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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水孔蛋白在植物体内形成水选择性运输通道，在植物种子萌发、细胞伸长、气孔运 

动、受精等过程中调节水分的快速跨膜运输。有的水孔蛋白还在干旱胁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本 

文根据 白花柽柳的 PEG6000胁迫处理构建的 SSH消减文库的水孔蛋白基因表达序列标签 

(EST)，设计基因特异性引物进行5 RACE，克隆出一个 1043bp的核苷酸序列。应用生物信息学 

软件进行分析，预测该序列编码287个氨基酸，具有 6个跨膜区，有 MIP家族信号序列 SGXHXN— 

PAVT，高等植物PIP高度保守序列GGGANXXXXGY和TGI／TNPARsL／FGAAI／／VI／／VF／YN，这是质 

膜水孔蛋白基因的典型的结构特征。经 NCBI比对，与Arabidopsis thaliana(MIP—C)，同源性达到 

95％，预测该蛋白的相对分子量是30．9KD，理论等电点是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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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 aquapofins aye water—selected—channels in plants and are involved in seed germination， 

cell elongation，stoma movement，fertilization and SO on．Some plan t aquapofins also play an importan t 

role in response to drought stress．In this paper the gene encoding the Tamarix albiflonum Aquaporin 

(AQP)was amplified by 5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RACE)based on the sequence informa— 

tion obtained from the expressed sequence tag of subtractive hybridization library constructed under 

PEG6000 stress．The cDNA of the Tamar／x albiflonum AQP gene is 1043 bp long，encoding a protein of 

287 amino acids with a predicted molecular mass of 30．9KDa，has 6 tran smembrane regions，and pos— 

sessing the MIP family signal consensus sequence SGXHXNPAVT and the higher plant PIP highly con— 

servative sequence GGGANXXXXGY and TGI／TNPARSL／FGAAI／VI／VF／YN．A comparative molecu— 

lar an alysis of nucleotide sequence in NCBI databases showed that it shared 95％ homology with the 

gene of Arabidopsis thaliana(MIP—C)，with a theoretical isoelectric point of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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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固着生活决定了它们对水的依赖性，植 

物的水分长距离运输、单个细胞扩展及渗透调节等 

许多生理过程都离不开水分跨膜运输。植物水孔 

蛋白(Aquaporins，AQPs)介导细胞与介质快速的 

被动的水的运输，是进出细胞的主要途径⋯。根 

据亚细胞定位，并结合序列同源性分析，可将植物 

的AQP分为三类 ：植物液泡膜内在蛋白(tono— 

plast intrinsic proteins TIPs)、质膜内在蛋白(plas— 

ma membrane intrinsic proteins，PIPs)及定位于大 

豆根瘤共生体膜上的 NOD一26。近年来，有人通 

过对玉米(Zea mays)、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等植物的 AQPs的结构比较，又发现了一类新的 

AQPs一碱性的小分子内在蛋白(the Small basic In— 

trinsic Proteins，SIPs) ，它不仅存在于双子叶植 

物中，而且在单子叶的松类、蕨类中也有发现，是广 

泛存在于植物界的另一类 AQPs 。植物的 AQP 

可通过改变其含量来调节跨膜水流动，干旱条件下 

植物体内会发生许多变化，一些 AQP或其同源物 

的表达就是植物适应干旱的一种积极反应 。豌 

豆(Pisum sativum)中7a基因是第一个被鉴定的水 

胁迫诱导的水孔蛋白 ，拟南芥 中的 At—RD28及 

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中的 TRAMP也是在 

于旱诱导下表达量增加的水孑L蛋白基因 。 

柽柳属植物是广泛分布在荒漠 、半荒漠地区的 
一 类先锋和建群树种，白花柽柳(Tamarix nf6枷 一 

hum)是柽柳属植物之一，于 1994年在新疆首次被 

发现 。̈ 。该植物生长在河滩沙砾质新积土生境。 

张道远等  ̈通过对 16种柽柳当年生小枝的比较 

解剖分析得知：白花柽柳皮层外侧具有叶绿体，皮 

层内侧细胞为大型贮水薄壁细胞，具有较强的抗旱 

性。本文以白花柽柳为试材，用 PEG6000进行渗 

透胁迫，构建了SSH消减文库，根据文库中测序的 

水孔蛋白基因序列片段设计引物，进行 5 RACE， 

克隆得到白花柽柳的TaAQP全长基因。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白花柽柳插条采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地理 

所吐鲁番沙生植物园，3月初把插条浸泡在清水 

中，3 d换 水一次，处理 10 d左 右，将其泡 在 

0．01％生根粉溶液里，30 min后取出扦插在已消毒 

的土壤(森林土 ：河沙 =l：1)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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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高时，将苗从盆 

中挖出(尽量保持根部完整性)，培养在 Hoaglang 

营养液里，隔 l天更换 1次培养液。培养 7 d后， 

在营养液中加入终浓度为 25％(m／v)的 PEG6000 

对苗木进行处理，取处理 l，3，6，12，24，36 h的小 

枝为试材，液氮速冻，放入 一80℃冰箱保存备用。 

1．2 试剂 

大肠杆菌 DH5ct购 自天为时代科技公司。反 

转录用 BD SMART RACE cDNA Amplification Kit 

试剂盒(Clontach公司)。RNase抑制剂、DNase I、 

克隆载体 pMD18-T(TaKaRa公司)；RNase A(Sig— 

ma公司)；Taq DNA聚合酶(MBI公司)；DNA回收 

试剂盒 (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公司)；IPTG、X—gal 

(TaKaRa公 司)；氨苄青霉 素 (amp，Amresco公 

司)；Tris、EDTA(Sigma公司)；其它试剂为国产分 

析纯；序列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 

定。 

1．3 方法 

1．3．1 白花柽柳叶组织总RNA提取和 DNA酶消化 

将处理不同时间的试材进行等量混合，加液氮 

和少许 PVP研磨，①在 1．5 mL的eppendoff管中加 

入 2×CTAB提取液(2％CTAB，0．025 mol·L 四 

硼酸钠，1．4 mol·L～NaCI，DEPC处理，高压灭 

菌)500 IxL，3-巯基乙醇 100 L，适量放入研磨好 

的材料，振动2 min，65~C水浴5 min。②加 Tris酚， 

氯仿各300 IxL，振动 5 min，12 000 r·mim 离心 8 

min。③重复步骤②3～4次。④吸上清加等量氯 

仿 ，振动 5 min，12 000 r·mim 离心 8 min。⑤吸 

上清，按上清：无水乙醇：4 mol·L～LiCI=l：0．5：1 

的比例混合，冰浴沉淀8 min，10 000 r·mim 离心 

10 min。⑥用 75％乙醇洗涤沉淀 2次，加 34 

DEPC水溶解，备用。 

用 DNase I消化提取的总 RNA，反应体系为：4 

L 10×Buffer、DNase I 5U、RNase抑制剂 40 U、总 

RNA20 Ixg、加 DEPC水至 40 L，37℃保温 0．5 h， 

氯仿抽提后，在上清液中加 3倍体积的无水乙醇和 

1／10NaAc沉淀 RNA，用 75％的乙醇洗涤沉淀，将 

沉淀溶于适量的 DEPC水，琼脂糖电泳检测 RNA 

质量(图 1)，并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定量及纯度 

检测。 

1．3．2 PCR引物设计 

根据对白花柽柳的 SSH消减文库进行 NCBI 

中BlastX比对结果中的水孔蛋白基因序列片段 

(命名为 AQP1)，设计 5 RACE特异性引物 WCP1 

(5 ACGTGAGAGTCCCTAGCGCTCCTCTFGG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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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1 1 白花柽柳总l{ A的提取和质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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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TaAQP跨膜区分析 

Fig．5 Transmembrane regions analysis 

5O l0o l5O 200 250 287 

图 6 BlastP推导的氨基酸序列的保守区预测 

Fig．6 BlastP search for conserved domains in deduced 

sequence of amino acid 

3．3 结构域预测 

通过对 TaAQP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该基 

因具有 MIP基因家族序列的信号序列 HINPAVT— 

FG，并且含有植物质膜水孑L蛋白的特征序列 GG— 

GANXXXXGY 和 TGI／TNPARSIVFGAAI／VI／VF／ 

YN̈ 。还含有潜在的一个 N一糖基化位点(249— 

252，NRSA)，一个蛋白激酶 C磷酸化位点 (203— 

205，SaR)，一个依赖于cAMP和 cGMP的蛋白激酶 

磷酸化位点和4个酪氨酸激酶 Ⅱ磷酸化位点(27— 

30，TheE；175—178，TkgD；196—199，SarD；203-206， 

SarD)。 

蛋白质磷酸化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翻译后修饰，对多种生物化学功能起开／关调控作 

用 14]。糖基化对蛋白质的折叠、运输、定位起着重 

要的作用 15]。TaAQP基因结构域预测中具有的潜 

在的磷酸化位点和糖基化位点可能与对该基因的 

调控作用有关。 

以渗透胁迫处理的白花柽柳小枝为材料，克隆 

得到一个新的质膜水孑L蛋白基因(TaAQP)，该基因 

具有 MIP基因家族的信号序列，经预测具有 6个 

跨膜区，其氨基酸残基与 MIP蛋 白保守区序列 

100％一致，同时含有 2个植物质膜水孑L蛋白的特 

征序列，经上述分析，推测我们克隆的TaAQP是白 

花柽柳的质膜水孑L蛋白基因，本研究工作为进一步 

研究旱生植物质膜水孑L蛋白在干旱胁迫下的水分 

运输功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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