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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甘蔗细胞壁转化酶基因（SoCIN1）并分析其在转基因烟草植株中的表达特性，为研究CIN1基因

功能提供参考。【方法】克隆SoCIN1基因，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构建植物正义表达载体pBI121-SoCIN1，采用叶盘法经农

杆菌EHA105介导将其转化烟草品种K346。经抗性筛选和PCR扩增验证后获得转SoCIN1基因烟草植株，采用半定量

PCR检测叶片SoCIN1基因的表达量，并测定叶片可溶性糖含量、CIN活性及株高（以野生型烟草为对照）。【结果】克隆

获得的SoCIN1基因长度为1731 bp，与GenBank已公布的SoCIN1基因（JQ312298）核苷酸序列同源性达100%，并通过

构建其植物正义表达载体转化烟草。PCR扩增鉴定结果表明，SoCIN1基因已整合至烟草基因组DNA。对F0和F1代进

行转基因烟草连续筛选，获得4个转SoCIN1基因烟草株系（T-1、T-2、T-3和T-4）。在4个株系的叶片中均检测到SoCIN1

基因的表达，其中以在T-1株系叶片中SoCIN1基因表达量最高，其次是T-3株系，最低的是T-4株系。4个株系叶片的可

溶性糖含量、CIN活性及株高均高于野生型烟草，其中CIN活性显著高于野生型烟草（P<0.05，下同），且T-1株系CIN活

性高于其他3株系；T-1、T-2和T-3株系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分别显著高于野生型烟草39.68%、19.95%和31.15%；T-1、T-2、

T-3和T-4株系的株高较野生型烟草分别提高了15.57%、2.90%、5.74%和5.22%，但仅T-1株系与野生型烟草存在极显著

差异（P<0.01）。【结论】转SoCIN1基因烟草叶片过表达SoCIN1基因，能提高烟草的CIN活性和可溶性糖含量，促进植株

生长，由此推测该基因在甘蔗生长发育和蔗糖积累过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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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the present experiment，cell wall invertase gene（SoCIN1）of sugarcane was cloned and its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in genetically modified tobacco plants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nction research of

gene SoCIN1.【Method】Coding region sequence of gene SoCIN1 was cloned. The sense expression vector pBI121-So-

CIN1 was constructed by gene recombination technology，and it was transformed into tobacco variety K346 by leaf discs

method through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EHA105. SoCIN1 genetically modified tobacco was obtained after resistance

screening and PCR amplification. Expression of gene SoCIN1 in leaf，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leaf，CIN ac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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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甘蔗（Saccharum officinarum L.）是

主要的糖料作物和能源作物，探讨甘蔗体内蔗糖代

谢相关酶的活性、消长规律及其基因功能，可为选育

高产、高糖甘蔗新品种提供理论指导（李杨瑞和杨丽

涛，2009）。糖类物质作为营养成分和信号物质，在

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由“源”器官

合成并装载后，经韧皮部长距离运输到“库”器官进

行贮藏（Braun et al.，2014），其中“源”叶中合成的蔗

糖经韧皮部的装载、运输和卸载到达“库”器官中，需

要多种酶的参与，通过一系列的分子调控机制完成

（Braun and Slewinski，2009）。细胞壁转化酶（Cell

wall invertase，CIN）是韧皮部蔗糖卸载的关键酶，不

可逆地催化蔗糖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Carson and

Botha，2002）。因此，研究甘蔗细胞壁转化酶基因

（SoCIN1）功能对揭示其在甘蔗生长发育和蔗糖积

累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根

据亚细胞定位和最适pH，酸性转化酶可分为CIN和

可溶性酸性转化酶（Soluble acid invertase，SAI）。

甘蔗节间SAI活性高于临界阀值时其主要起分解蔗

糖的作用，是蔗糖积累的负调节因子（Pan et al.，

2009），而CIN在调节韧皮部蔗糖卸载、响应环境胁

迫、延缓细胞衰老和促进结实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Lara et al.，2004；Liu et al.，2016b）。CIN的最适pH

和温度分别为4.0和50 ℃（Liu et al.，2016a），在50、

60和70 ℃时CIN活性的半衰期分别为80 d、120.0 min

和1.2 min，表明其具有热稳定性，但在60和70 ℃时，

CIN活性的半衰期分别为SAI酶的1.7倍和8.7倍

（Margetić and Vujčić，2017），且pH为3.0和3.5时，

CIN仍具有催化活性（Margetić and Vujčić，2016），表

明其具有耐酸性。目前，已有大量关于CIN功能研

究的报道。Cheng等（1996）研究发现，玉米CIN缺失

突变体的籽粒大小仅为正常籽粒的30%；Roitsch等

（2003）研究发现，拟南芥花粉囊特有的CIN被抑制

时，会产生雄性不育；Lara等（2004）研究表明，CIN通

过调节糖信号，诱导细胞周期蛋白D调节细胞分裂

和衰老，具有延缓烟草细胞衰老作用；Cho等（2005）

研究发现，在感染稻瘟病的水稻各组织中OsCIN1、

OsCIN4和OsCIN5基因表达量明显增加，推测这些基

因通过调控水稻的生理代谢活动抵御病原菌的侵

害；Wang等（2013）研究表明，CIN的催化产物葡萄糖

作为糖信号物质，调节植物胚乳和胚芽发育；Bansal

（2016）研究发现，在车前草授粉后，CIN活性提高

35.2%；在车前草种子形成过程中，CIN是分解蔗糖

的关键酶。但有关甘蔗CIN功能研究的报道较少。

牛俊奇等（2015）对甘蔗CIN的提取工艺和酶活性测

定条件进行优化，结果表明，工艺成熟期甘蔗节间蔗

糖含量与CIN活性呈正相关；Niu等（2015）在甘蔗的

不同组织中均能检测到SoCIN基因表达，其中在伸

长期和工艺成熟期的成熟叶中表达量最高，表明该

基因可能与甘蔗源叶蔗糖的运输相关。【本研究切入

点】目前鲜见克隆SoCIN1基因并分析其在转基因烟

草植株中表达特性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根据SoCIN1基因编码区含有的酶切位点，选择

合适的表达载体，构建其植物正义表达载体并转化

烟草，通过筛选获得转SoCIN1基因烟草植株，测定

转基因烟草叶片中SoCIN1基因表达量、CIN活性和

可溶性糖含量，为研究CIN1基因功能提供参考，也

plant height were measured by semi-quantitative PCR（wild tobacco as CK）.【Result】The coding region sequence of gene

SoCIN1 cloned was 1731 bp，whose nucleotide sequence homology was 100% with that of gene SoCIN1（JQ312298）pub-

lished by GenBank. Plant sense expression vector was constructed to transform tobacco. The results of PCR amplification

showed that gene SoCIN1 had been integrated into tobacco genome DNA . Transgenic tobacco was screened continuously

through F0 and F1 generation，and four SoCIN1 genetically modified tobacco lines（T-1，T-2，T-3 and T-4）were obtained.

Expression of gene SoCIN1 could be detected in leaves of four transgenic tobacco lines，among which the highest was

found in T-1，followed by T-3 ，and the lowest in T-4. Compared with wild tobacco，soluble sugar content，CIN activity

in leaves and plant height of four transgenic lines improved obviously. CIN activities in four transgenic lines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ild type（P<0.05，the same below），and CIN activity of T-1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three transgenic tobacco lines.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leaves of T-1，T-2 and T-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ild type tobacco 39.68%，19.95% and 31.15% respectively. Plant height of T-1，T-2，T-3 and T-4 increased by 15.57%，

2.90%，5.74% and 5.22%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wild type，but only T-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ild

tobacco.【Conclusion】Overexpression of gene SoCIN1 in SoCIN1 genetically modified tobacco leaves can raise CIN

activity and increase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tobacco leaves and promote plant growth.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gene

SoCIN1 may play a role in sugarcane growth and sucrose accumulation.

Key words：sugarcane；cell wall invertase（CIN1）；gene clone；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soluble sugar；plant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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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甘蔗分子育种提供有效候选基因。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甘蔗品种桂糖28（GT28）由广西农业科学

院甘蔗研究所提供，采集其未成熟叶，保存备用。烟

草品种K346（Nicotiana tabbaco cv. K346）、根癌农

杆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菌株EHA105和植

物正义表达载体pPBI121均由广西大学农学院何龙

飞教授惠赠。RNA提取试剂盒（TRIzol-A+）购自天

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RNA反转录试剂盒购

自Fermentas（美国）公司；新型植物基因组DNA提取

试剂盒（NucleanPlantGen DNA Kit）购自北京康为世

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x Taq DNA聚合酶、dNTPs、

pMD18-T载体、T4 DNA连接酶、卡那霉素、利福平、

链霉素、头孢霉素、质粒抽提试剂盒和胶回收试剂盒

均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TaKaRa）。引

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总RNA提取及cDNA合成 参照RNA提取

试剂盒（TRIzol-A+）说明提取GT28未成熟叶的总

RNA，并利用RNA反转录试剂盒反转录合成cDNA。

1. 2. 2 引物设计 根据GenBank已公布的SoCIN1

基因（JQ312298）cDNA序列，设计其编码区引物

（TF1：5 ′ -GGGTCTAGAATGGGGACTCGGCAGCG

GGTCCTC-3 ′，下划线为Xba I酶切位点；TR1：5 ′ -G

GGGAGCTCCTAGGCGCCGTTCATGAGCGGTTT

C-3 ′，下划线为Sac I酶切位点）。

1. 2. 3 基因克隆 PCR反应体系（25.00 µL）：2×

GC Buffer II 12.50 µL，2.5 mmol/L dNTPs 1.50 µL，

10 mmol/L上、下游引物（TF1和TR1）各1.00 µL，Ex

Taq DNA聚合酶（5 U/μL）0.25 µL，cDNA模板 1.00

µL，ddH2O补足至25.00 µL。扩增程序：94 ℃预变性

5 min；94 ℃ 50 s，62.5 ℃ 30 s，72 ℃ 2 min，进行35

个循环；72 ℃延伸10 min。PCR产物用1%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目的条带经胶回收纯化后，与pMD18-T

载体连接，转化DH5α感受态细胞，经菌液PCR验证

后，挑选阳性克隆送至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测序。

从测序正确的单菌落中提取重组质粒pMD18-So-

CIN1，用于后续试验。

1. 2. 4 植物正义表达载体构建 将 pBI121和

pMD18-SoCIN1质粒分别用Xba I和Sac I进行双酶

切，酶切产物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并胶回收

pMD18-SoCIN的小片段和pBI121的大片段，用T4

DNA连接酶将二者连接，转化DH5α感受态细胞，涂

布于含有100 μg/mL卡那霉素的LB固体培养基上，

挑取阳性克隆进行双酶切和测序验证。从测序正确

的单菌落中提取重组质粒pBI121-SoCIN1。采用冻

融法将其转化根癌农杆菌EHA105感受态细胞中。

1. 2. 5 转基因烟草筛选 利用叶盘法通过根癌农

杆菌介导转化烟草K346（黄静丽，2013），并在300

mg/L头孢霉素和100 mg/L卡那霉素培养基上进行

抗性筛选，获得阳性转SoCIN1基因烟草，移栽后待

长出新叶，采用DNA提取试剂盒提取其总DNA。以

提取的烟草K346叶片DNA为模板，利用引物TF1和

TR1进行PCR扩增验证，设野生型（未转基因）烟草

总DNA为阴性对照、pBI121-SoCIN1重组质粒为阳

性对照。利用胶回收试剂盒回收PCR产物，并送至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测序，筛选出阳性转SoCIN1基

因植株。

1. 2. 6 转基因烟草鉴定 在花期，将筛选出的转

基因烟草植株花序进行套袋，成熟期收获F0代转

SoCIN1基因烟草K346的种子并进行种植。采用

PCR扩增对F1代转SoCIN1基因烟草植株的遗传稳定

性进行鉴定，并分析其表型特征和生长特性，筛选出

稳定遗传且生长速度比野生型快的转SoCIN1基因

植株，收获F1代种子。将其和野生型烟草种子于

2014年2月5日在广西大学农学院甘蔗温室大棚中进

行基质育苗（F2代），并于3月25日选取生长一致的幼

苗移栽入塑料桶（20 cm× 25 cm）中，每桶装7.5 kg营

养土（土∶牛粪∶沙=7∶2∶1）。种植后100 d，取中上部成

熟叶片，每个株系取10片叶，去掉中部叶脉，剪碎后混

匀，其中一部分用液氮速冻后，提取其总RNA，于-80 ℃
保存，用于测定SoCIN1基因的表达量，另一部分用于

测定可溶性糖含量和CIN活性，于-20 ℃保存。

1. 2. 7 qPCR检测 在F2代转SoCIN1基因烟草株系

移栽100 d后，提取其叶片总RNA，利用RNA反转录

试剂盒将其反转录合成cDNA，用于SoCIN1基因表

达量的半定量PCR检测（以野生型烟草叶片为对

照）。通过对引物、退火温度和扩增循环数等进行优

化，获得最佳半定量PCR反应体系和扩增程序，其

中，SoCIN1基因的最佳引物为TF2：5 ′ -CAGTATGG

GGCAACATCGTCT-3 ′和TR2：5 ′ -CCGTCTTTCAG

CATCGTCG-3 ′ ，扩增长度为142 bp。最佳半定量

PCR反应体系（25.00 µL）：2×GC Buffer II 12.50 µL，

2.5 mmol/L dNTPs 1.50 µL，10 mmol/L上、下游引

物（TF2和TR2）各1.00 µL，Ex Taq DNA聚合酶（5

U/μL）0.25 µL，模板cDNA 1.00 µL，ddH2O补足至

25.00 µL。最佳半定量PCR扩增程序：94 ℃预变性

5 min；94 ℃ 50 s，59 ℃ 30 s，72 ℃ 40 s，进行28个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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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72 ℃延伸10 min。以烟草β-Actin基因（AB158612）

为内参基因，其为引物Actin-F：5 ′ -ACTGGTGTTAT

GGTTGGTATGGGTC-3 ′和Actin-R：5 ′ -ATGACCTG

CCCATCTGGTAACTC-3 ′ ，半定量PCR扩增程序：

94 ℃ 5 min；94 ℃ 50 s，56 ℃ 30 s，72 ℃ 40 s，进行

28个循环；72 ℃延伸10 min。采用Quantity One计

算目的基因和内参基因电泳条带的灰度值，分析

SoCIN1基因相对表达量。

1. 2. 8 CIN活性、还原糖含量及株高测定 CIN提

取及其活性测定方法：准确称取液氮研磨后的烟草

粉末0.5 g，放入10 mL离心管中，加入2 mL酶提取液

（100 mmol / L 醋酸、8 mmol / L MgCl2、2 mmol / L

EDTA、12.5%甘油、10 mmol / L DTT和 1 mmol / L

PMSF，pH 4.8），于4 ℃，14000 r/min离心10 min，弃

上清液，沉淀用提取酶液重复抽提2次后，弃上清液，

沉淀中加入1.5 mL NaAc提取液（pH 4.8 NaAc和1

mol/L NaCl），超声波破胞3 min（运行20 s，停5 s，

探头4 ℃），于4 ℃振荡提取CIN 1 h，最后于4 ℃，

14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用于CIN活性测

定。酶反应液为NaAc缓冲液（pH 4.8）。

可溶性糖提取及其含量测定方法：准确称取液

氮研磨后的烟草粉末2.5 g，置于50 mL离心管，加入

6 mL 0.02 mol /L NaOH，室温提取30 min，每隔5

min摇匀一次，12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沉

淀用0.02 mol/L NaOH重复抽提2次，合并上清液置

于50 mL离心管，并于90 ℃水浴锅中水浴，待上清液

挥发至6 mL左右时将其定容至10 mL，用0.22 µm滤

膜过滤去除杂质，采用硫酸蒽酮法测定滤液中可溶

性糖含量。

株高测定方法：在F2代转SoCIN1基因株系移栽

100 d后，测定其第一片叶的叶基至茎的生长点之间

的距离。

1. 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7进行数据处理，并用SPSS 21.0

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SoCIN1基因编码区克隆结果

利用TF1和TR1引物PCR扩增SoCIN1基因编码

区，PCR产物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显示，

条带清晰且单一，长度约1700 bp，与预期结果一

致。测序结果显示，该序列长度为1731 bp，与GenBank

已公布的SoCIN1基因（JQ312298）核苷酸序列同源

高达100%，说明其为SoCIN1基因序列，可用于构建

植物正义表达载体。

2. 2 植物正义表达载体的构建结果

挑取阳性克隆的质粒，并采用Xba I和Sac I进行

双酶切验证，结果如图1所示，酶切产物中有2个片

段，大、小片段长度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SoCIN1基

因已连接至pBI121载体，表明已成功构建植物正义

表达pBI121-SoCIN1。采用冻融法将其转入根癌农

杆菌EHA105，利用TF1和TR1引物进行PCR扩增验

证，筛选出能扩增出SoCIN1基因的菌株，说明该菌

株含有pBI121-SoCIN1重组质粒。

2. 3 转SoCIN1基因烟草植株的筛选及鉴定结果

将含有pBI121-SoCIN1的根癌农杆菌菌株浸染

预培养2 d的烟草叶盘，培养3 d后，转入300 mg/L头

孢霉素和100 mg/L卡那霉素培养基中进行抗性筛

选，未被浸染的烟草叶盘丧失分化能力，逐渐变黄变

白，最后枯萎死亡，而被浸染的烟草叶盘则缓慢褪绿

变黄，并在伤口处膨大、长出愈伤组织，经叶诱导、芽

分化及生根等不同阶段的逐层筛选，最后分化成幼

苗。当幼苗长出3片真叶时，提取其总DNA，并利用

TF1和TR1引物进行PCR扩增验证，PCR产物用1%琼

脂糖凝胶检测，结果如图2所示，从阴性对照（野生型

烟草）中未扩增出目的条带，而转SoCIN1基因烟草

中扩增出与阳性对照（pBI121-SoCIN1重组质粒）大

小相同的片段，且目的条带的测序结果显示，其与

SoCIN1基因参考序列（JQ312298）的核苷酸序列同

源性为99.7%，说明SoCIN1基因已整合到烟草基因

组DNA中。在52株F0代烟草中共检测到30株转

SoCIN1基因植株，转化效率为57.69%。对F1代的基

因遗传稳定性、表型分析和生长特性进行分析，从

中筛选出4个遗传稳定且生长速度比野生型快的转

图 1 pBI121-SoCIN1的双酶切电泳结果
Fig.1 Electrophoretogram for double digestion of pBI121-So-

CIN1
M：DNA Marker；1：pBI121-SoCIN1重组质粒酶切产物 Digestion
product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BI121-SoCIN1



10期 ·1731·

cB

aA

bAB
abA

bAB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WT T-1 T-2 T-3 T-4

C
IN
活
性
（
μm

ol
G

lu
/g

F
W
·

h）
C

IN
ac

ti
vi

ty

cB

aA
bAB abA

bcAB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WT T-1 T-2 T-3 T-4

牛俊奇等：甘蔗细胞壁转化酶基因（SoCIN1）克隆及其在转基因烟草中的表达特性分析

SoCIN1基因株系（分别命名为T-1、T-2、T-3和T-4），收

获其种子进行F2代种植。

2. 5 SoCIN1基因表达分析结果

在F2代转SoCIN1基因株系移栽100 d后，以野生

型烟草为对照，利用半定量PCR检测转SoCIN1基因

烟草叶片SoCIN1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在4个

转基因株系叶中均检测到SoCIN1基因表达，而在野

生型烟草中未检测到（图3）。此外，SoCIN1基因在

不同株系叶片中表达量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在T-1株

系中的表达量最高，其次是T-3株系，最低是T-4株

系，在T-1株系中的表达量分别是T-3和T-4株系的

1.72倍和2.04倍。

2. 6 CIN活性、可溶性糖含量及株高测定结果

叶片CIN活性测定结果如图 4所示，4个转

SoCIN1基因烟草株系叶片的CIN活性均显著高于野

生型烟草（P<0.05，下同），其中T-1和T-3株系与野生

型烟草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下同）。 T-1、T-2、

T-3和T-4株系叶片CIN活性分别比野生型烟草高

41.73%、21.01%、31.07%和17.46%，故T-1株系叶片

CIN活性最高，其次是T-3株系，最低是T-4株系。T-1

株系叶片CIN活性与T-1和T-4株系均存在显著差异，

T-2、T-3和T-4株系叶片CIN活性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P>0.05，下同）。

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测定结果如图5所示，4

个转SoCIN1基因烟草株系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均

高于野生型烟草，除T-4株系外，其他3个株系的叶片

可溶性糖含量均显著高于野生型烟草，且T-1和T-3

株系与野生型烟草存在极显著差异。T-1、T-2、T-3和

T-4株系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比野生型烟草分别高

39.68%、19.95%、31.15%和13.60%；

株高测定结果如图6所示，4个转SoCIN1基因烟

草株系的株高均高于野生型烟草，但只有T-1株系与

野生型烟草存在在极显著差异；转SoCIN1基因株

系T-1、T-2、T-3和T-4的株高比野生型烟草分别高

15.57%、2.90%、5.74%和5.22%，推测转SoCIN1基因

烟草中过表达SoCIN1基因可促进烟草生长。

综上所述，不同转SoCIN1基因株系叶片So⁃

CIN1基因表达量、CIN活性、可溶性糖含量和株高

均存在差异，其中以T-1株系最高，可能与SoCIN1

基因整合到烟草基因组DNA基因组中的拷贝数有

关，推测该基因在甘蔗生长发育和蔗糖积累过程

发挥作用。

图 4 转SoCIN1基因烟草叶片CIN活性测定结果
Fig.4 CIN activity detection for leaves of SoCIN1 transgenic

tobacco
图柱上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和显著（P<
0.05）。图5~图6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
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5-Fig.6

图 3 转SoCIN1基因烟草的半定量PCR检测结果
Fig.3 Semi-quantitative PCR analysis for SoCIN1 transgenic

tobacco
WT：野生型烟草。图4~图6同
WT：Wild type tobacco.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4-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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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转SoCIN1基因烟草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测定结果
Fig.5 Contents of soluble sugar detection in leaves of SoCIN1

transgenic tobacco

图 2 转SoCIN1基因烟草的PCR鉴定结果
Fig.2 PCR identification for SoCIN1 transgenic tobacco
M：DNA Marker；1：pBI121-SoCIN1重组质粒；2：野生型烟草；3~6：转
SoCIN1基因烟草株系（T-1、T-2、T-3和T-4）
M：DNA Marker；1：Recombinant plasmid pBI121-SoCIN1；2：Wild
type tobacco；3-6：SoCIN1 transgenic tobacco lines（T-1，T-2，T-3 and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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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选用的pBI121是双元表达载体，酶切位

点Sac I位于其GUS基因编码区序列内部，构建的

pBI121-SoCIN1重组质粒无法表达GUS基因，因此，

转SoCIN1基因烟草无法用GUS染色法进行鉴定。

此外，本研究设计的引物TF1和TR1特异性强，从野

生型烟草中未扩增出目的条带，但从转SoCIN1基因

植株中可扩增出目的条带，因此可通过PCR扩增检

测目的基因是否已整合到烟草基因组DNA中。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CIN在植物生长和发

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ang等（1999）通过反义技

术抑制胡萝卜CIN基因表达，致使幼苗叶片无法正

常分化，植株发育不良；Heyer等（2004）将外源CIN

基因转入拟南芥，拟南芥CIN活性提高，开花提

前，花序轴分枝和角果数量增多，籽粒总重量增加

30%；Schweinichen和Bütter（2005）将花叶黎CIN1基

因（CrCIN1）转入拟南芥，使其在根中特异表达，拟

南芥根系变长，次根数量增多，总生物量增加，且开

花提前；Tang等（2017）通过RNAi干扰沉默大豆CIN

抑制子基因的表达，能提高CIN活性，增加种子重量

及成熟种子中己糖、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Essmann

等（2008）、Kocal等（2008）研究表明，转基因植株与

野生型相比，“源”叶中蔗糖的输出降低，淀粉含量增

加，而采用RNAi干扰番茄和烟草CIN基因表达，能抑

制CIN活性。本研究结果也发现，4个转SoCIN1基因

烟草株系叶片中过表达SoCIN1基因，能提高叶片

CIN活性和可溶性糖含量，促进烟草植株生长。

本研究结果显示，4个转SoCIN1基因烟草株系

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均高于野生型烟草，除T-4株系

外，其他株系叶片可溶性糖含量与野生型烟草存在

显著差异。由于可溶性糖是调节植物生长发育和基

因表达调控的重要信号因子，也为植物的生长发育

提供能量，因此提高可溶性糖含量可促进植物生长

（王嘉佳和唐中华，2014），推测转SoCIN1基因烟草

株系的生长较野生型烟草好。此外，不同转SoCIN1

基因株系叶片SoCIN1基因表达量、CIN活性、可溶性

糖含量和株高均以T-1株系最高。这可能与SoCIN1

基因整合到烟草基因组DNA基因组中的拷贝数有

关。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通过Southern blotting检测

转基因烟草中转入目的基因的拷贝数，将构建的正

义和RNAi干扰表达载体导入甘蔗，对上述推论进行

验证，深入了解CIN基因功能。

4 结论

本研究成功构建pBI121-SoCIN1的正义表达载

体，并获得转SoCIN1基因烟草植株。在转SoCIN1基

因烟草叶中过表达SoCIN1基因，能提高烟草CIN活

性，增加可溶性糖含量，促进烟草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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