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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茶树甲羟戊酸激酶基因（CsMVK），分析其生物学信息及在不同组织及乌龙茶做青过程中的表

达特性，为研究茶叶加工过程中香气形成机制提供参考。【方法】RT-PCR扩增CsMVK基因，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对其

编码蛋白（CsMVK）的氨基酸序列进行预测分析，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分析CsMVK在茶树不同组织及乌龙

茶做青过程中的表达特性。【结果】克隆获得的CsMVK基因（GenBank登录号MF668187）全长1455 bp，开放阅读框

（ORF）长度为1164 bp，编码387个氨基酸，蛋白质分子量41.18 kD，理论等电点（pI）5.88。CsMVK蛋白具有

GHMP_kinases_N domain和GHMP_kinases_C domain 2个功能结构域，定位于细胞质中，不存在跨膜结构和信号

肽。系统发育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CsMVK与三七、常春藤的MVK聚为一类，表明茶树与三七、常春藤的亲缘关系

最近。qPCR检测结果显示，CsMVK基因在果实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P<0.05，下同），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

量排序为：果实＞根＞叶＞茎＞花；在乌龙茶做青过程中，从鲜叶到晒青叶，CsMVK基因的表达量上升，晒青到一摇

过程中表达量下降，经过3次摇青，其表达量持续升高并在杀青前达最大值，与其他做青阶段差异显著。【结论】

CsMVK基因表达与茶叶香气品质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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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mevalonate kinase gene
CsMVK in tea plant

WANG Peng-jie，CHEN Dan，CAO Hong-li，YAO Xue-qian，CHEN Di，
YANG Guo-yi，ZHENG Zhi-lin，YE Nai-xi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Tea Science at Universities in

Fujian，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Mevalonate kinase gene（CsMVK）from tea plant was cloned，and its bi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Oolong tea during fine manipulation procedure were analyzed，to provide theoreti-
cal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machanism of aroma during tea processing.【Method】Gene CsMVK was amplified
by RT-PCR，and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its encoded protein（CsMVK）was predicted by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Ex-
pressions of gene CsMVK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tea plant and Oolong tea during fine manipulation procedure were ana-
lyz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qPCR）.【Result】The full-length cDNA of cloned gene CsMVK（Gen-
Bank accession number MF668187）was 1455 bp in length，containing a 1164 bp open reading frame（ORF）encoding
387 amino acids. The protein molecular was 41.18 kD and theoretical isoelectric point（pI）5.88. Protein CsMV contained
two functional domains，GHMP_kinases_N domain and GHMP_kinases_C domain functional domain. It was primarily
located in cytoplasm，with no transmembrane structure and signal peptide. The phylogenetic tree analysis showed that
CsMVK and MVK of Panax notoginseng and Hedera helix belonged to the same category，which indicated that tea plant，
P. notoginseng and H. helix had the closest genetic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qPCR detection，expression of gene CsMVK
in fru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tissues（P<0.05，the same below）. The order of gene CsMVK expression
levels was fruit>root>leaf>stem>flower. During fine manipulation procedure of Oolong tea，expression of gene CsM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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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茶树［Camellia sinensis（L.）O. Kun-

tze］属山茶科山茶属，为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我国

是茶树的故乡和茶文化发祥地，目前世界上有60个

国家引种了茶树（叶乃兴，2010）。茶叶作为天然、健

康且富有文化内涵的饮品，在人类生活中一直扮演

着重要角色（叶乃兴，2010；王丽等，2016）。萜类化

合物是茶叶的主要香气成分，对其品质有重要影响

（徐燕，2013）。萜类化合物合成途径复杂，主要通过

甲羟戊酸（Mevalonate pathway，MVA）途径和2-C-甲

基-D-赤藻糖醇-4-磷酸（MEP）途径合成，均由多种酶

参与合成调控。其中，存在于细胞质中的MVA途径

参与倍半萜、三萜、类胡萝卜素等次生代谢产物的生

物合成，对茶叶的香型和品质影响较大（张冬桃等，

2015）。甲羟戊酸激酶（Mevalonate kinase，MVK）是

MVA途径的关键限速酶之一，其作为MVA途径酶促

反应中第一个ATP依赖酶，负责把三磷腺苷中的磷

酸基团转移到MVA的第5位羟基上形成甲羟戊酸-5-

磷酸并释放ADP，最终生成异戊烯焦磷酸（Isopente-

nyl pyrophosphate，IPP），该化合物是合成萜类物质

的前体物质（Potter and Miziorko，1997；Lange and

Croteau，1999；Chu and Li，2003a）。因此，开展茶树

MVK基因的克隆及表达特性研究，对了解茶树萜类

化合物的形成及茶叶香气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前

人研究进展】自1994年Riou等首次从拟南芥中克隆

出 MVK 基因以来，又陆续从甜瓜（Deleu et al.，

2007）、玉米（Alexandrov et al.，2009）、长春花（Sim-

kin et al.，2011）、丹参（Ma et al.，2012）等多种植物

中克隆获得MVK基因。Champanoy和Tourte（1998）

将酵母MVK基因转入烟草，结果表明，其能加速烟草

植株再生过程、侧芽生长和开花习性，并提高叶绿素

和淀粉含量。Lluch等（2000）研究发现，拟南芥MVK

基因在其根部和花序中表达较高，且MVK基因5'端

序列-295~-194区域的调控元件影响MVK基因高表

达。Schulte等（2000）将长春花MVK蛋白进行分离

纯化，结果表明，MVK基因受代谢产物反馈抑制调

节。乌云塔娜等（2014）对杜仲MVK基因启动子进行

分析，发现其含有大量基本顺式调控元件TATbox、

CAATbox及光响应、生长素响应等相关顺式调控元

件。【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鲜见有关茶树MVK基因克

隆及表达特性的研究报道，限制了对茶树萜类化合

物合成机理的深入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克隆

CsMVK基因，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实时荧光

定量PCR（qPCR）检测CsMVK基因在不同组织及乌

龙茶做青过程中的表达特性，为研究茶叶加工过程

中香气形成机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主要试剂：多糖多酚植物总RNA提取试剂盒购

于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pEASYT®-T1载

体、T1感受态细胞、TransTaq HiFi DNA Polymerase

Transstart® Tip Green qPCR SuperMix试剂盒和逆转

录试剂盒购自全式金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 2 样品采集

于2016年9月上旬~2017年4月下旬从福建农林

大学教学茶场中采集茶树品种铁观音植株的根、茎、

叶、花和果实，用于不同组织MVK基因的表达检测，

并采集其中小开面二三叶，按陈林等（2014）的方法

进行做青，并分别对鲜叶、晒青叶及一摇后、二摇后、

三摇后和杀青前的叶片进行取样，用于乌龙茶做青

过程中的表达特性检测。上述样品均设3次重复，锡

箔纸包裹标记，液氮速冻后于-80 ℃保存备用。

1. 3 总RNA提取及cDNA合成

参照多糖多酚植物总RNA提取试剂盒说明提

取样品总RNA，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总RNA质

量，使用逆转录试剂盒将其反转录合成cDNA。

1. 4 CsMVK基因克隆

从铁观音茶树芽叶转录组测序的数据库（王鹏

杰等，2017）中筛选出与MVK基因同源性较高的表达

序列标签（EST）序列，并进行BLASTx比对分析，核

查其是否具有完整开放阅读框（ORF），并设计其RT-

PCR引物（表1）。RT-PCR扩增参考王鹏杰等（2017）

的方法，以铁观音芽叶cDNA为模板，扩增产物用1%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参照姚雪倩等（2017）的方法

进行PCR产物回收、连接及转化，将阳性克隆送至上

海铂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

1. 5 生物信息学分析

在NCBI中搜索CsMVK基因ORF并进行同源性分

析；利用ProtParam、TMHMM 2.0、SignalP、SMART、

up-regulated from leaves to solar withering and down-regulated from solar withering to first tumblings. Through three tum-
blings，the expression of gene CsMVK reached its peak before fixation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other stages.
【Conclusion】Expression of gene CsMVK might be related to aroma formation in tea processing.

Key words：tea plant；mevalonate kinase（MVK）；Oolong tea；fine manipulation procedure；expression characteris-
tics；a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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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P 1.1 Server、PORTER和SWISS-MODEL分别

对CsMVK蛋白进行理化性质、跨膜结构、信号肽、功

能域、亚细胞定位、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预测分析，

并使用PyMOL编辑三级结构；采用MEGA 5.0构建

系统发育进化树。

1. 6 qPCR检测

利用CsMVK-qRT-F和CsMVK-qRT-R引物（表

1），参照Transstart® Tip Green qPCR SuperMix试剂

盒说明对CsMVK基因在不同组织及乌龙茶做青过

程的相对表达量进行qPCR检测，以茶树GAPDH为

内参基因，其引物（CsGAPDH-qRT-F和CsGAPDH-

qRT-R）见表1。采用2-∆∆Ct法（Schaffer et al.，2001）分

析检测结果。通过Excel 2013和GraphPad Prism 6进

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同时采用SPSS 20.0进行差异显

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CsMVK基因克隆及序列分析结果

以铁观音芽叶cDNA为模板，RT-PCR产物用1%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显示，扩增条带长度

约 1400 bp，与预期结果一致（图1）。测序结果经

BLASTx比对显示，该序列全长1455 bp，编码完整的

MVK蛋白，与其他植物的MVK基因相似度极高，

GenBank登录号为MF668187，包含1164 bp的ORF

（189~1352 bp），编码387个氨基酸（图2）。

2. 2 CsMVK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理化性质分析结果显示，CsMVK蛋白分子式为

C1828H2954N782O482S17，分子质量为41.18 kD，等电点（pI）

为5.88，含有20种氨基酸，其中亮氨酸（Leu）、丙氨酸

（Ala）和丝氨酸（Ser）的比例较高，分别为11.9%（46

个）、9.8%（38个）和9.6%（37个）；不稳定系数为30.26，

总平均亲水性为0.166，疏水性域比亲水性域大，推

测该蛋白为稳定的疏水蛋白。

跨膜结构和信号肽预测结果显示，CsMVK蛋白

无跨膜结构和信号肽，属于在细胞内发挥生理作用

的非分泌蛋白。亚细胞定位预测结果表明，该蛋白

定位于细胞质，由此推测CsMVK在细胞质中合成后

无蛋白转运，未分泌到细胞外而直接在细胞质中结

合底物生成甲羟戊酸-5-磷酸（Mevalonate-5-phos-

phate，MVAP），为下一步合成萜类化合物共同前体

物质即IPP。

功能域预测结果表明，CsMVK蛋白由3个保守

区组成，分别为低复杂度区域（Low complexity region，

位于47~56 aa）、GHMP激酶N端保守区（GHMP_ki-

nases_N domain，位于131~212 aa）和GHMP激酶C

端保守区（GHMP_kinases_C domain，位于288~368

aa），其中后面2个保守区为所有MVK蛋白共有的功

能域，可结合底物和ATP并进行催化反应（图3）。

CsMVK蛋白的二级结构预测结果显示，无规则

卷曲占44.19%，α-螺旋占40.83%，β-折叠占14.99%。

利用SWISS-MODEL构建CsMVK蛋白的三级结构，

基于人类MVK蛋白为模板进行建模，二者序列相似

性达42.86%，GMQE值为0.70，表明预测结果较理

想。使用PyMOL对其进行编辑，结果如图4所示，

GHMP激酶保守区分别位于蛋白两端，能结合底物

和ATP并进行催化反应，发挥功能性作用。

2. 3 CsMVK蛋白系统发育分析结果

将CsMVK蛋白的氨基酸序列进行BLASTp比

对，结果显示，其与马铃薯（XP_006361859.1）、番茄

（XP_004230181.1）、辣椒（XP_016538569.1）、芝麻

（XP_011092024.1）和烟草（XP_016441034.1）等植物

MVK蛋白序列的相似性较高，分别为80%、80%、

78%、78%和77%（图5）。

引物名称 Primer
CsMVK-RT-F
CsMVK-RT-R
CsMVK-qRT-F
CsMVK-qRT-R
CsGAPDH-qRT-F
CsGAPDH-qRT-R

序列 Sequence
5 ′ -ATGGAGGTGAGAACAAGAGC-3 ′
5 ′ -ATCAGGACGA AGAGTGGAAG-3 ′
5 ′ -CAAAAGTTGGCCGGAACACA-3 ′
5 ′ -AGAATGGTCGCCACTTCGTT-3 ′
5 ′ -TTGGCATCGTTGAGGGTCT-3 ′

5 ′ -CAGTGGGAACACGGAAAGC-3 ′

用途 Function
RT-PCR

CsMVK基因qPCR检测

内参基因qPCR检测

表 1 引物名称及其序列
Table 1 Primer names and their sequences

图 1 茶树CsMVK基因PCR扩增结果
Fig.1 PCR amplification of gene CsMVK in tea plant
M：DNA Marker；1：CsMVK基因 Gene CsMVK

M 1

2000 bp

10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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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CsMVK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与其他相似性较

高的5种植物的MVK蛋白进行多序列比对，结果表

明，CsMVK蛋白与其他植物的MVK蛋白的氨基酸

序列均具有较高的保守性，尤其是GHMP_kinases_

N domain与GHMP_kinases_C domain高度保守，在

MVK蛋白中发挥功能性作用（图5）。用邻近连接法

构建CsMVK与其他19个物种的MVK蛋白的氨基酸

序列系统发育进化树，结果显示，CsMVK与三七、常

春藤的MVK聚为一类，表明茶树与三七、常春藤的

亲缘关系较近（图6）。

2. 4 CsMVK基因的表达分析结果

2. 4. 1 CsMVK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性 qP-

CR检测CsMVK基因在茶树根、茎、叶、花和果实中的

图 2 CsMVK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及其推导的氨基酸序列
Fig.2 Nucleotide sequence and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of CsMVK gene

阴影部分分别代表起始密码子和终止密码子
Initiation codon and termination codon were marked in shadow

图 4 CsMVK蛋白三级结构
Fig.4 Tertiary structure of protein CsMVK
蓝色区域表示GHMP激酶N端保守区，红色区域表示GHMP激酶C端
保守区
Blue indicated GHMP_kinases_N conserved domain；red indicated
GHMP_kinases_C conserved domain

图 3 CsMVK蛋白功能域分析
Fig.3 Functional domain analysis for protein CsMVK

0 1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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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sMVK蛋白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 6 Phylogenetic tree of protein CsMVK

图 5 CsMVK蛋白与其他植物MVK蛋白同源比对结果
Fig.5 Homology comparison between protein CsMVK and protein MVKfrom other plants

AtMVk：拟南芥MVK蛋白；SlMVK：番茄MVK蛋白；VvMVK：葡萄MVK蛋白；CaMVK：辣椒MVD蛋白；StMVK：马铃薯MVK蛋白
AtMVk：Protain MVK from arabidopsis；SlMVK：Protain MVK from tomato；VvMVK：Protain MVK from grape；CaMVK：Protain MVK from

pepper；StMVK：Protain MVK from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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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特性，结果显示，CsMVK基因在所有组织中均

表达，但不同组织的表达量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在果

实中CsMVK基因表达量最高，与其他组织的表达量

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在不同组织中其表达

量排序：果实>根>叶>茎>花（图7-A）。

2. 4. 2 CsMVK基因在乌龙茶做青过程中的表达特性

qPCR检测CsMVK基因在乌龙茶做青过程中的表达

特性，结果显示，从鲜叶到晒青叶，CsMVK基因的

表达量上升，晒青到一摇过程表达量明显下降，一

摇后CsMVK的表达量逐渐升高，在杀青前达最大值，

与其他做青阶段差异显著（图7-B），由此推测CsMVK

对茶叶萜类香气物质的形成起调控作用。

图 7 茶树不同组织及乌龙茶做青过程CsMVK基因的表达特性分析结果
Fig.7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for gene CsMVK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tea plants and during fine manipulation procedure of

Oolong tea

3 讨论

萜类化合物的功能广泛、种类复杂，存在于所

有的生命体中。迄今已报道了近5万种萜类化合物

（Mander and Liu，2010）。MVA是高等植物中合成

萜类化合物的前体物质，而MVK是MVA途径的关键

限速酶之一，所以MVK基因的表达情况将直接或间

接调节植物中萜类化合物的含量（Bohlmann and

Keeling，2008）。本研究从铁观音中克隆获得一个

CsMVK基因，其编码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其他植物

MVK蛋白的相似性均在70%以上，说明MVK高度保

守；CsMVK蛋白定位于细胞质，进一步证明MVA途

径是在细胞质上生成萜类化合物（Nagegowda，

2010）；CsMVK具有3个保守区，其中GHMP_kinas-

es_N domain和GHMP_kinases_C domain 2个保守

区，可结合底物和ATP并进行催化反应，对蛋白功能

起重要作用（Chu and Li，2003b）；CsMVK与其他植

物MVK的氨基酸序列相似性极高，且具有保守的结

构域，推测其酶促反应机制相同。

经研究证实，MVK基因在不同组织中及同一组

织不同部位的表达量均存在明显差异，如Champe-

noy和Tourte（1998）把酵母MVK基因转入烟草，结果

发现其主要在根尖、侧根原基和茎尖等快速分裂的

细胞及分生组织中表达；Lluch等（2000）通过North-

em杂交发现拟南芥MVK基因在根中的表达量最

高。本研究通过qPCR检测CsMVK基因在根、茎、叶、

花和果实中的表达特性，结果发现CsMVK基因在所

有组织中均表达，但不同组织的表达量存在明显差

异，其中，茶果实中的表达量高于根部。这与上述拟

南芥和烟草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乌龙茶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高香型茶类，单萜（芳

樟醇和香叶醇）和倍半萜（橙花叔醇和α-法尼稀）是乌

龙茶香气中主要的呈花果香组分，但鲜见有关这些萜

类代谢调控的研究报道（陈寿松等，2016）。做青是乌

龙茶独特香气形成的关键，本研究发现乌龙茶做青过

程中，从鲜叶到晒青叶，CsMVK基因的表达量上升，

说明茶树新梢离体后该基因被激活，且随着时间延长

和脱水程度加重，表达量持续上升，晒青到一摇过程

中表达量下降，但经过3次摇青，CsMVK基因的表达

量持续升高并在杀青前达最大值。前人研究结果也

表明，乌龙茶品质特征主要形成于三摇及其以后阶

段，橙花叔醇、α-法尼烯、香叶醇等萜类物质在摇青过

程中不断积累（Lin et al.，2013；陈林等，2014），与

CsMVK基因表达的变化规律相符。由此推测CsMVK

基因在摇青工序中受到机械损伤使其表达上调，影响

茶叶萜类香气物质的形成。

4 结论

克隆获得的CsMVK基因具有2个保守区，是蛋

白质功能域，该基因表达与茶叶香气品质形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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