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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红麻谷胱甘肽还原酶基因（HcGR）并分析其组织表达特性及不同盐胁迫下的表达模式，为深入

研究HcGR基因在响应盐胁迫的分子调控机制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基于红麻转录组测序结果，克隆HcGR基因，对

其序列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HcGR基因在红麻不同组织及不同盐度胁迫［CK（0

mmol/L NaCl）、T1（50 mmol/L NaCl）、T2（100 mmol/L NaCl）和T3（200 mmol/L NaCl）］下的表达情况。【结果】克隆获

得的HcGR基因开放阅读（ORF）长度为1698 bp，其编码蛋白相对分子量为60 kD，由55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理论等电

点（pI）为8.46，为亲水性蛋白，定位于叶绿体；HcGR蛋白二级结构以无规则卷曲为主，以α-螺旋、延伸链和β-转角为

辅，所占比例分别为44.14%、27.75%、22.16%和5.95%，其三级结构由无规则卷曲、α-螺旋和延伸链3种结构元件相互

盘绕而成；该蛋白与榴莲GR蛋白亲缘关系较近。HcGR基因在红麻根、茎和叶中均有表达，且相对表达量存在显著差

异（P<0.05，下同），相对表达量排序为叶>根>茎，表明HcGR基因具有明显的组织表达特异性。在红麻的根和叶中，

HcGR基因相对表达量随NaCl胁迫浓度增加整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且均在T1处理下达峰值，显著高于

CK、T2和T3处理。HcGR基因在茎中的相对表达量随NaCl胁迫浓度增加呈波动变化趋势，但T1、T2和T3处理均高于

CK，其中T1和T3处理显著高于CK。【结论】HcGR基因在红麻根、茎和叶中的表达具有明显组织特异性，且可被不同浓

度NaCl诱导响应盐胁迫信号，并通过上调各组织中的转录水平以提高抗盐胁迫能力，故推测该基因在红麻抗盐胁迫

机制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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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of glutathione reductase gene（HcGR）and its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salt stress of kenaf（Hibiscus cannab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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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clone the glutathione reductase gene（HcGR）of kenaf（Hibiscus cannabinus）and analyze
its tissue expression pattern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alt stress，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molecular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HcGR in response to salt stress.【Method】The HcGR gene of kenaf was
cloned based on the related fragments of kenaf transcriptome and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the expression of HcGR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salt stress［CK（0 mmol/L NaCl），T1（50 mmol/L NaCl），T2（100 mmol/L NaCl）and T3（200 mmol/L
NaCl）］was studi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Result】The length of HcGR open reading frame（ORF）
was 1698 bp，the relative molecular weight of encoded protein was 60 kD，encoding 555 amino acids，with theoretical
isoelectric point（pI）of 8.46，and was predicted to be a hydrophilic protein and located in chloroplast. HcGR protein se-
condary structure was dominated by irregular curl，α- helix，extension chain and β- turn，each with 44.14%，27.75%，22.16，
and 5.95%. The tertiary structure consisted of irregular curl，α- helix and extension chain，and with a high homology with
GR protein in durian. HcGR gene was expressed in the roots，stems and leaves of kenaf，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issue expression（P<0.05，the same below），with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leaf>root>stem. This indicated that
HcGR had tissue expression specificity.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roots and leaves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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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土壤盐渍化是阻碍农业生产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已成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

（赵可夫和范海，2002）。在盐胁迫的生长条件下，植

物细胞代谢受阻而产生大量O2-、OH－及H2O2等活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进而破坏ROS产

生和清除间的动态平衡，致使蛋白质降解及核酸水

解，最终引起细胞程序性死亡（Iahikawa et al.，2010；

王康君等，2018）。谷胱甘肽还原酶（Glutathione re-

ductase，GR）是植物抗氧化酶类中的关键成员之一，

也是生物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黄素蛋白氧化还原

酶，对还原型谷胱甘肽（L-glutathione reduced，GSH）

再生、维持胞内GSH/GSSG的高比率及细胞氧化还

原平衡等植物生命过程和抗性生理发挥重要作用

（邓治等，2014）。红麻（Hibiscus cannabinus）是锦葵

科（Malvaceae）木槿属（Hibiscus）的一年生草本韧皮

纤维作物，具有耐盐碱、易栽种等特性，是盐碱地改

良的优势作物（陈涛等，2011）。因此，探究盐胁迫对

红麻生长发育的影响，了解红麻耐盐机制，对增强红

麻的盐碱地抗性和经济产量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经

济和生态效应。【前人研究进展】GR通过抗坏血酸—

谷胱甘肽（Ascorbate-glutathione，ASA-GSH）循环参

与清除植物体内多余的ROS（Noctor et al.，2012；

Gill et al.，2013），具体清除机制：GR将NADPH作为

唯一的还原力和电子供体，催化氧化型谷胱甘肽

（Oxidized glutathione，GSSG）还原为GSH（赵可夫和

范海，2002）。目前，已从水稻（Wu et al.，2013）、苎

麻（朱守晶等，2015）和拟南芥（Garnik et al.，2016）等

植物中克隆鉴定出GR基因，并分析其表达模式，结

果证实GR参与响应逆境胁迫。宋贵方等（2012）研

究显示，陆地棉GR基因受干旱胁迫诱导上调表达；

康太等（2016）研究表明，随着干旱程度的加深，柠条

锦鸡儿叶片中CkGR基因的表达量与其酶活性呈逐

渐上升趋势，说明CkGR基因对提高柠条锦鸡儿的耐

旱性具有重要调控作用；张腾国等（2018）研究表明，

高盐、高温、干旱和低温胁迫可诱导油菜GR1和GR2

基因表达；李慧等（2019）研究表明，镉胁迫下豆梨

PcGRchl和PcGRcyt基因在叶片中的表达量与对照

（无镉胁迫）相比呈明显上调趋势。【本研究切入点】

至今，鲜见有关红麻GR基因的相关研究报道。【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基于红麻转录组测序结果，克隆红麻

GR基因（HcGR），对其序列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HcGR基因在红麻不同

组织及不同盐胁迫下的表达模式，为深入研究红麻

耐盐性的分子调控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广西大学农学院周瑞阳教授馈赠

的红麻P3A。主要试剂：FastPure Gel DNA Extrac-

tion Mini Kit、Taq Master Mix、FastPure Plasmid

Mini Kit、DNA Marker、RNase A、DNase I（RNase-

free）及HiScript® III RT SuperMix for qPCR反转录试

剂盒等均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他

化学试剂如氯化钠（NaCl）、苯酚、过硫酸铵和异戊醇

等为进口或国产分析纯。主要仪器设备：紫外分光光

度计（Thermo Scientific，美国）、PCR仪（BIO-RAD，

美国）等。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盐胁迫处理及样品采集 2019年4月选取

籽粒饱满、大小均匀的红麻种子，经清水冲洗干净置

于40 ℃蒸馏水中浸种1 h，再用3% H2O2消毒10

min，蒸馏水冲洗5遍后，播种在垫有2层浸湿卫生纸

的塑料盒中，置于恒温光照培养箱中发芽。培养箱

昼夜温度为30和26 ℃，光照周期14 h/d，相对湿度

62%~66%。每天向塑料盒中添加适量蒸馏水，5 d后

选取生长健康、长势一致的幼苗，随机均分为4个组

（每组35株），分别在1/2 Hoagland营养液中添加不同

浓度的NaCl对幼苗进行盐胁迫处理：CK（0 mmol/L

NaCl）、T1（50 mmol/L NaCl）、T2（100 mmol/L NaCl）

和T3（200 mmol/L NaCl）。处理后移入育苗盘进行

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aCl stress concentration，and reached the peak value under T1 treatment，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K，T2 and T3. In stem，the HcGR showed a fluctuated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NaCl con-
centration，however，the expression level under T1，T2 and T3 treatments（T1 and T3 reached significantly level）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K.【Conclusion】The expression of HcGR in the roots，stems and leaves of kenaf has obvious tissue
specificity and can be induced by NaCl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to respond salt stress. up-regulating transcriptional level
in different tissues can increase salt resistance ability. It is speculated that HcGR plays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 in the
mechanism of resistance to salt stress in kenaf.

Key words：kenaf；glutathione reductase（GR）；gene cloning；salt stress；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fication PCR；
expression analysis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560421，31960368）；National Hemp Industry
Techn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Project（CARS-16-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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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间隔2 d更换1次处理液，7 d后分别收集植株

根、茎和叶，置于-80 ℃冰箱保存备用。

1. 2. 2 总RNA提取及cDNA合成 参照贾瑞星

（2019）改良的CTAB法提取红麻总RNA，用DNase I

（RNase-free）去除RNA中残留的少量DNA，然后分

别用0.8%琼脂糖凝胶电泳和NanoDrop 2000/2000c

紫外分光光度计检验RNA完整性、纯度和浓度。以

提取的总RNA为模板，按照HiScript® III RT Super-

Mix for qPCR（+gDNA wiper）反转录试剂盒说明反

转录合成cDNA，于-20 ℃保存备用。然后用红麻跨

内含子引物COXⅡ-F/COXⅡ-R（表1）检测逆转录产

物cDNA中是否存在总DNA。所有引物均委托深圳

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引物 Primer
GR-F
GR-R
COXⅡ-F
COXⅡ-S
GR-qF
GR-qR
Histone3-qF
Histone3-qR

序列信息 Sequence information
5'-GCCGCAAATAATCTGAACG-3'
5'-TCCCACAATGTATGGCAAAT-3'
5'-CGGCGATACCGTAAAGCAC-3'

5'-TGACTGGGCACAACAGACAAT-3'
5'-ATTTCCTCCGAGACTACCG-3'

5'-CACAATCTTTCCACGACCTT-3'
5'-GTGGAGTCAAGAAGCCTCACAG-3'

5'-ATGGCTCTGGAAACGCAAA-3'

用途 Application
基因克隆

反转录产物检测

荧光定量

内参基因

表 1 PCR扩增所用引物及其序列
Table 1 PCR amplification related primers and their sequences

1. 2. 3 HcGR基因克隆 基于红麻转录组GR基因

序列（TRINITY_DN18735_c0_g1_i7_2），利用Prim-

er 5.0设计引物GR-F/GR-R（表1）。采用2×Super

Pfx Master Mix进行PCR扩增，阴性对照以ddH2O为

模板。反应体系 20.0 μL：cDNA 模板 1.0 μL，10

μmol/L上、下游引物各0.5 μL，Taq Master Mix 2.0

μL，ddH2O补足至20.0 μ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3

min；95 ℃ 30 s，52 ℃ 30 s，72 ℃ 120 s，进行34个循

环；72 ℃延伸7 min，4 ℃保存。PCR产物经1.0%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以FastPure Gel DNA Extrac-

tion Mini Kit试剂盒进行回收纯化，将目的片段连

接至Trans-blunt载体（pEASY® - Blunt Cloning Kit）

上，然后转化Trans5α化学感受态细胞，涂布于含50

mg/L卡那霉素（Kan）的LB琼脂培养基上，37 ℃培养

8~10 h。挑取单个菌落，接种于1 mL含50 mg/L Kan

的LB液体培养基中，37 ℃下摇床（200 r/min）培养

4~6 h，菌液PCR鉴定呈阳性的单克隆送至深圳华大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1. 2. 4 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NCBI的ORF Finder

对克隆获得序列进行开放阅读框（ORF）预测，采用

DNAMAN 6.0对最长ORF进行序列分析，并推导其

氨基酸序列。利用ExPASy的ProtParam分析编码蛋

白的理化性质；应用SOMPA预测其二级结构、

SWISS-MODEL预测其三级结构；使用TargetP 1.1

Server和WoLF-PSORT预测蛋白的亚细胞定位情况。

将克隆获得的HcGR基因序列提交至NCBI数据库，

将其推导氨基酸序列与其他已报道物种GR氨基酸

序列进行BLASTp比对，并下载26个具有代表性物

种的GR氨基酸序列，利用MEGA 7.0进行序列比对

后以邻接法（Neighbour-jaining，NJ）构建系统发育

进化树。

1. 2. 5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根据实时荧光定

量PCR引物设计原则设计HcGR基因的荧光定量引

物（表1），选取红麻管家基因Histone3为内参基因。

反应体系15.0 μL：2×ChamQ Universal SYBR qPCR

Master Mix 7.5 µL，10 μmol /L上、下游引物各0.3

µL，1.0 µL cDNA模板，ddH2O（RNase-free）补充至

15.0 μ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3 min；95 ℃ 10 s，

60 ℃ 30 s，进行39个循环；72 ℃延伸7 min。在Bio-

Rad CFX96荧光定量PCR仪中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标准品和样品均设3次重复，以ddH2O替代

cDNA模板作为阴性对照。采用2-ΔΔCt法计算基因相

对表达量（Li et al.，2015；冯娇等，2018）。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20.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利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对平均值进行差异性比较

分析，并以Excel 2016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红麻总RNA和cDNA质量检测结果

如图1-A所示，提取红麻总RNA条带清晰，且

A260/A280在1.90左右，A260/A230在2.15左右，纯度较高。

由图1-B可看出，扩增产物条带单一，表明反转录产

物cDNA已不存在总DNA，可用于后续试验。

2. 2 HcGR基因克隆结果

HcGR基因PCR扩增产物经1.0%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结果（图2）显示，PCR扩增产物长度与预期

结果（1698 bp）一致，该特异性条带清晰且无拖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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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胶回收该条带进行测序，结果发现其与转录组

数据中的HcGR基因序列完全一致。

2. 3 HcGR蛋白理化性质及其结构分析结果

应用DNAMAN 6.0推导HcGR基因ORF编码的

氨基酸序列（图3），并用ProtParam分析HcGR蛋白理

化性质，结果显示其相对分子量为60 kD，由555个氨

基酸残基组成，其中酸性氨基酸残基（Asp+Glu）58

个，碱性氨基酸残基（Arg+Lys）62个，蛋白理论等电

点（pI）为8.46，不稳定指数为36.22，总平均疏水指数

为-0.130，故推测该蛋白为亲水性蛋白。

利用SOPMA预测HcGR蛋白二级结构，结果

表明该蛋白含丰富的二级结构，以无规则卷曲为主，

α -螺旋、延伸链和β -转角为辅，所占比例分别为

44.14%、27.75%、22.16% 和 5.95%。 采 用 SWISS -

MODEL预测HcGR蛋白三级结构，结果如图4所示。

HcGR蛋白的主要结构元件是无规则卷曲、α-螺旋和

延伸链，由这3种结构元件相互盘绕而成。利用Tar-

getP 1.1 Server和WOLF-PROST对HcGR蛋白进行亚

细胞定位预测，结果表明，HcGR蛋白定位于叶绿体。

2. 4 HcGR蛋白同源性比对及进化分析结果

为研究HcGR蛋白在不同生物中的进化关系，

将HcGR氨基酸序列与海岛棉、长果黄麻、橡胶树和

麻疯树等高等植物的GR氨基酸序列进行BLASTp同

源比对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物种间GR蛋白保守，

其氨基酸序列相似性为77.82%~88.04%（图5）。基

于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6）分析不同物种GR蛋

白的进化关系，结果显示HcGR蛋白与榴莲GR蛋白

的亲缘关系较近。

2. 5 HcGR基因组织表达特异性分析结果

以正常生长的幼龄红麻根、茎和叶cDNA为模

板，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HcGR基因在红麻不

同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结果（图7）显示，HcGR基因

在红麻根、茎和叶中均有表达，且相对表达量存在显著

差异（P<0.05，下同），其中，以在叶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

其次是根，二者分别是茎中相对表达量的3.40和1.38

倍，表明HcGR基因具有明显的组织表达特异性。

2. 6 盐胁迫下HcGR基因表达模式分析结果

以正常生长的红麻植株为对照，采用实时荧光

定量PCR检测不同盐胁迫处理下HcGR基因的相对

表达量，结果如图8所示。在红麻的根和叶中，HcGR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随NaCl胁迫浓度增加整体上呈先

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且均在T1处理下达峰值，显

著高于CK、T2和T3处理，但根中HcGR基因的相对表

达量在CK、T2和T3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叶

中HcGR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在CK、T2和T3处理间也

存在显著差异（图8-A和图8-C）。HcGR基因在茎中

的相对表达量随NaCl胁迫浓度增加呈波动变化趋

势，且T1、T2和T3处理均高于CK，其中T1和T3处理

显著高于CK（图8-B）。可见，不同浓度的NaCl均能

诱导HcGR基因响应盐胁迫信号并通过上调各组织

中的转录水平以提高抗盐胁迫能力，故推测该基因

在红麻抗盐胁迫机制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3 讨论

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均会严重影响植物的正常

生长发育，导致植物细胞内ROS含量大幅增加（Ra-

mel et al.，2009；岳远征等，2018）。植物体内抗氧化

剂含量是影响其抗逆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GSH

图 1 红麻总RNA（A）及HcGR基因扩增产物（B）电泳检测结果
Fig.1 Electrophoresis detection of total RNA（A）and HcGR gene PCR amplification from cDNA（B）

M：BM2000 DNA Marker

A BM 1 2 3

2000 bp

750 bp

M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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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cGR基因PCR扩增产物电泳检测结果
Fig.2 PCR amplification product electrophoresis detection of

HcGR gene
M：BM2000 DNA Marker；1：HcGR基因PCR产物 PCR products of Hc-
GR gene

2000 bp

750 bp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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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一种重要抗氧化剂，能与许

多化合物发生反应，参与细胞内的诸多生理代谢过

程，从而对细胞内硫醇的氧化还原状态维持发挥重

要作用（朱帆等，2015）。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抗逆境

胁迫过程中，GR对GSH的再生起关键作用（郭丽红

等，2006）。目前，已有部分植物的GR基因被克隆鉴

定，并进行转基因功能验证。Chang（1997）将大肠杆

菌GR基因导入杂种杨，从而获得具有抗ROS特性的

转化体；Rebecca等（2000）将菜豆GR基因导入烟草，

结果发现转基因烟草GR活性较非转基因植株提高

3~7倍；佘玮（2010）研究表明，转GR基因的苎麻中GR

基因过量表达能明显提高植株对氧化胁迫或其他逆

境的耐受性。

本研究克隆获得HcGR基因序列，并证实该基

因在正常生长的幼龄红麻根、茎和叶中均有表达，且

相对表达量存在显著差异，表明HcGR基因具有组织

表达特异性，推测其能在不同组织中调控合成中间

代谢产物和代谢终产物，但不同组织中的合成量存

在差异。朱守晶等（2015）研究显示，苎麻GR基因

（BnGR1）在成熟叶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其次分别

是幼叶、茎尖和根，在茎中的相对表达量最低。韩瑶

（2017）研究发现，在巨尾桉组培苗中以茎中的GR基

因相对表达量最高，其次是叶，在根中的相对表达量

最低。岳川等（2014）对茶树GR基因（CsGRs）在不同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CsGR1基因

在花和根中的相对表达量较叶片和茎高；CsGR2基

因在叶和茎中的相对表达量较根和花高。可见，GR

基因在不同植物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各不相同。

本研究的亚细胞定位结果显示，HcGR蛋白主

要分布于叶绿体。叶绿体是植物细胞代谢中重要的

细胞器。不同植物中占主导地位的GR基因不同，如

镉胁迫处理下，番茄通过上调叶绿体中GR基因表达

以响应胁迫信号（Kisa，2017），而白菜通过诱导胞质

GR基因转录，促使其GR活性上升，以维持细胞氧化

还原平衡（Lou et al.，2017）。此外，GR基因的表达

受不同外源物质调控，如茉莉酸和H2O2等可诱导橡

图 3 HcGR基因ORF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Fig.3 ORF and deduced amino acids sequence of HcGR gene

图 4 HcGR蛋白三级结构预测结果
Fig.4 The predicted 3D structure of HcGR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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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物种GR蛋白氨基酸序列比对结果
Fig.5 Sequence alignment of GR protein in different species

MN781971：红麻；KAB2003543.1：海岛棉；OMP09831.1：长果黄麻；XP_021673331.1：橡胶树；XP_012092105.1：麻疯树；XP_028125899.1：茶树；
ANO58602.1：龙眼；AAB70837.2：葡萄

MN781971：Hibiscus cannabinus；KAB2003543.1：Gossypium barbadense；OMP09831.1：Corchorus olitorius；XP_021673331.1：Hevea brasiliensis；
XP_012092105.1：Jatropha curcas；XP_028125899.1：Camellia sinensis；ANO58602.1：Dimocarpus longan；AAB70837.2：Vitis vinifera

图 6 基于GR氨基酸序列相似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6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GR amino acid sequence similarity

梁国旺等：红麻谷胱甘肽还原酶基因（HcGR）的克隆及盐胁迫下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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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HbGR1基因表达（邓治等，2014）。本研究对盐胁

迫下HcGR基因的表达模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T1

（50 mmol/L NaCl）胁迫处理下HcGR基因在红麻根、

茎和叶中的相对表达量均较CK（0 mmol/L NaCl）、

T2（100 mmol/L NaCl）和T3（200 mmol/L NaCl）处

理高，当NaCl胁迫浓度升至200 mmol/L时，在红麻

根和叶中HcGR基因表达明显下调，表明HcGR基因

在红麻抵抗盐胁迫中可能发挥一定的调控作用，与

刘莹（2010）的研究结果相符合。但今后还需进一步

研究盐胁迫下内源GSH含量是否发生变化，为施用

外源GSH缓解红麻盐胁迫提供理论依据。

4 结论

HcGR基因在红麻根、茎和叶片中的表达具有

明显组织特异性，且可被不同浓度的NaCl诱导响应

盐胁迫信号，并通过上调各组织中的转录水平以提

高抗盐胁迫能力，故推测该基因在红麻抗盐胁迫机

制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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