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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梅2个肌动蛋白cDNA片段的克隆与表达 
张春红，胡淑英，王小敏，闾连飞，吴文龙，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210014) 

摘要：目的：克隆耐盐碱果树滨梅的肌动蛋白基因actin，为该物种优异性状基因的功能鉴定提供内参。方法：利用一对actin 

简并引物克隆滨梅actin cDNA片段，对其进行序列和表达分析。结果：得到2条743 bp的cDNA片段，两条核苷酸序列相似性为 

82％，命名为PmActl和PmAct2并在 GenBank登录(分别为JX855160和JX855161)；序列比对发现2条actin片段氨基酸序列与 

其他植物同源性均在96％以上；根据不同果树Actin相似性构建进化树，表明2个滨梅actin明显分为两种类型，但均与蔷薇科果 

树亲缘关系较密切；半定量RT—PCR表达谱发现PmActl可能为组成型表达类型，而PmAct2特异地在根和叶组织中表达量较 

高。结论：首次获得了2个滨梅actin基因，为该物种其他功能基因的挖掘和表达分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滨梅；肌动蛋白；基因克隆；序列分析；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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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 Fragment Cloning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Two Actin Genes in Beach Plum ( lnus maritima Marshal1) 

zHANG Chun—hong。HU Shu—ying，WANG Xiao—min，LV Lian—fei，WU W en—long，LI Wei—lin 

(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study aimed to clone actin genes in salt—tolerant fruit tree beach plum as the reference for functional identifica— 

tion of excellent genes．M ethod：Using a pair of degenerate primers，actin cDNA fragments were isolated from beach plum and sequence a- 

lignment and semi— quantitative RT —PCR analysis were then performed．Result：Two actin cDNA fragments of 743 bp were ob· 

tained．There was a consistency of 82％ at the nucleotide level of the two fragments and were named PmActl and PmAct2 with GenBank ac— 

cession number JX855160 and JX855161 respectively．Sequence homology of the tWO both shared over 96％ amino acid sequence similari- 

ty．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Actin of fruit trees found PmActl and PmAct2 belonged to two types，but each had close genetic relation— 

ship with Rosaceae fruit trees．Semi quan titative RT—PCR analysis showed that expression of PmActl was possibly constitutive type，while 

PmAct2 specifically had higher expression level in root and leaf tissues．Conclusion：This was not only the first repo~ on cloning of actin 

genes from beach plum，but also provided internal standard reference for other genes’expression analysis． 

Key words：beach plum(Prunus maritima Marshal1)；actin；gene cloning；sequence analysis；expression analysis 

滨梅( n瑚maritima Marshal1)，又名海滨李、沙李，是自 具有抗风、耐盐碱、耐瘠薄和耐干旱等诸多特性 ，可以在 

然分布于美国海滨沙地上的一种蔷薇科李属灌木果树。滨梅 滩涂等恶劣环境中生存，在海滨及内陆盐碱地改良和生态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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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中具有重要意义 J。此外，滨梅果实酸甜鲜美可作果汁、果 

酒和罐头等，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近年 

来，自2001年南京大学首次从美国特拉华州引进滨梅以 

来 ，国内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组织快繁M]、耐盐抗性 等方面 

的研究。关于滨梅分子基础研究，国内外仅有利用 RAPD和 

ISSR对不同种源进行遗传变异分析以及利用RAPD标记区分 

滨梅和其他李属果树的报道 ’ 。 

肌动蛋白(actin)是真核细胞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蛋白质， 

在植物多种生理活动中执行重要功能 。近年来，人们又新 

发现肌动蛋白具有提供花粉管生长所需能量的作用 。由于 

actin基因在植物各种组织器官中的表达量非常稳定，常被用 

于功能基因表达分析的内部参照 。近年来，actin基因不仅 

在模式植物⋯ 、重要经济植物 和经济林果 上获得了大 

量研究，在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药用植物 、极端植 

物  ̈和观赏植物 上的应用也相继展开，为更多优异基因的 

有效鉴定与利用提供了依据。作为一种集观赏性、经济价值 

及生态效益于一身的多用途果树滨梅，目前尚未有其actin基 

因的研究。本研究依据不同植物actin基因保守区域设计了 

一 对简并引物，克隆滨梅actin eDNA序列，对其在不同组织中 

的表达模式进行分析 ，为进一步挖掘滨梅优异性状基 因及其 

功能分析奠定基础。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材料 

滨梅(Prun~maritima)种源Prunus maritima var~plena种 

子自美国阿诺德植物园引进，材料种植于南京中山植物园苗 

圃内。取扦插幼苗的根、幼叶、茎、茎顶端生长点及花芽，液氮 

速冻后置于一7Occ冰箱保存。 

1．1．2 试剂 

常规化学药品及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Ex Taq酶和 DNA 

marker购 自TaKaRa公司。实验 中所用 的大肠杆菌 E．coli 

DH5e~、质粒抽提、胶回收、PCR产物克隆、RNA提取和反转录 

等试剂盒均购自北京百泰克生物技术公司。引物合成与测序 

均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1．1．3 仪器 

实验中所用的分子生物学仪器同先前报道 。 

1．1．4 培养基 

实验所用大肠杆菌培养基为 LB培养基。 

1．2 方法 

1．2．1 eDNA的合成和actin eDNA片段的克隆 

参照试剂盒说明提取总RNA，取2 txg RNA用于eDN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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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步骤参照试剂盒说明进行。依据蔷薇科李(EF585293)、 

桃(AB046952)、樱桃(AB665559)、苹果(AB638619)、枇杷 

(JX089586)、黑莓(HQ439558)、树莓(HQ439559)等多种果树 

actin基因保守区设计一对简并引物：上游5 一ATG GAR AAG 

ATY TGG CAT C一3 ；下游5 一ACC TrR ATC TrC ATG TR C 

一 3 。PCR扩增反应体系包括 10×buffer 2 ，dNTPs(1O 

mmol／L)0．2 ，正反向引物(10 pmol／l~L)各 1 L，Taq酶(5 

U／ )0．2 ，eDNA 1 IxL，补灭菌水至20 。PCR反应参数 

为，94％ 5 rain，(94℃30 s，48℃30 s，72aC60 s)35个循环，72℃ 

10 rain。PCR产物经 1．0％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后进行纯化， 

纯化后产物连接T载体，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在 LB固 

体平板上筛选白斑，经质粒 PCR鉴定后送交测序。 

1．2．2 序列分析 

在NCBI中利用 BLAST工具进行序列相似性搜索，利用 

ClustalX(ver1．8)软件进行序列比对。以克隆的肌动蛋白序列 

为查询序列搜索数据库，将不同果树物种的42个actin蛋白序 

列用Phylip(vet 3．69)软件绘制系统树。 

1．2，3 半定量 RT～PCR分析 

将不同取样组织按上述方法提取总RNA，用吸光值法测 

定各组织的RNA量，使不同组织间取等量 RNA进行反转录。 

PCR扩增时取等量eDNA模板进行PCR。根据测序结果设计 

2对用于半定量 RT—PCR分析的引物，PmActlF：5 一1T【'G 

ACG GAG CGT GGT rAT TCC一3 ，PmActl1t：5 一AGG TGC 

TAA AGC TGT GAT Trc T一3 ；PmAct2F：5 一CTC ACT GAA 

AGA GGG TAC ATG 一3 ，PmAct2R：5 一TGG AGC AAG AGC 

AGT AAT CTC C一3 ，两者理论扩增产物均为 390 bp。RT— 

PCR反应体系和反应参数同上PCR扩增，但退火温度为45qC 

且反应循环数减少为30个。 

2 结果与分析 

2．1 actin eDNA片段的克隆 

以滨梅幼叶总RNA反转录所得到的第一条eDNA链为模 

板，利用简并引物进行 PCR扩增，扩增产物经凝胶电泳后，在 

750 bp左右均有一条条带(图1A)。对条带回收后进行连接、 

转化和阳性克隆筛选(图1B)。菌落PCR扩增结果发现，所扩 

增条带为多个片段的混合产物，将含不同片段的单克隆送测 

序，将测序结果在GenBank中进行比对分析表明，图1B中甬 

道5和l2为2条候选肌动蛋白基因eDNA片段，分别将其命 

名为PmActl和PmAct2。 

2．2 actin克隆片段的序列分析 

PmActl和 PmAct2测序后片段长度均为743 bp，推导均编 

码247个氨基酸。进行 b]astn和blastp相似性搜索，发现其均 

具有actin基因家族编码蛋白的典型结构域，且均为未登录的 

序列。PmActl和PrnAct2在核苷酸水平上的一致性为82％，而 

其推导的氨基酸序列有8处差异(一致性93％)。进一步比对 

发现，PmActl与其他植物 actin核苷酸序列相似性均在81％以 

上，与苹果(GQ339778)相似性最高(95％)；而PmAct2与其他 

植物 actin核苷 酸序 列相 似性 在 86％ 以上，与 李属 的李 

(EF585293)和樱桃(FJ560908)的相似性均最高达99％。在 

氨基酸水平上，PmActl和PmAct2编码蛋白与多种植物 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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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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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增强的 SEC2截短突变蛋白的构建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张国俊 ，邹谨 ，徐明恺 ，周隽逸。，张惠文 

(1．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辽宁沈阳 110016；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49； 

3．沈阳药科大学，辽宁 沈阳l10016) 

摘要：目的：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c2的截短蛋白SECI4—239中7和9位氨基酸对其超抗原和抗肿瘤活性的影响。 

方法：利用基因工程方法将SEC14—239中7和9位Thr和Gly分别替换为 Leu和Glu后，获得截短突变蛋白SEC14—239M。体 

外细胞学实验对其超抗原活性和抗肿瘤活性进行分析。结果：突变蛋白SEC14—239M体外刺激小鼠T细胞增值活性较 SEC14 

— 239显著增强(P<0．05)，与未截短的SEC2相当(P>0．05)。在相同剂量条件下，SEC14—239M诱导的抗肿瘤活性尽管低于 

SEC2(P<0．O1)，但要显著高于SEC14—239(P<0．05)。结论：截短蛋白SECI4—239的第7和9位氨基酸突变后能显著增强其 

超抗原活性和抗肿瘤活性，但二者增强程度有差异。这一结果说明以定点突变改造SEC2截短体的活性是可行的，同时也暗示超 

抗原的T细胞增殖和诱导肿瘤细胞抑制并不完全关联。 

关键词：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C2；截短突变蛋白；超抗原活性；抑瘤活性 

中图分类号：Q816；Q5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3l1X．2012．0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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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amino acid at position 7 and 9 of truncated protein SEC14—239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enterotoxin C2 on its superantigen activity and antitumor activity．Method：The amino acids at position 7 and 9(Thr and Gly)of SEC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