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通报
研究报告·

Ｂｌ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０６Ｙ

８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刺参管足ＳＭＡＲＴ ｃＤＮＡ文库构建及ＥＳＴ分析
李栋

常亚青王玉丹

丁君

（大连海洋大学农业部海洋水产增养殖学重点开放实验室，大连１１６０２，）
摘要：咀大连广鹿岛野生刺参的管芷ｍＲＮＡ为材料，利用ｓＭＡＲＴ ｃＤＮＡ ｃｏｎｓ咖ｃｔｉ佣Ｋｉｔ曲建了表达型ｃＤＮＡ文库。
和始文库的滴度为１．３

ｘ

１０‘ＰＦｕ／ⅢＬ，蓝白斑估测量姐丰合格。扩增后蓰弭９６ ｍＬ文库，滴度为ｌ＿８

ｘ

ｌＯ”ＰＦｕ／ⅢＬ，从扩增文

库中随机托取２∞十噬茵斑进行ＰｃＲ检测，电泳检洲姥果袁明重组丰大于９０％．片段大小在Ｏ．２５·２．Ｏ ｋｂ之问的插八片段占
８０．４％，文库椅建成功。随机选择１２２十噬茴斑转化为质拉ｐＴ打ｐｌＥ也并洲序，潮序成功率８３．６％，鞋件处理后１００ ｂｐ以上的
ｃｌｅ蛐ＥｓＴＢ有７２紊，懑通的为６５务．占成功测序样品的６３．７％。７２夺序列经Ｓ。ｑＭａｎ软件拼接．获得４８紊ｃ叩６∥８ｉｎ５Ｉｅｔｏ腿．

在践ＢＩＢｎ比时发现其中２６书真有同潭序列井获得注释，另外２０条可能为新基目，其功能扣结构有待进一步利用生物信息学
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美键词：刺参管足ｃＤＮ＾文库Ｅ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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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却ｍｔ￡吨叩＂ｌ血Ｐｏｎ证∞）具有较高的营养和

ＥＳＴ¨ａｌｙ击Ｂ

应参体健康状况，评定刺参等级优劣的重要指标。

药用价值，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养殖簿珍品；而且刺参

构建ｃＤＮＡ文库是研究生物体功能基因组的重

进化地位独特，具有夏眠、排脏再生等独特的生命现

要技术手段。尤其全长ｃＤＮＡ文库的构建可以高效、

象，国内外学者对剌参的生态、生理及生物学等进行

大规模获得基因序列，并且序列大多数包括３’和５’

了大量研究…。管足是刺参主要的运动器官．剌参

端的非编码区，对基因组庞大和尚未获得全基因组

的神经系统和水管系统都经分支而向管足延伸，同

序列的物种而言，是进行基因组研究的一条重要途

时管足可以进行气体交换，具有辅助呼吸的功

径。在刺参遗传背景并不完全清楚情况下，科研人

能”’“。在生产上，刺参管足的吸附能力被作为反

员积极开展了刺参ｃＤＮＡ文库的构建工作，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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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ｎｍｅｒ为引物，确定最佳循环数后在Ａｄ－

刺参功能组学的研究进展。陈璐等”１利用ｘＴｄｐ，

ＩｌＩ／３’ＰｃＲ

ＪＥ趋载体构建了刺参肌肉组织的ｃＤＮＡ文库。周遵

ｖ８ｎｔａ舻２ ＰｃＲ Ｋｉｔ作用下ＰｃＲ反应合成ｃＤＮＡ第２

春等”３构建了刺参体壁、肠和呼吸树全长ｃＤＮＡ文

链，并取５ ｕＬ凝胶电泳检测。双链ｃＤＮＡ经蛋白Ｋ

库并进行了大规模测序和数据初步分析。郑法

消化、Ｓ＾Ｉ酶切及片段分级分离和纯化后，连接到＾

新…、Ｒｏｊａｓ—ｃ８＾ａｇｅＭ和Ｏｒｔｉｚ．Ｐｉｎｅｄａ等㈤’１构建了

Ｔ＾ｐｌＥｘ２载体上。连接产物由ＭａｘＰｉ强Ｌａｍｂｄａ

海参肠组织及再生肠组织的ｃＤＮＡ文库并对可能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ｔ进行噬菌体包装，形成初始文库。

再生相关的基因进行了筛选，而Ｒｍｆ『ｅｎＧ６ｍｅｚ
等¨１则利用海参舶ｚｎ如Ｈ血ｇｚ口ｋ丌讥Ｄ ｃＤＮＡ文库对

合格后，将文库与感受态Ｅ．∞“ｘＬ．Ｂｌｕｅ和１

可能与免疫相关的基因进行了发掘。

释缓冲液混匀，３７℃培养１５ ｍｉｎ后加入ＬＢ／ＭｇｓＯ．

检测初始文库滴度，蓝自斑估测重纽率。质量
ｘ

ｘ稀

本研究以野外采捕健康刺参的管足为试验材

表层琼脂，倒在３７℃预热的ＬＢ／ＭｇＳＯ。平板上，使均

料。构建表达型ｓＭＡＲＴ ｃＤＮＡ文库，随机挑选重组

匀分布。３７℃培养，到噬菌斑开始互相接触为止，向

克隆进行测序并对获得的ＥｓＴ序列进行拼接、比对

每个平板加入１２

和分析，以期为对这一重要器官的基因表达进行

集合并缓冲液形成扩增文库。检测文库滴度，ＰｃＲ

探索。

检测重组率，加入７％的ＤＭｓＯ，混匀后放人冰箱一

ｌ材料与方法

８０℃保存。

１．１材料

】．２．３

ｍＬ

１×ｘ稀释缓冲液，４℃过夜．收

ｃＤＮ＾文库的质量鉴定

文库滴度检测：１

１．１，ｌ材料来源刺参ｌＯ头，取自大连广鹿岛海

“Ｌ噬菌体１０倍稀释液加到２００¨Ｌ感受态ｘＬ－

域，平均体重４３０ ｇ，暂养于大连海洋大学农业部海

Ｂｌｕｅ居，ｃｏ“菌液中，３７℃，１０一１５ ｍｉｎ，噬菌体吸

洋水产增养殖学重点开放实验室。暂养条件：水温

收。加人２ ｍＬ熔化的的表层琼脂混匀，倾倒在

１８～２０℃，盐度３０‰，隔日换水１００％，２４ ｈ充气，投

３７℃预热的ＬＢ／Ｍｇｓ０。平板上，３７℃培养６一１８

喂刺参配合饲料。

计数噬菌斑。
ＲＮＡ提取ＲＮＡｉ ｓ（．Ｐｌｕ８及ＤＮＡ／

文库滴度（ＰＦｕ／ｍＬ）：透明噬斑数×稀释倍

ｍａｒｋ盱为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产品，ｍＲＮＡ分离试剂

数×１０’／铺平板的稀释噬菌体的体积（“Ｌ）；库窖量

１．１．２
ＲＮＡ

ｈ，

主要试剂

盒Ｏｈ９０ｔｅｘ

ｍＲＮＡ Ｍｉｎｉ

Ｋ如为Ｑｉａｇｅｎ公司产品，文

＝库包装体积×滴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ＤＮＡ文库重组率测定：随机挑取分离好的噬

ＣｏⅡｓｔｍｃｔ Ｋ矗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ⅢｃＤＮＡ ＰＣＲ Ｋｉｔ为Ｃｌｏｎ－

菌斑到１００曲１×Ｘ稀释缓冲液中，４℃过夜。分别

ｔｅｃｈ公司产品，文库噬苗体包装蛋白ＭｎＰｌａｘ“

取５“Ｌ作为模板，用试剂盒说明书中提供的引物和

Ｌ丑ｍｂｄａ Ｐ们ｋａｇｉｎｇ

条件进行ＰｃＲ扩增。１％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插入

库构建及ＰｃＲ检测试剂盒ｓＭＡＲＴⅢｃＤＮ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８为Ｅｐｉｃｅｎｔ陀公司产品，质

粒提取使用天根质粒小提试剂盒。其他常用药品均

片段的大小，计算重组率。

为上海生工分析纯试剂。

１．２．４噬菌体的质粒化及质粒提取挑分离好的

１．２方法

单斑到３５０

ｘ

ｘ稀释缓冲液中。涡旋，４℃过夜

从活体

溶解。在无菌小管内加入２００ ＨＬ感受态Ｅ．∞“

海参上剪取海参管足，用滤纸吸干海水，液氮速冻并

ＢＭ２５．８，１５０ ｕＬ噬菌斑溶解液，３１℃，静置３０ ｍｉｎ。

研成粉状，加入适量ＲＮＡｉｓｏ Ｐｌｕ８提取总ＲＮＡ。琼

加人４００¨Ｌ ＬＢ培养基，３１℃，２２５ ｒ／ｍｉｎ，６０

脂糖电泳检测．紫外分光光度计扫描，计算浓度。用

取１０ ｎＬ涂布ＬＢ／ｃａｒｂｅｎｉｃｄ“ｎ平板，３ｌ℃培养。每

Ｋｉｆ分离ｍＲＮＡ。紫外分光光度

个平板挑取几个分离好的单苗落为模板ＰｃＲ检测，

１．２．１

总ＲＮＡ提取、ｍＲＮＡ分离及浓缩

ｕＬ １

０ｌｉｇｏｔｅｘ ｍＲＮＡ ＭｉＩｌｉ

计扫描，计算浓度。用ＮＨ．Ａｃ－乙醇沉淀法浓缩。
１．２．２

ｃＤＮＡ文库的构建及扩增

以ｓＭＡＲＴ ＩＶ

用天根质粒小提试剂盒提取含有插入片段的质粒。
质粒样品一２０ｑｃ暂存，送上海生工用Ｔ７测序，

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ｃｏｔｉｄｅ及ｃＤＳ ＩＩＩ／３’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为引物合成

根据测序结果对部分质粒反向测序。

５’端完整的单链ｃＤＮ＾。以５’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和ｃＤｓ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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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序列分析首先根据Ｂｉ∞ｄｔ软件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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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鉴别击除信号模糊和长度小于１５０ ｂｐ的低质量

酸钠、糖原、乙醇，过夜沉淀，加７“Ｌ去离子水

ＥｓＴ序列，用ｖｅｃｓｃｒｅｅｎ在线载体序列比对工具寻

溶解。

找并去除捕入片段两端的载体序列及ｐｏｌｙ．Ａ尾，将

Ｍ１

获得的ｃｌｅａｎ ＥｓＴｓ序列提交国际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Ｍ２

ｌ

ｂｐ

（ＮｃＢＩ）。利用ｓｅｑＭａｎ软件进行拼接，获得重叠群
９４１６
４３１６
２３２２

（ｃｏｎｔ培ｓ）或单一的ＥｓＴ序列（ｓｉ“ｇｌｅｔｏｎｓ），利用在线
核苷酸序列比对程序Ｂｌａｓｔｎ、Ｂｌａｓｔｘ对ＮｕｃＩｅｏｔｉｄ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ｎｒ／ｎ【）、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ｎｏｎ－ｍｏｕｓｅ

ＥＳＴｓ（ｅｓｔ

５“

ｏｔｈｅｒｓ）和Ｎｏｎ－ｒｅｄｕｎｔａ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８ｑｕｅｎｃｅｓ（ｎｒ）数据

库进行同源搜索。参数设置为默认。根据比对结
果，对ＥＳＴｓ进行功能注释。对没有显著同源性的序
Ｍ１＾一Ⅳｌ州ＩＩｌ ｄ·ｇｅ８Ｉ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Ｍ２ ＷＩｄｅ Ｒａ”胪ＤＮ＾

列进行开放阅读框和蛋白结构域的查找。

Ｍａｒｋｅｒ（Ｊ０００—６０００

２结果
２

１

图３刺参管足双链ｃＤＮＡ １％琼脂糖凝胶电泳

总ＲＮＡ、ｍＲＮＡ质量鉴定
ｃＤＮＡ文库质量鉴定

２．３

总ＲＮＡ甲醛变性琼脂糖电泳检测，条带清晰，
２８ｓ条带亮度约为１８ｓ的２倍，表明完整且无污染
（图１）。浓缩ｍＲＮＡ紫外扫描曲线特征明显，

ＯＤ：。／０Ｄ：。。在２．０以上，表明纯度很高，ｍＲＮＡ计算
浓度为Ｏ ４¨ｇ／¨Ｌ（图２）。起始材料满足ｃＤＮＡ文

库构建的要求。

经鉴定，初始文库滴度为１．３×１０６ＰＦｕ／ｍＬ，库
容量为７ ２×１０’。库容量扩增后文库９６ ｍＬ，滴度

为１．８×ｌＯ”ＰＦｕ／ｍＬ。挑取２００个噬菌斑单斑作为
模板，Ｐｃｌ｛结果表明重组率大于９０％，片段大小在
０ ２５—２．０ ｋｂ之问的插入片段占８０ ４％，片段主要

集中在０．３一１．８ ｋｂ（图４）。各方面指标达到文库

构建的要求。

ｂｐ
２８Ｓ
１８Ｓ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５０
５００

ｂ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５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５Ｓ

２５０
１００

Ｍ

图ｌ

ｂｐ）；ｌ刺考管足ｄｓ—ｃＤＮ＾

ＤＬ２０００；ｌ一１０刺参管足总Ｒ～Ａ

刺参管足总ＲＮＡ甲醛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
Ｍ

ＤＬ

２０００…ｋｅｒ：ｌ一１０插入片段ＰｃＲ产物检测
雷４文库插入片段ＰｃＲ检测

２．４随机质粒化及测序

文库侵染宿主菌Ｅ．ｃ０“ＸＬｌ—Ｂｌｕｅ，培养形成噬
菌斑，采用随机选择的方法挑取噬菌斑并化为质粒
ｐＴｒｉｐＩＥｘ２，挑取宿主Ｅ
围２刺参管足ｍＲＮＡ紫外扫描曲线

２．２双链ｃＤＮＡ质量鉴定

琼脂糖电泳检测表明双链ｃＤＮＡ主要分布于
０．３—６

ｋｂ（图３），蛋白酶Ｋ消化，ｓ矿Ｉ酶切后片段

ｃｏ“ＢＭ２５．８单菌落进行

ＰｃＲ检测，将包含０．２５—２

Ｏ

ｋｂ插入片段的１２２个

菌落进行质粒提取并测序，测序成功１０２个，成功率
为８３．６％。
２

５

ＥｓＴ序列分析

分级分离，收集到１６个离心管内。电泳检测，其

随机挑取噬菌斑并转化为质粒ｐＴｉｐｌＥｘ２，根据

中第７—１０管分布于５００ ｂｐ以上。合并后加入醋

菌落ＰｃＲ结果选择插入条带在２５０ ｂｐ以上的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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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并提取质粒。先后将１１２个质粒样品送上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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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１捌参管足ＥＳＴ测序丰度统计

物工程有限公司用Ｔ７引物物测序，根据测序结果对
需要反向测序的按照ｓＭＡＲＴ ｅＤＮＡ文库构建试剂
盒体构引物序列进行反向测序，测序成功１０２条，测
序成功率８３．６％。软件处理后１００ ｂｐ以上的ｃｌｅｎ
ＥｓＴｓ有７２条，提交到国际生物技术数据中心（Ｎｃ－
ＢＩ）．其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Ｈｓ９７５１０８－Ｈｓ９７５１７９。检
测到５ ７端载体序列，即测通的有６５条，占成功测序
样品的６３．７％。７２条序列经ｓｅｑＭ¨软件拼接，获

得４８条ｃｏｎⅡ∥ＢｉｎｇＩｅｔｏｎ８，将ｃｏ“ｇ／ｓｉ“９１ｅｔ０Ⅱ统一看

结果发现高度同源序列的有２６条，与海参已知序列

作独立的转录本（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ｕｎ蛔ｕ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ＴｕＴ），

同源的占６１．５％，其中ＴＵＴ７为刺参ｎａｄ２基因、

其表达丰度统计如表ｌ所示。

ＴｕＴ３３为蒯参铁蛋白基因、ＴｕＴ４３为刺参室管膜相

利用在线Ｂ１ａｓｔ程序寻找同源序列，ｂ１８ｓｔｘ认为

关蛋白前体基因。部分获得注释的ＴｕＴ８如表２所

得分大于８０，相似度大于３５％的宇列相似性显

示。未发现高度同源序列的有２０条，可能为新基

著．ｂｌａｓｔｎ得分大于１５０，Ｅ值小于一３０认为高度

因，其结构和功能有待进一步利用生物信息学的方

相似“…。

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襄２部分刺参管足酷Ｔ序刊拼接后Ｂｌｎｓｔ比对结果

３讨论
３．１

刺参管足ｓＭＡＲＴ ｅＤＮＡ文库构建

的纯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本研究采用ＴｒｉｚｏＩ法提
取总ＲＮＡ，方法简便快捷，有效避免了ＲＮＡ的降

构建表达文库的前提是获得高纯度、完整的

解，另外，用ＲＮＡ分离柱直接分离ＲＮＡ避免了酚

ｍＲＮＡ，而且为了尽可能避免ＬＤ·ＰｃＲ合成双链ｃＤ－

氯仿抽提和乙醇沉淀，产物纯度较高、完整性好，

ＮＡ时对基因表达丰度产生影响，这就要求起始ｍＲ－

产量大，为ｍＲＮＡ的分离提供了保障。用ＯＩｉｇｏｔｅｘ

ＮＡ的浓度应尽量高一些以保证ＰｃＲ循环数较低。

ｍＲＮＡ Ｍｉｎｉ

前提则是总ＲＮＡ的量要大，完整性要好，而对总ＲＮＡ

ＮＡ。经过沉淀法浓缩后ｍＲＮＡ浓度达到０．４ ｐｇ／ｐＬ，

万方数据

Ｋｉｔ分离ｍＲＮＡ，获得了高纯度的ｍＲ·

李栋等：刺参管足ｓＭＡＲＴ ｃＤＮＡ文库构建及ＥｓＴ分析

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１９７

在ＬＤ—ＰｃＲ法合成双链ｃＤＮ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

通信、蛋白表达、免疫及转运，而以基础代谢和蛋白

降低了循环数，降低了扩增反应对真实表达丰度的

表达相关基因最多。其中具有最高表达丰度

影响。

（１６．７％）的Ｔｕ亿与人类果糖二磷酸醛缩酶Ａ基因

本研究采用了ｓＭＡＲＴ逆转录技术，在反转录

（ＡＬＤＯＡ）高度同源，ＡＬＤＯＡ的作用是在糖酵解途

进行到ｍＲＮＡ的５，末端时，ｓ“ｐｅｒ ｓｃｒｉｐｔ反转录酶促

径中将ｌ，６－果糖二磷酸分解为３．磷酸甘油醛和二

成“模板跳跃”使特定的ｓＭＡＲＴⅣ寡核昔酸接头添

羟丙酮磷酸。另外一个表达丰度较高（６．９％）的

加到ｍＲＮＡ的５’端，逆转录酶跳移并继续转录至该

ＴＵ即与ＮＡＤＨ脱氢酶第二亚基基因高度同源，

接头的末端，由于这种跳跃常发生在真核生物的帽

ＮＡＤＨ脱氢酶是电子传递链３个质子泵中的第一

子结构，因此只有５’端完整的ｍＲＮＡ才能在文库中

个，是一个大的蛋白复合体，在生物氧化的电子传递

得到富集““。ｃＤＮＡ文库的构建是研究生物体功能

中起重要作用，它能与ＮＡＤＨ结合并将ＮＡＤＨ上两

基因组的重要技术手段，利用ｃＤＮＡ文库获得的

个高势能电子传递给辅酶Ｑ。这两个基因都参与能

ＥｓＴ数据库在新型分子标记的开发“２“”，新基因功

量代谢，反映出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刺参管足的能量

能研究和系统进化”ｏ”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

代谢非常活跃。刺参铁蛋白基因（Ｔｕ．１３３）表达丰度

构建不同处理的差减文库，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在特

也比较高，铁蛋白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储存机体中的

定组织特定生理条件下的基因表达进行挖掘“”。

过剩铁．避免产生铁中毒和释放铁给需铁的细胞，用

相对于普通文库，全长ｃＤＮＡ文库不仅能提供完整

于体内生物合成含铁的蛋白质或酶，同时还可以防

的ｍＲＮＡ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基因序列比对得到

止铁双氧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由基带来的伤害。铁

ｍＲＮＡ剪接信息，可以对蛋白质序列进行预测以及

蛋白除了参与体内铁的调节，还在ＬＰｓ应激免疫中

进行体外表达的研究。

发挥作用。在与刺参进化距离比较接近的海星、文

文库的代表性和重组片段的完整性是影响ｃＤ．

昌鱼的研究中发现ＬＰｓ刺激可以引起铁蛋白表达

ＮＡ文库质量的关键因素，理论上每个ｃＤＮＡ文库至

和翻译水平明显的升高”“”Ｊ。但ＲａｍＩ嗽．Ｇ６ｍｅｚ

少应包含３．３×１０３个独立克隆，以保证有９９％的概

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海参铁蛋白基因的表达不

率从库中筛选出低丰度ＲＮＡ的ｃＤＮＡ克隆”１。本

受ＬＰｓ刺激的影响，只是不能排除刺参铁蛋白基因

研究构建的原始原始文库的滴度为１．３×１０６ＰＦｕ／

通过转录后水平的调节参与免疫作用的可能。另

ｍＬ，库容量为７．２×１０５。扩增后文库滴度为６．０×

外，刺参管足中铁蛋白表达丰度颇高可能与ＮＡＤＨ

１０’ＰＦｕ／ｍＬ。噬菌斑ＰｃＲ鉴定表明，重组率大于

脱氢酶２（ｎａｄ２）的高度表达是相关的，因为ＮＡＤＨ

９０％，片段大小在０．２５—２．０ ｋｂ之间的插入片段占

脱氢酶的第二个辅基为含有铁原子的铁硫聚簇，而

８０．４％。另外，本研究构建的刺参管足文库以＾

剌参铁蛋白的主要作用即为调节铁元素的平衡和抗

％ｐｌＥｘ２为载体，除了具有噬菌体文库库容量大，代

氧化。ＴｕＴ４３为刺参室管膜相关蛋白前体，室管膜

表性强，易检测等优点，还保证了插入片段有以３个

蛋白（Ｅｐｄ）最初在硬骨鱼类脑组织中发现，可能与

不同的阅读框获得表达的机会。

神经可塑性和再生相关，随后在两栖类、哺乳类及无

３．２

刺参管足ｃＤＮＡ文库测序ＥｓＴ分析
表达序列标签（ｅｌｐｒｅ８８ｅｄ

脊椎后口动物和原口动物中陆续发现了室管膜相关

ｔａｇ，ＥｓＴ）是

蛋白（Ｅｐｄｍ）““。刺参Ｅｐｄ基因在肠组织及再生肠

指从特定组织来源的ｃＤＮＡ文库中随机挑选克隆进

组织中获得鉴定”１，本研究发现这一基因在管足中

行３’或５’端测序后得到的部分ｃＤＮＡ序列，长度一

同样表达，其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般在３００—５００ ｂｐ左右，广泛应用于新基因的发现、
基因克隆、功能分析、基因作图等方面。

本研究获得４８条ＴｕＴＢ，具有同源性的２６条序
列中６１．５％为刺参已知序列，但多数功能并不清

本研究测序结果处理后获得７２条干净ＥｓＴ序

楚，这是因为目前对刺参基因组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列，ｓｅｑＭｎ软件拼接获得４８条ｃｏｎｔｉｇ／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日

阶段，信息比较匮乏。虽然，目前刺参ＥｓＴ序列已

（ＴｕＴｓ），获得注释的序列功能涵盖基础代谢、生长、

经有７ ６６９条，但尚没有ｕｎ培ｅ∽基因序列。这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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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刺参表达组学的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现
有ＥＳＴ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尚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开
发。因此本研究中只在其他物种发现同源序列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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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ｅ．Ｉ℃ｌ■ｅｄ ｔ目ｌ∞ａ¨∞ｉｍｅｄ ｗｉｍ ｉｎ‘髑Ｉｉｎｄ ｄ｛－Ｉ忙ｊｎ

ｔｈ…·

咖ｂ叶舶ｂｌＪｌ帆口如＾州啊Ｉ…４０铲帖６ｃＢ，２∞９．∞：５７．

［９］萨蟑布鲁克Ｊ，拉塞尔Ｄｗ著分子克睦实验指南［Ｍ】第３版．
黄培童．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２：８５７母６７

有发现同源序列的刺参ＥｓＴ序列，都是寻找刺参基

［１０］＾Ｄｄｅ№ⅡＩ，Ｂ咖＾．ｓＢ雠ｈｉ“ｅ Ｄ一＾ｄ－ｔ丑ｈ啪ｆｏｒ酊ｍｉｌ｜ｒｉｔ汹恤

因的重要资源。本研究对没有高度同源序列的

ＤＨ＾∞ｑ唧－蛳：“∞ｉ。·ｍ¨·ｋ啦ｃ柚ｔ７．Ｂｂｉｎ细ｍ＾Ｉｉｃ－，

ＴＵＴｓ利用在线ＯＲＦ Ｆｉｎｄｅｒ预测开放阅读框，并将

１９９８，１４（４）：“９４铂．

翻译产物用Ｉｎｔｅｒｐｍｓｃａｎ进行功能域的查找，发现

ＵＴＵ２４具有６０Ｓ曲ｏＢｏｍ“Ｌ３２ｅ结构特征、ＵＴｕ３４具
有过氧化物酶活性位点、ｕＴｕ３５具有ＲＰ４３６跨膜结

［１Ｉ］ｃｈ哪ｈ址＾，Ｄｉ山ｋ山Ｌ．ｃｌｍ《ｃ．时ｄ．ｃ咖Ｉ Ｌｅｎ曲·ｃＤＮ＾
ｌ＂山ｅ＂５ Ｋｈ ｈ ｈｊ曲一ｅｌｄ，ｏｆ仙山ｎ柚ｃＤＮ＾．ｃｋｎ怔ｃｈ“峋“６·，
１９９４．Ⅸ（１）：９一１２．

【１２】“ＪＪ．工ｊ Ｑ．＾∞ｔ

０ｆ叫删ｋｕｉｋｍｒｋｅｍｆｏｒ岫ｅ诘山ｅ

ｅ口ｄ叩．

构域，而其它多数也都完整的ＯＲＦ及导肽和疏水区

ｓ刊蝴ｕ啊ｈｉｎ跏啊ｂ甜＾‘ｒ。‘¨＾“Ｗ如ｖｃｌＤｐ耐ｈＤｍ曼，－’—Ｉ－

结构特征。对于比较感兴趣的ｕＴｕ３４，从序列上判

Ⅲｗ

断具有完整开放阅读框，其３’端具有两个加尾信号
。ＡＡＴＡＡ”且ｐｏｌ卜Ａ尾完整，５ ７端开放阅读框上游同
一相位存在终止密码子，有可能为全长ｃＤＮＡ。下
一步将进行Ｒ＾ＣＥ验证，并进一步预测其编码产物

ＥｓＴｏ．ｃ㈣“ｏｎ

ｃｅｎｃｌｉａ。２００８，９（３）；７”

［１３］ｃ啪讪１ｃＤ．Ｐ叫ｉ。护Ｎ．ｍ牡Ｍ．ｅｔｄ．Ｅ１ｐｒｅ＿Ｉｅｄ曲ｑｕｅ口钟啡－－
ｎｄｙ‘ｈ－－．ｄ

ｄ竹ｅｌ叩…Ｉ ｏｒ舻舱舶Ｂ∞ｉ删ｍ＆＾ｅｍ

ｏｆ￡７咿呐埘ｒ删缸．ＰＩ助Ｉ

鲫＂一曲‘ｑ＿ｌｅｍ

ｉｎ－ｎｅｍＰｉ蛐一

Ｍｏｌ∞ｕｌ盯Ｂｉｏｌｏ盯，

２００８，６７（Ｉ一２）：ｌ·１０

和基因功能，而新基因的确定还需要Ｎｏｒｔｈｅｍ杂交

ＲＬ．ｄ—ＭＪｎｌ”５·ⅡＤＩｍ抽
ｎ曲越幽ｍｊｄｐｔ ｅ１Ｐ嘲Ｂｅｄ唧ｕｅｎｃｅ嘲（ＥＳＴ）ｌｉｂ飞ｑ蛔ｃ明ｄｊｄ咖

及编码产物蛋白分离鉴定等试验的佐证。相信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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