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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DNA．AFLP技术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植物基因分离与表达研究的mRNA指纹图谱技术，在分离植 

物特异性基因等生物技术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植物耐盐基因鉴定方面，该技术的应用处于新兴初始阶 

段，但己取得了诸多成效。本文在概述植物耐盐响应机制的基础上，着重对利用 cDNA—AFLP技术鉴定的植物 

耐盐相关基因及其相应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并对其在植物耐盐分子生物学研究上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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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DNA—AFLP technique was a kind of mRNA fingerprint techn ology widely used in plant gene 

isolation and expression in recent years．By using the technique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various 

fields especially in identification and isolation of specific genes．In plant salt．tolerance study this newly arisen 

techn ique was in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stage and have gained some better early effects．On the basis of a brief 

description of mechanism of plant response to salt environment．the application of CDNA—AFLP technique in 

identification and isolation of salt．tolerance genes and their related action mechanisms were especially introduced． 

Finally．the prospect of cDNA．AFLP technique in molecular study of salt—inducible was further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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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_。AFLP(cDNA-。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技术是 Bachem等(1996)提出的基于 

AFLP的一种使差异表达基因可视化的新技术。由于 

该技术具有准确性高、可靠性好、多态性丰富的优 

点，近年来在不同植物差异片段的筛选、特异基因的 

分离及鉴定、基因表达产物的分析等方面发挥了巨 

大作用。在鉴定植物特异基因应用方面，该技术已 

取得显著成果，如己获得辣椒细胞核雄性不育基因 

(杨高强和霍秀文，2012)、棉花抗枯萎病相关基因 

(Zhang et a1．，201 1)、菊花抗白锈病相关基因(黄河等， 

2012)、苹果果实酸度相关基因(姚玉新，2006)等不同 

物种 的特异性基因。在植物耐盐基因鉴定方面， 

cDNA—AFLP技术处于新兴初始应用阶段。陈桂平等 

(2003)最先将该技术应用在小麦耐盐基因的筛选上， 

获得了耐盐相关基因 TaGSK1(GSK-shaggy 激酶基 

因)。现如今，该技术在耐盐相关基因的鉴定上已取 

得诸多显著成效，如在小黑麦(王白羽等，2010)、小 

麦(Chen et a1．，2003)上已经获得耐盐相关基因，在红 

树(陈银华等，2008)、盐爪爪(贾晋等，201 1)、菊花(黄河 

等，2012)、单叶蔓荆(张家福等，2010)等植物上获得了 

耐盐相关基因片段。 

本文叙述了不同物种对盐生境的响应机制，在 

此基础上着重阐述了cDNA—AFLP技术在不同类型 

耐盐基因鉴定上的应用状况，进一步对该技术在植 

物耐盐性研究上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1植物对盐生境的响应机制 

植物对不同盐生境 的响应不同，Greenwa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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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ns(1980)根据植物耐受含盐量的大小，将植物分 

为盐生植物和甜土植物，其中盐生植物定义为能在 

含盐量超过 0．33 Mpa(相当单价盐 70 mmol／L)的土 

壤中正常生长并完成生活史的植物，而甜土植物定 

义为在这种盐生境中不能正常生长也不能完成其生 

活史的植物(赵可夫等，1999)。 

大部分盐生植物对盐分的适应度在 100 mmol／L 

NaC1以上(林栖凤，2004)。耐盐植物不等同于盐生植 

物，盐生植物都是耐盐植物，而耐盐植物不一定是盐 

生植物。耐盐植物是具有较强的耐盐能力，能在盐渍 

环境中良好生长的盐生植物(马超颖等，2010)。耐盐 

植物主要通过耐盐与避盐两种形式对盐胁迫进行响 

应。Breckle(1995)根据盐生植物对盐分的响应机制， 

将盐生植物分为以下三类。 
一

类是真盐生植物，代表类型为碱蓬和海蓬子 

(马超颖等，2010)，它们通过叶或茎肉质化将盐离子 

积累在肉质化组织及绿色组织的液泡中，避免离子 

对细胞代谢活动的损伤。 

第二类是假盐生植物，如甜菜和海滨锦葵(Zhao 

et a1．，1999)，它们是将盐离子积累在薄壁组织的液泡 

和根部木质部薄壁组织中，减少离子向地上部的运 

输，从而起到避免盐害的作用。 

第三类是泌盐盐生植物，如柽柳、滨藜和补血草 

(赵可夫等，1999)，这类植物是通过盐腺或盐囊泡将 

盐分排出体外，从而避免盐胁迫。 

甜土植物，如水稻和大豆等常规农作物，它们的 

抗盐能力远不及盐生植物，但它们自身对盐生境也有 
一

定的响应机制。首先在代谢上，参与糖酵解、碳水化 

合物代谢的酶类增加，自身代谢增强，提高能量供给 

(Tsutsui et a1．，2003)。其次，参与渗透调节的物质增加， 

如甜菜碱、脯氨酸、可溶性糖类等调节植物体内的渗 

透势(Akkaya et a1．，1995)。再次，参与活性氧清除的酶 

类增多，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等 ai et a1．， 

2010)。最后，参与蛋白、DNA修复性的基因表达上调， 

修复受损的大分子(Wang et a1．，2008)。当然还有一些 

其它机制，如其信号传导的物质表达上调等(Jiang et 

a1．，2007)。跟盐生植物的耐盐机制相似，甜土植物仅是 

在适应能力上没有盐生植物那么强。 

植物的耐盐性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较为复 

杂的综合性状(杨升等，2010)。目前研究发现，许多因 

子都能够反映植物的耐盐性，但各种因子对植物耐 

盐性的反映率大小还不太清楚，所以没有一套统一 

的标准评价植物的耐盐性。总结起来，目前有三种常 

用的对植物的耐盐性进行评价的方法：一是直接法， 

通过不同盐度的大田试验，根据植物的成活率、生长 

状况等形态指标对其进行综合评价，从而筛选出耐 

盐植物；二是生理生化指标法，通过测定植物体内的 
一

些生理生化指标，根据它们的变化来区分植物的 

耐盐程度；三是混合法，既考虑形态指标，又考虑生 

理生化指标。 

从分子水平上来说，植物的耐盐能力来源于耐 

盐关键基因的表达或调节这些基因表达 的能力 

(Wang et a1．，2011)，如编码与逆境相关的功能蛋白基 

因、渗透保护物质合成基因、信号传递的调控因子、 

细胞排毒、抗氧化及防御相关基因等各种类型。从分 

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的耐盐性最为直接和关键，弄清 

植物的耐盐本质，从本质出发探讨植物的耐盐机理， 

从而可以制定植物的耐盐评价标准。 

2 cDNA．AFLP在植物耐盐基因鉴定上的应用 

近几年来，学者们利用各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已 

获得许多植物耐盐相关基因种类，主要包括渗透调 

节基因、逆境蛋白响应基因及转录因子等，利用 cD— 

NA．AFLP技术鉴定植物耐盐基因的应用 己取得 了 

大量成果。 

2．1与逆境相关的功能蛋白基因 

在盐胁迫下，植物体内与逆境相关的功能蛋白 

基因会表达上调，提高植物对盐胁迫的耐性(马雅琴， 

2004)。与逆境相关的功能蛋白基因很多，利用 cD— 

NA．AFLP技术获得的耐盐相关基因主要包括跨膜 

通道蛋白基因、水通道蛋白基因及晚期胚胎发生丰 

富蛋白基因。 

跨膜通道蛋白(transporter)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植物在盐胁迫下产生的离子、水分失衡的恢复。利用 

cDNA—AFLP技术鉴定获得的通道蛋白基因有小麦液 

泡膜V．ATPase C亚基基因 TaVHA—c(秘彩莉，2005)、 

野大麦 Na+／H+反向运输蛋白基因HbSOS1(王雪青， 

2006)，获得的通道蛋白基因片段有单叶蔓荆液泡膜 

ATP合成酶基因(TDF94)(张家福等，2010)、小麦阳离 

子转运 ATP酶基因 S／R38(Chen et a1．，2003)、互花米 

草质膜 H十．ATP酶 a2基因(TDF#29)(Baisakh et a1．， 

2006)、甘菊 AKT1一型通道基因 CL13、H+-ATP酶基 

因CL19和 Na+／H+逆向转运蛋白基因CL29(Huang et 

a1．．2012)、海滨锦葵 Na+／H+反转运蛋13基因(No． 

TDF1)(郭予琦等，2008)。 

水通道蛋白(aquaporin)广泛分布于细胞质膜上， 

可以形成选择性的水运输通道，允许水而阻止盐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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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其它有机物自由出入(符秀梅，201 1)。陈银华等 

(2008)在红树植物盐应答基因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水 

通道蛋白基因片段(nodulin family protein)，该基因在 

盐胁迫下转录水平大大提高。 

晚期胚胎发生丰富蛋~(1ate embryogenesis abun— 

dant protein，LEA)是一类具有高亲水性与植物抗逆 

功能密切相关的蛋白。在对陆地棉苗期差异片段的 

研究中，由P1l／M12引物组合扩增获得了一个 LEA 

片段 U章伟等，201 1)。 

2．2渗透保护物质合成基 因 

渗透保护物质合成基因通过促进渗透物质的合 

成，降低渗透势来维持细胞压力势的稳定，进而保持 

植物细胞膜结构的完整。渗透保护物质有很多种类， 

其中主要有多元醇，如甘油、甘露醇等；氨基酸及其 

衍生物，如脯氨酸、甜菜碱等；糖类物质，如蔗糖、海 

藻糖等(马雅琴，2004)。目前利用 cDNA—AFLP技术 

获得的渗透保护物质生物合成的基因片段有甘菊肌 

醇 一卜 单磷酸酶基因 CL9 fHuang et a1．，2012)，肌醇 
一

卜单磷酸酶在耐盐植物中将 6一磷酸葡萄糖转换为 

肌醇再转换为芒柄醇，亲水性高的芒柄醇能减少植 

物因盐胁迫造成的生理干旱；互花米草海藻糖 一3一 

磷酸合酶基因(TDF#34)(Baisakh et a1．，2006)可以形 

成海藻糖，作为一种非还原性糖的渗透保护剂，参与 

渗透调控。 

2．3信号传递的调控因子 

起信号传递的调控因子主要通过启动或关闭相 

关基因，对盐胁迫进行相应。在信号传递过程中，蛋 

白激酶起重要作用(马雅琴，2004)。利用 cDNA—AFLP 

技术获得的蛋白激酶基因有野大麦 CIPK蛋白激酶 

基因HbCIPK(王雪青。2006)和小麦 GSK．shaggy激 

酶基因 TaGSK1(Chen et a1．，2003)、小麦丝氨酸苏 

氨酸蛋白激酶基因 TaSTK(Ge et a1．，2007)，研究获 

得的蛋白激酶基因片段有甘菊钙结合 EF家族蛋白 

基因(CL33)、甘菊受体蛋 白激酶基因(CmLK)CL39 

(Huang et a1．，2012)、海滨锦葵类受体蛋白激酶基因 

(No．1lTDF)(郭予琦，2008)、单叶蔓荆受体类激酶基 

因(TDF92)(张家福等，2010)、谷子钙依赖性蛋 白激 

酶基因( ， (Jayaraman et a1．，2008)。 

也有一些基因作为转录因子对基因的表达进行 

调控。利用 cDNA．AFLP技术获得的转录因子基因有 

小麦盐抗性诱导因子 SIR73(Chen et a1．，2003)。获得 

的植物转录因子基因片段有植物特有的 GRAS家族 

的转录因子(贾晋等，2011；郭予琦等，2008)、谷子 

NAC2蛋白质基因(TDF#9)和 U1小核核糖核蛋白复 

合体 U1 snRNP(TDF#10)(Jayaraman et a1．，2008)、 

互花米草组蛋白乙酰转移酶组件 HAT(TDF#44-3) 

和WRKY转录因子家族成员(TDF#154)fBaisakh et 

a1．，2006)。 

2．4防御相关的基因 

在盐胁迫下，植物体内会聚集活性氧，为使细胞 

不受毒害，一些跟活性氧清除有关的酶类基因表达 

上调(马雅琴，2004)。利用 cDNA．AFLP技术已获得 

了一个编码磷脂过氧化氢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片 

段，是机体内唯一能够直接还原生物膜上脂类过氧 

化物的抗氧化酶；另外获得了一个编码硫氧还蛋白 

的片段，硫氧还蛋白在细胞内的主要功能是还原目 

标蛋白质的二硫键，具有抗氧化作用，并能清除因胁 

迫产生的ROS(活性氧中间体)(贾晋等，201 1)。关于 

清除因盐胁迫产生的 ROS的基 因片段还有 Ⅳ0．2 

TDFs和 ，分别编码一个过氧化物酶体膜蛋白 

(PMP)(郭予琦等，2008)和一个谷胱甘肽还原酶(GR) 

(Jayaraman et a1．，2008)。前人研究还获得一个醛脱氢 

酶类似基因 Ta-ALDH，它能促使高毒性丙二醛氧化 

形成无毒的羧酸，缓解因盐胁迫而产生的氧化胁迫 

(马雅琴，2004)。 

植物在盐胁迫下，一些 DNA或蛋白质会受损， 

这时需要一些基因的表达对受伤的大分子进行修复 

或者清除。利用 cDNA．AFLP技术己获得的基因有小 

麦泛素相关蛋白基因 TaUBA和泛素羧基末端水解 

酶基因 TaUCH，泛素类蛋白参与蛋白质的泛素化，使 

受损的蛋白最终降解f秘彩莉，2005)。利用该技术已 

获得的防御相关基因片段有由P14／M15引物组合扩 

增获得的陆地棉几丁质酶 A前体基因片段f刘章伟 

等，201 1)、谷子 mRNA核小体组装因子 nfc102片段 

(Jayaraman et a1．，2008)。 

2．5代谢相关基因 

研究表明，植物在盐胁迫条件下，通过一定基因 

表达和调控对盐生境进行适应，其中参与基础代谢 

的基因最多(Wang et a1．，201 1)。利用 cDNA—AFLP技 

术获得的基因有小黑麦碳酸酐酶基因 ，碳酸酐酶 

作为一种重要的含锌酶能够催化 CO 和HCO 一之间 

的转化，为羧化反应提供底物，保证光合作用恢复到 

原有水平(王白羽等，2010)。利用该技术获得的植物 

代谢基因片段有海滨锦葵 3一磷酸 一甘油醛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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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No．5 TDn，其表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糖酵解反 

应和 ATP生成，另外鉴定出的过氧化物酶体 一3一酮 

酰 一辅酶 A一硫解酶片段(No．6 TDF)通过参与细胞 

的脂肪酸代谢和脂质转化来调节逆境应答过程(郭予 

琦等，2008)。 

3 cDNA—AFLP技术与其 它技术相结合在植 

物耐盐基因鉴定上的应用 

cDNA—AFLP技术在植物耐盐基因鉴定利用方 

面已取得诸多成果，事实上 cDNA．AFLP技术获得的 

耐盐相关基因，一般都是在 cDNA．AFLP技术获得准 

确、可靠的差异片段基础上，结合一些常用的分子技 

术获得的。如：cDNA．AFLP技术同 SMART RACE 

技术相结合获得基因有野大麦 HbCIPK(CmK蛋白 

激酶基因)(王雪青，2006)、小黑麦 CA(碳酸酐酶) 

(王白羽等，2010)、小麦 TaRLK(F—box基因)(秘彩莉， 

2005)、小麦 D日 (醛脱氢酶基 因)(王 白羽， 

2010)、小黑麦 TaGSK1(GSK．shaggy激酶基因)(Chen 

et a1．。2003)；同电子延伸及 RT．PCR技术相结合获得 

的基因有小麦 TaVHA—C(液泡膜 V—ATPase C亚基1 

(秘彩莉，2005)、小麦 TaUBA(泛素相关蛋白)(秘彩 

莉，2005)；同电子克隆及 RA CE获得基因有小麦 

TaUCH(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基因)f秘彩莉，2005)、 

小麦 TaSTK(丝氨酸 ／苏氨酸蛋 白激酶)(Ge et a1．， 

2007)；其它还有同EST的组装和拼接技术相结合获 

得耐盐基因，如有研究在由P9／M6引物组合扩增的片 

段基础上获得 1 795 bp的碱基序列(刘章伟等，201 1)。 

cDNA．AFLP技术获得差异片段，不能确定其是否为 

阳性差异片段 ，一般仍需要借助 Reverse Northem 

Blotting技术进行鉴定(王雪青，2006)，通过 Northem 

杂交(马雅琴，2004)、RT．PCR(Liu et a1．，2012；Kim et 

a1．，2012)等技术验证所获得的基因序列是否为真正 

的盐诱导表达序列。因此，基于 cDNA．AFLP技术可 

以很快也很容易获得差异或是特异性片段，将 cD— 

NA—AFLP技术同其它的分子技术相结合能更好地对 

耐盐基因及植物耐盐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4展望 

cDNA．AFLP技术作为一种新的 mRNA指纹分 

析技术，可系统比较耐盐和盐敏感 mRNA间基因表 

达差异，从而筛选出耐盐基因片段、分离出耐盐基 

因，还可以结合其它技术分析耐盐基因表达产物，从 

而可以全面研究植物的耐盐机理。cDNA．AFLP技术 

还因PCR反应采用较高的退火温度，反应条件严谨 

使得可靠性高，重复性好(姜立杰等，2003)，目前该技 

术在植物耐盐基因的鉴定、分离、克隆等研究方面应 

用越来越多。电子克隆、基因全长的获得、分析表达 

图谱等也都是建立在 cDNA—AFLP技术获得的准确、 

可靠片段的基础上的研究。如今，将 cDNA—AFLP技术 

同其它的分子技术 SMART RA CE技术、RT—PCR技 

术、电子克隆方法等相结合，可为研究耐盐基因表达 

及进行耐盐相关基因的分离、鉴定与克隆等提供更为 

快速的技术手段，在植物耐盐基因的分离及鉴定方 

面、耐盐生理生化研究、耐盐植物分子水平上耐盐性 

评价标准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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