干旱、半干旱区占地球面积的三 

分之一；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二 

分之一。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居于首位。在世 

界范围内，干旱缺水对农业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相当 

于其它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之和 。抵抗干 

旱自然灾害，培育耐旱植物是一条引人注目的途 

径。柽柳属植物在全世界有 300多种，我国有 18 

种2变种。该属植物是戈壁沙漠及盐碱地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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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和建群树种，它们具有耐盐碱耐干旱的特性， 

是重要的耐旱基因资源。有关柽柳属植物的耐旱 

机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生理、生态、结构解剖等诸 

多研究口“]，但在分子生物学方面进行柽柳抗渗透 

胁迫方面的研究报道不多。白花柽柳(Tamarix al— 

biflonum)于 1983年首次在新疆发现 ，张道远等 

对该种柽柳的小枝进行了解剖研究，得知白花柽柳 

的皮层外侧细胞具叶绿体，皮层内侧细胞为大型 

贮水薄壁细胞，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 。本研究 

以白花柽柳为试材，进行渗透胁迫处理，旨在研究 

该树种的耐旱分子机理，深入了解我国干旱，半干 

旱区域的基因资源，为进一步进行抗逆基因克隆和 

应用奠定基础。 

l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处理 

白花柽柳插条由新疆吐鲁番沙生植物园提供， 

3月初将其插在大花盆内，其土壤配比是沙：森林 

土(1：1)，浇透水，盆上盖有塑料薄膜，每天打开一 

次透气，待叶芽都长出后，将塑料薄膜摘去，待扦插 

苗长到40～50 em高时，将苗从盆中挖出，尽量不 

伤根，培养在 Hoagland营养液里，隔一天更换一次 

培养液。培养 7 d后，将 PEG6000溶于营养液中， 

其终浓度为25％(w／v)，对苗木进行处理，分别在 

1，3，6，12，24，36 h取叶为试材，做处理组；对照组 

不加 PEG6000，仅将苗木培养在营养液中，按上述 

时间取材，快速放人 一80~C冰箱保存备用。 

1．2 RNA的提取 

用 SDS法提取白花柽柳的总 RNA，冷冻样品加 

少许 PVP，液氮研样，加 650 提取液(SDS2．2％， 

硼砂 0．05 mol·L～，1％二乙基焦磷酸盐(DEPC)处 

理，37℃过夜，然后高压灭菌)，100 巯基乙醇， 

s饱和酚，氯仿各 300 ，震荡，离心，取上清，氯 

仿再抽提2次，4 mol·L 的LiCI和无水乙醇沉淀， 

DEPC水溶解，并管后，用等体积的酚仿和仿抽提 2 

次，加3倍无水乙醇沉淀，一80~C保存。 

1．3 mRNA的分离纯化 

将所有不同时间取材的处理样品的提取的总 

RNA等量混合，用磁珠法分离处理和对照的 mR— 

NA，具体操作参见文献 ]。 

1．4 抑制差减杂交 

以 PEG6000处理的白花柽柳材料为实验方 

(Tester)，未处理的为驱动方 (Driver)，进行正向 

消减杂交，得到渗透胁迫处理的白花柽柳的差异表 

达的cDNA片段。具体操作参照 Clontech公司的 

PCR Select cDNA Subtraction Kit进行。 

1．5 SSH正向消减杂交 cDNA文库的构建及 PCR 

鉴定 

采用T／A克隆法，取纯化的 PCR产物 3 L， 

按 Pmmega pGEM—T Easy Vctor Systems的方法与载 

体 pGEM—T连接形成抑制差减杂交质粒文库。取 

连接物 5 L转化感受态细胞 E．coli TOPIO，具体 

操作参照TOP10产品说明书进行。取200 转化 

菌液涂布平板，挑白色单菌落摇菌，提取质粒 ，以 

T7，SP6为引物进行 PCR扩增，电泳检测，鉴定阳 

性克隆外源插入子的存在。 

1．6 DNA测序与同源性比较 

用96孔深孑L板在 37oC、220 r·min。。的条件 

下过夜培养重组菌落，采用标准碱裂解法提取质 

粒；然后按 Amersham Bioscienees公司的ET Termi— 

nator方法对测序质粒进行 PCR扩增；对 PCR产物 

进行纯化后溶于 10 trL Loading Solution中。利用 

MegaBACE1000测序仪对 DNA样品进行测序，用 

NCBI的Nr蛋白质数据对所得序列进行同源性检 

索，并对与数据库中对应的已知基因序列具有同源 

性的基因片段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RNA的质量 

提取高质量的总 RNA是成功构建 cDNA消减 

杂交文库的关键，按改进的 SDS方法提取 白花柽 

柳的总 RNA进行非变性胶电泳检测(图 1)，可见 

28 s和 18 S的条带，其亮度比约为 2：1，紫外分光 

光度计测定总RNA的A猢与 A瑚的比值在 1．9～ 

2．0之间，说明改进的SDS法提取白花柽柳总 RNA 

的质量较好，能够满足构建 cDNA消减杂交文库和 

其它分子生物学实验的要求。 

28S rRNA 

l8S rRNA 

图1 白花柽柳总RNA电泳图 

Fig．1 Electrophoresis of Tamar／x 如舢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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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减 c-I) ̂ 文库构建及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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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NA经过!次 I~11{选择性扩Jii,'- ．进行凝胶『 泳 

舒析fI 2) 结 表_n．．主 的 PCI{消减J 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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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渗透胁迫处理 白花柽柳 的差异表达 基因 t-n— 

N 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分析 

将铷6j -’i粜-{ ．』 找f 1． 将f《汁y谊『 F{JfIt】一 

1{H)【II，n J陈．jlj ．～ r×埘、{ |{l『10、--监rI质数 

26苍 

搬怍进仃 ‘ 检索 分析结粜 表I． 

3 分析与讨论 

本献骑获借 』 23个与抗渗透0n迫自 关的 Es r 

l t~Xpl cl qm．1lflt·ta )．它们分别 j渗透物质的 

合成．信号转导 、光合怍用 抗议ftfl-．Nj 跨膜转运 

1离f 衙、转录渊节等生 ， 化过程有关 一般 

渗透协迪会造成植物生理紊乱．影 响镣物n目吁啦作 

f]I，光台怍川、代谢途径 蛋白顷台成 j分解 腑活 

rl一．-i 全影响细胞膜透性．0I起膜脂过氧化加剧 一． 

讯物任刊渗透胁迫做 1反盥．首圯越信号感受，然后 

进行受胁迫的信号转导，随 堪㈧逃行&选．其结 

会产 一系列琏 J 物，以啦嚣=渗透胁迫 

近 f 求的 f究丧 】 许多柑物瞒⋯表达受渗透 

胁地皤 ．{R据萁功能可4哿渗透胁 导的垫闻 

物5}为所九类 ．第 娄足n：渗透 迫l时‘rl：千̈细 

胞适『， II ,I1涉及到的功能赁I I：第 类垃任胁迫夏 

应刮 性I 表达 干̈信号转导ili越fI41]的州 r1 

第 婪功能篮 『义i 川 结 为 通道蛋 i、渗透 

物 I-物 成的关键酶、仆fH美 I I、I L̂ 蛋白．蚩闩 

n 【I驶椰， 碑等 植物埘于渗透胁垃的 一种反垃 

址fI 细胞质巾☆成 积累啦蘸 I!j{=l渗透保护刺 

l IISIIII)pl̈ r ranis)或 亲，K M-溶质 ( lI__l】 ihh- nl— 

tilt!．'-1 ” 
， 脚藻糖_6一磷酸f 吣恐参 商凛髓合成 

的酶獒．，l：渗透胁迫后大壁表达 街藻糖是霞璎的 

渗逐嗣 物埙．在严最脱水的情况下．特獒的 护 

作『f_一 ⋯妊通过玻璃态化逃刮n0 晰的组分u_ 

能 I玻璃虑化的形成有；∈． Ji；I水条件下．玻璃态 

旧帕充满细胞 i隙，防Jl：了细胞的瓦解，1 制大分 

千 ，他圳胞处f 一种稳定状志 丁顺 

等 Ⅲ究裘日』j，外源海}羁 - 能通过增 1J̈i,r,-M-氧 

消际T赶 』缓解雁睦协、I彳、维持雌惯离 f’稳态，提高 

Il_fl【物抗 蚋物受逆境 l10戈健 f 足 1i物 

眦系统，凡 J}研究丧川 机物处 r逆境条什 r会导 

故钏胞 rljlI琏的嚣l累，斤 此 ；l发或IlJI] 细胞腻 

忻过氯化炸用．导致细『舾脾损协和破坏 过氧化氨 

牌址 l 搬制活 轼伤僻的霞耍r,j；t：4川噼之 ， 

7l 除过瓴化 ，侏扣’叫 系统的JJJ能方l 起荷重蛏n勺 

川 蚩铤酸 矾还 酶能昭 胞鲍受I 

废 茕做珂、厅ln『起 助作J1』．能够r1i和 ⋯1 h 

li 使L三终：监受做爿、的监I’l质进f 修复 据 ___f1_ 

t“lr“一l~n-stIi 等{ 道． 、r 、热等l 一迪 T̈ 

脂质转运蚩自的表达．绶蛋 县柯很-岛的热 定 
。 

， " 为这种『岛的热稳定性划维持』e_ 物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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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氨酸转移蛋白 

Proline transport protein 

钙依赖蛋白激酶 

Calcium-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钙网蛋白 

Calreticulin 

推定的海藻糖—6一磷酸合酶 

Putative trehalose-6-phosphate synthase 

亮氨酸拉链蛋白 

Leucine zippe r-contmning protein 

脂质转运蛋白 

Lipid transfer proton 

脱水素 

Dehvdrin 

质膜水通道蛋白 

Plasma membrane MIP protein 

类转录起始因子蛋白 

Translation initiation factor-like proton 

丝氨ta／苏氨酸激酶 

Serine／threonine kinase 

蛋氨酸亚砜还原酶 

Methionine suffoxide reductase 

过氧化氢酶 

Catalase 

苹果酸脱氢酶 

Malate dehydrogenase 

推定的 GDP甘露糖焦磷酸化酶 

Putative GDP-manno$e pyrophosphorylase 

1，5-二磷酸核酮糖羧化酶／加氧酶小亚基蛋白 

Ribulose-1，5-bisphosphate carboxylase／oxygenase 

small subunit protein 

拟南芥 

m6池 l 如 ，l口 
2 D9 35／43(8l％) 

冰叶 日中花 

肘 em占 kmⅡm cry站 um 
l -24 63／67(94％) 

大麦 
舶 m 咖 re L_ 8 。33 70／75(93％) 

水稻 

O snl 
2 -3l 80／95(84％) 

乳浆大戟 
脚 br6 3 。39 8l／83(97％) 

夏葡萄 

l 如 
0·0o3 27／43(62％) 

大豆 
‰  l 5 39／7l(54％) 

地毯草 

A ㈣  ∞呷  
l 舶  92／95(96％) 

拟南芥 

． 1 ，l口 
4 。l7 43／45(95％) 

高粱 

Sorghum bicolor 

杨树杂种 

Populus balsam ra subsp
． 

trichocarpa×Populus deltoides 

盐地碱蓬 

Suaeda maritima subsp．~／／sa 

0．11 14／16(87％) 

8e-28 63／71(88％) 

5e-05 21／24(87％) 

大车前草 

眦  r 
2 -32 69／73(94％) 

水稻 
O惝 sm 5 -29 68／76(89％) 

黄花菊属 
砒 p 啦  2 -29 70／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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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在水分缺乏过程中，通道蛋白基因的表 

达证明它与渗透胁迫有关，在对水分缺乏的反应中 

水分通道蛋白(water channel proteins)是运输水分 

的膜蛋白家族，水通道蛋白在干旱胁迫下能够调节 

膜的传导率并加强水分渗透性  ̈。 

第二类调节蛋白可分为转录因子、蛋白激酶、 

磷脂酶 C等。它们参与渗透胁迫的信号转导或基 

因表达调控 ，环境胁迫能产生胞外信号，植物通过 

信号传递来完成对胁迫的应激反应。丝氨酸／苏氨 

酸激酶作为信号传递体能与 Ca 结合蛋白作用， 

并将胁迫信号传递到细胞内，在植物对逆境胁迫中 

起重要作用 。多种转录因子能接受胁迫信号， 

抑制或激活某些基因的表达，例如转录因子、转录 

延长因子、亮氨酸拉链蛋白等，而这些基因的产物 

能保护植物使之免受胁迫的伤害 引̈。富含甘氨酸 

RNA结合蛋白是重要的转录后基因表达的调节蛋 

白，它的表达对一些植物的极端胁迫响应起调节作 

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白花柽柳对渗透胁迫的反应 

是一个多基因协同作用的复杂体系，通过渗透物质 

的合成、光合作用、抗氧化作用、跨膜转运和离子平 

衡、信号转导、转录调节、蛋白质合成和代谢等生理 

生化途径增强抗渗透胁迫能力，使之适应外界恶劣 

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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