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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白及磷酸甘露糖变位酶（PMM）基因（BsPMM）cDNA序列，并检测甘露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

特性，为研究甘露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调控功能及白及多糖合成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RT-PCR克隆BsPMM

基因cDNA序列，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BsPMM和GDP-甘露糖焦磷酸

化酶基因（BsGMP）在不同品种（桂及1号和桂及2号）、生育期（苗期、生长旺期和成熟期）和组织（叶片、茎、假鳞茎和

根）中的表达特性，同时测定不同生育期假鳞茎的多糖和甘露糖含量。【结果】克隆获得的BsPMM基因cDNA全长

1062 bp，包含一个759 bp的开放阅读框（ORF），编码252个氨基酸，该基因编码的蛋白BsPMM定位于细胞质，含一个

从细胞内部到外部的跨膜螺旋区；不稳定系数为41.67，为不稳定蛋白；总平均疏水指数为-0.304，为亲水性蛋白，含植

物PMM蛋白特有的4个保守结构域，属于HAD超家族成员。BsPMM蛋白与单子叶植物尤其是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和

蝴蝶兰PMM蛋白的亲缘关系较近，与罂粟、葡萄和芦笋等双子叶植物PMM的亲缘关系较远。BsPMM和BsGMP基因

在不同品种、组织和生育期均有表达，且二者在假鳞茎中表达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P<0.05），区别在于桂及1号在生

长旺期的表达量最高，而桂及2号在苗期的表达量最高。桂及1号和桂及2号假鳞茎中甘露糖含量和多糖含量均随生

育期推移呈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结论】BsPMM和BsGMP基因表达具有时空、组织和品种特异性，可能是调控多糖

合成代谢途径中的关键基因，参与白及甘露糖和多糖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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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 sequence cloning of PMM gene of Bletilla striata and
expression character analysis of mannose synthesis

related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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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Phosphomannomutase（PMM）gene（BsPMM）cDNA sequence of Bletilla striata was cloned，
the expression characters of Mannose synthesis related genes were determined. This would provide the theory basis for
regulation functions of mannose synthesis related genes and synthesis mechanism of B. striata polysaccharides.【Method】
The cDNA sequence of BsPMM gene was cloned by RT-PCR，and its bioinforma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qPCR）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of BsPMM and GDP-mannose pyrophosphorylase gene
（BsGMP）in different species（Guiji No.1 and Guiji No.2），growing stage（seeding stage，booming stage and maturing
stage）and various tissues（leaf，stem，pseudobulb and root）. Meanwhile，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and mannose in
pseudobulb was determined during growing stages.【Result】The full length of BsPMM gene was 1062 bp，which con-
tained 759 bp open reading frame（ORF）and encoded 252 amino acids. Its encoded protein BsPMM was distributed in cy-
toplasm with a transmembrane structures from the inside-out. Its instability index was 41.67 and therefore it was an unsta-
ble protein. The total average hydrophobic index was -0.304，so it was a hydrophilic protein with conserved domain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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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白及多糖又称白及胶，是从药用植

物白及［Bletilla striata（Thunb.）Reichb.f.］的假鳞茎

中提取出的一种水溶性多糖，由多个单糖（甘露糖和

葡萄糖）以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聚合物（又称甘露聚

糖），分子量从几万至几十万不等（Kong et al.，

2015），其作为一种高分子生物材料，在医药领域广

泛应用，如临床上促进伤口愈合、抗菌、抗老化、抗肿

瘤、抗纤维化等（Li et al.，2014；Posocco et al.，2015；

孙爱静等，2016；Zafar et al.，2016）。由于白及多糖

的合成是由GDP-甘露糖开始，而磷酸甘露糖变位酶

（PMM）和GDP-甘露糖焦磷酸化酶（GMP）是GDP-

甘露糖合成的关键酶（Qian et al.，2007；Reiter，

2008）。因此，从白及中克隆PMM和GMP基因，并对

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其基因结构、进化关系

和时空表达特征等，对白及多糖合成途径的遗传改

良及白及多糖含量提高具有重大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GDP-甘露糖是甘露糖的一种活化形式，直接为

多糖的合成提供单糖，还可作为甘露糖供体参与到

抗坏血酸、含甘露糖的多糖、细胞壁多糖及糖基化蛋

白等生物合成过程中（Michel，2010；Lukowitz et al.，

2001；Smirnoff et al.，2001）。目前，真菌、哺乳动物

和植物均有研究获得PMM。1959年Glaser等首次从

酵母面包中分离获得PMM，并发现该酶在体外也能

催化甘露糖-6-磷酸与甘露糖-1-磷酸间的转化。在

植物中，最早从魔芋的球茎中分离获得PMM（Mura-

ta，1976），而后相继从西葫芦（Hancock et al.，2003）、

拟南芥（Hoeberichts et al.，2008）、烟草（Badejo et

al.，2009）和霍山石斛（林榕燕等，2017）等植物中分

离获得PMM，其编码基因也被成功克隆。此外，有

研究发现，斑马鱼MM2基因缺乏会造成先天性糖基

化紊乱从而导致其死亡（Cline et al.，2012）。拟南芥

pmm-2突变体（温度敏感型）在高温条件下因无法合

成GDP-甘露糖而引起蛋白糖基化紊乱导致细胞死

亡（Hoeberichts et al.，2008）。将拟南芥PMM基因

转入烟草后过表达，烟草中的抗坏血酸含量增加

（Badejo et al.，2009）。上述研究结果表明，PMM参

与N-糖基化过程，可促进GDP-甘露糖合成并增加抗

坏血酸的含量。【本研究切入点】目前，有关白及

GDP-甘露糖合成研究相对滞后，仅许娟等（2018）克

隆白及GMP基因并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鲜见

有关白及PMM基因cDNA序列克隆及甘露糖合成相

关基因表达分析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克隆白及PMM基因（BsPMM）cDNA序列全长，对

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qRT-PCR）检测甘露糖合成相关基因（BsPMM和

BsGMP）在不同品种、生育期和组织中表达情况，为

研究甘露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调控功能及白及多糖合

成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白及品种为桂及1号和桂及2号，种植于广

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白及种植基地（南宁

上林县），均为组培苗移栽，移栽时间为2017年3月5

日。主要试剂：RNAprep Pure多糖多酚植物总RNA

提取试剂盒、反转录试剂盒和QuantiNova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 Kit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

有限公司；KOD FX高保真PCR酶购自东洋纺（上

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生物试剂和引物合成均

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 2 样品采集

采集生长1年以上的白及植株新鲜叶片，用于

BsPMM基因cDNA序列克隆。2018年分别于白及苗

期（3月25日）、生长旺期（5月25日）和成熟期（倒苗期

初始，9月25日）采集其叶片、茎、假鳞茎（块茎）和根，

每时期分别取两个品种生长健壮植株各3株作为1个

by plant PMM proteins and it belong to HAD superfami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sPMM protein and PMM protein of
monocotyledon especially Orchidaceae such as Dendrobium officinale and butterfly orchid，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ico-
tyledon such as poppy，grape and asparagus. BsPMM and Bs GMP gene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varieties，tissues and
growth stages，but their expressions in pseudobulb bo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issues（P<0.05），and the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expression of Guiji No.1 reached the peak at booming stage but that of Guiji No.2 reached the
maximum at seeding stage. Meanwhile，the contents of polysaccharide and mannose in pseudobulb increased with growth
time either in Guiji No.1 and Guiji No.2.【Conclusion】The BsPMM and BsGMP genes expressed specifically in tissue，
variety and during space and time，and maybe involve in the polysaccharide synthesis of B. striata as key genes in regu-
lating polysaccharide synthesis and metabolism.

Key words：Bletilla striata；mannose；polysaccharide；phosphomannomutase（PMM）；GDP-mannose pyrophos-
phorylase gene（BsGMP）；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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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重复，设3次重复，用于定量表达分析。取样

时用清水洗净，纸巾吸干水分，再混匀样株各组织，

立即用液氮速冻，于-80 ℃保存备用。将不同生育

期采集的假鳞茎用于多糖和甘露糖含量测定。

1. 3 引物设计

基因克隆和qRT-PCR所用引物（表1）由Primer 5

和Oligo 6.0设计，委托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合成。

引物 Primer
5'端锚定引物 5' end anchor primer
PMM-F
PMM-R
qPMM-F
qPMM-R
qGMP-F
qGMP-R
qActin-F
qActin-R

序列 Sequence
5'-GGCCACGCGTCGACTAGTACTTTTTTTTTTTTTTTTTT-3'

5'-ATGRYTGGGAGGGATGCCAGGGCTWAT-3'
5'-TTAGGCRTCWCCAGCTTGCTTT-3'
5'-TCTCCAATAGGACGCAACTGT-3'

5'-GGAGACCATTTTTGACCGGATG-3'
5'-CCCCGTCTTTCTCATCCCAG-3'

5'-AGTGCCAAATCCACCGACAA-3'
5'-TTAGCTGGTCGTGACCTGAT-3'

5'-AACGGAACCTCTCAGCTCCAATT-3'

表 1 引物名称及序列
Table 1 Primers and their sequences in the experiment

1. 4 BsPMM基因cDNA序列克隆

按照RNA提取试剂盒说明提取叶片总RNA，以

其为模板，利用5'端锚定引物（表1），参照反转录试

剂盒PrimeScript 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说明

合成第一链cDNA。以cDNA为模板进行PCR扩增。

PCR反应体系为50.0 μL：10×KOD Buffer 5.0 μL，

2.0 mmol/L dNTPs 5.0 μL，10 μmol/L上、下游引物

（PMM-F和PMM-R）（表1）各1.0 μL，1 U/µL KOD酶

1.0 μL，cDNA模板1.0 μL，25 mmol/L MgCl2 3.0 μL，

用ddH2O补足至50.0 μL。扩增程序：98 ℃预变性

30 s；98 ℃ 30 s，56 ℃ 30 s，72 ℃ 1 min，进行30个

循环；72 ℃延伸7 min。PCR产物加A尾反应：取

PCR产物50.0 μL，加入2×Taq PCR Master Mix 50.0

μL，72 ℃下反应60 min。将加A尾的PCR产物经胶

回收试剂盒纯化回收，并与pUC57载体连接后转化

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涂布于含100 μg/mL氨

苄青霉素（Amp）的LB固体培养基上培养12~16 h，

筛选出阳性克隆，随机挑取单菌落进行PCR鉴定

（黄珑等，2015），并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测序。

1. 5 生物信息学分析

基于BsPMM基因cDNA序列的测序结果，利用

NCBI的ORF Finder在线工具查找分析其开放阅读

框（ORF）。利用BioXM 2.6和TMpred预测BsPMM

蛋 白 的 理 化 性 质 。 利 用 Softberry 和 TMpred 对

BsPMM蛋白进行亚细胞定位和跨膜区预测，并利用

SWISS-MODEL和RasMol 2.7.5进行三级结构预测

及建模，运用NCBI的Conserved Domain Database

（CDD）在线工具进行功能结构域分析，最后运用

MEGA 5.0的近邻相接法（Neighbor-joining，NJ）构建

系统发育进化树。

1. 6 qRT-PCR检测

参照QuantiNova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

Kit说明配制定量反应体系，所用引物序列见表1，在

荧光定量PCR仪ABI7500上进行qRT-PCR检测。以

Actin基因为内参，经内参基因标准化后再进行目的

基因检测。反应体系 10.00 μL：2 ×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 5.00 μL，QN ROX Reference Dye

0.05 μL，10 μmol/L上、下游引物各0.70 μL，cDNA

模板（≤100 ng）1.0 μL，用RNase-free水补足至10.00

μ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2 min；95 ℃ 5 s，60 ℃

30 s，进行40个循环，最后分析熔解曲线。每个反应

体系设3个重复。

1. 7 多糖和甘露糖含量的测定

多糖含量测定参照蒽酮—硫酸显色法（李德旺

等，2018）；甘露糖含量测定采用HPLC法测定（张宁南

等，2017）。

1. 8 统计分析

采用2-ΔΔCt法（Livak and Schmittgen，2010）换算

目的基因相对表达量，并利用Origin 8.0作图。多糖

和甘露糖含量利用Excel 2007进行统计整理作图，并

利用SPSS 11.0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分析

2. 1 BsPMM基因cDNA序列克隆结果

以白及叶片总RNA反转录获得的cDNA为模板，

PCR扩增获得约800 bp的单一条带（图1-A），与预期

结果相符。PCR产物经加A尾后，通过胶回收、连接

转化及菌落PCR检测后，挑取阳性克隆进行测序，结

果显示，PCR产物加A尾后的长度为1062 bp（图1-B）。

将该序列在NCBI上进行BLAST比对分析，结果发

现，其与其他植物的PMM基因核苷酸序列同源性较

许娟等：白及PMM基因cDNA序列克隆及甘露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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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尤其与铁皮石斛PMM基因序列（KF195558.1）相

似度达94%，表明该序列为白及PMM基因cDNA序列。

2. 2 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2. 2. 1 BsPMM基因cDNA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

列分析 在NCBI的ORF Finder上查找BsPMM基因

的ORF，结果发现该基因的ORF为759 bp，位于163~

921 bp区间，编码252个氨基酸（图2），蛋白分子量为

28.61 kD，理论等电点为5.92。TMpred预测结果显

示，该蛋白含一个从细胞内部到外部的跨膜螺旋区，

位于第169~188位氨基酸，但无从细胞外到细胞内的

跨膜螺旋区。预测结果还显示，该蛋白不稳定系数为

41.67，为不稳定蛋白；总平均疏水指数为-0.304，疏

水性最高值（2.122）出现在第43位氨基酸处，亲水

性最高值（-2.956）出现在第143位氨基酸处，推测

该蛋白为亲水性蛋白。亚细胞定位分析结果表明，

BsPMM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质中。功能结构域分析

结果显示，BsPMM蛋白属于HAD超家族成员（图3）。

图 1 BsPMM基因cDNA序列的PCR扩增电泳结果
Fig.1 PCR amplification results of BsPMM gene cDNA se-

quence
A：BsPMM基因cDNA序列中间片段扩增（M1：DL1500 DNA Marker；
1、2：PCR产物）。B：BsPMM基因cDNA序列中间片段加A尾后的菌
落PCR检测（M2：DL5000 DNA Marker；1：阳性克隆）
A：Amplified middle fragments of BsPMM gene cDNA sequence（M1：
DL1500 DNA Marker；1，2：Amplified product of PCR）. B：Colony
PCR detection for middle fragments of BsPMM gene cDNA sequence
adding A end（M2：DL5000 DNA Marker；1：Positive clone）

图 2 BsPMM基因cDNA核苷酸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Fig.2 BsPMM gene cDNA ribotide sequence and its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M1 1 2

1500 bp

1000 bp

500 bp

M2 1

5000 bp
3000 bp
2000 bp
1500 bp
1000 bp
750 bp
500 bp

A B

图 3 BsPMM蛋白的功能保守域预测结果
Fig.3 Prediction for conserved domains of BsPMM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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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EGA 5.0构建不同物种PMM蛋白的系统

发育进化树，结果如图6所示。不同物种PMM蛋白

主要聚成两大分支（Ⅰ和Ⅱ）。Ⅰ分支中，BsPMM蛋

白与兰科植物铁皮石斛（D. officinale）和蝴蝶兰

（Phalaenopsis equestris）PMM蛋白最先聚在一起，

表明三者亲缘关系较近，再与兰科植物深圳拟兰

（Apostasia shenzhenica）、棕榈科植物油棕（Elaeis

guineensis）和海枣（Phoenix dactylifera）的PMM蛋白

聚在一起。Ⅱ分支又可分为2个小分支，其中玉米（Zea

mays）、高粱（Sorghum bicolor）、小米（Setaria italica）

和野生稻（Oryza bachyantha）等单子叶植物为一个

小分支，罂粟（Macleaya cordate）、葡萄（Vitis vini-

fera）、芦笋（Asparagus officinalis）和胡杨（Populus

euphratica）等双子叶植物为另一个小分支。综上所

述，BsPMM蛋白与单子叶植物尤其是兰科植物

PMM蛋白的亲缘关系较近，与双子叶植物PMM蛋

白的亲缘关系较远。

2. 3 BsPMM和BsGMP基因表达情况的检测结果

2. 3. 1 BsPMM基因的表达情况 从图7-A可知，在

桂及1号中，苗期BsPMM基因在叶片、茎、假鳞茎和

根中表达量无显著差异（P>0.05，下同）；生长旺期

BsPMM基因在假鳞茎中表达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

图 4 BsPMM蛋白的三级结构预测结果
Fig.4 Prediction for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BsPMM

protein
深红色：α-螺旋；黄色：β-折叠；淡蓝色：β-转角；白色：其他残基
Deep red：α-helix；yellow：β-folding；light blue：β-corner；white：Other
residues

2. 2. 2 BsPMM蛋白三级结构预测结果 利用

SWISS-MODEL和RasMol 2.7.5对BsPMM蛋白的三

级结构进行预测及建模，结果如图4所示。BsPMM蛋

白主要结构元件为α-螺旋、β-折叠和β-转角（卷曲），分

别含有24个典型的α-螺旋、26个β-折叠和52个β-转角。

2. 2. 3 BsPMM蛋白同源性比对及进化分析 将

BsPMM蛋白氨基酸序列提交至NCBI上进行BLAST

同源性比对分析，结果发现，BsPMM蛋白的氨基酸

序列与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PMM蛋白

的同源性最高，达94%。利用DNANAN对7种植物

PMM蛋白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多重比对分析，结果如

图5所示。不同植物的PMM蛋白氨基酸序列具有较

高的同源性，在84%以上，且BsPMM蛋白的功能域

氨基酸种类与其他植物大致相同，均含植物PMM

蛋白特有的4个保守结构域，即DVDGTLT的区域Ⅰ、

VGGSD的区域Ⅱ、DKTY的区域Ⅲ和GGND的区域

Ⅳ。这4个保守结构域与PMM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

图 5 白及与其他植物PMM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多重比对分析结果
Fig.5 Multiple alignment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PMM protein between B. striata and other plants

方框表示保守结构域
The box represented conservative domain

许娟等：白及PMM基因cDNA序列克隆及甘露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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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PMM蛋白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6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amino acid sequence of PMM protein from different species

的表达量（P<0.05，下同）；成熟期BsPMM基因在假

鳞茎中的表达量显著高于根中的表达量，且二者均

显著高于叶片和茎中的表达量。可见，BsPMM基因

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参与调控白及生长发育机制，

且由于假鳞茎为多糖储藏部位，推测BsPMM基因参

与白及多糖的合成。从图7-A还可知，在同一组织

中，不同生育期（苗期、生长旺期和成熟期）BsPMM

基因表达量的变化趋势不同，其中，BsPMM基因在

叶片和茎部中的表达量均随生育期推移呈降低的变

化趋势，即在苗期表达量最高；在假鳞茎中呈先升高

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即在生长旺期表达量最高；而在

根中呈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即在成熟期表达

量最高。

由图7-B可知，BsPMM基因在桂及2号的表达规

律与桂及1号存在异同，即均在假鳞茎表达量最高，

区别在于其在桂及2号苗期的表达量最高，且在根中

以生长旺期的表达量最高，表明BsPMM基因表达具

有组织、时空和品种特异性。

2. 3. 2 BsGMP基因的表达情况 由图8-A可知，在

桂及1号中，苗期BsGMP基因在叶片、茎、假鳞茎和根

中表达量也无显著差异，且BsGMP基因在不同生育期

的叶片和茎中的表达规律与BsPMM基因相似，均随

生育期推移其表达量呈降低趋势，即在苗期表达量

最高；同样，BsGMP基因在假鳞茎中表达量也较高，

尤其是生长旺期，显著高于其他组织。可见，BsGMP

基因为特异性表达，参与调控白及生长发育机制。

由图8-B可知，桂及2号中BsGMP基因的表达规

律与BsPMM基因相似，与桂及1号BsGMP基因的表

达规律存在异同：在两个品种中BsGMP和BsPMM基

因均在假鳞茎表达量最高，区别在于桂及2号中

BsGMP基因在苗期各组织（除叶片外）的表达量较

高，表明BsGMP基因表达存在品种间差异。

综上所述，BsPMM和BsGMP基因均具有组织和

时空表达特异性，存在品种间差异，且在多糖储藏部

位（假鳞茎）表达量较高，推测BsPMM和BsGMP基因

均参与白及多糖生物合成。

2. 4 桂及1号和桂及2号假鳞茎中多糖和甘露糖

含量比较

由图9可知，桂及2号的多糖含量随生育期推移

呈显著升高变化趋势，桂及1号的多糖含量也随生育

期推移呈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但苗期与生长旺期

无显著差异。从图10可知，桂及1号和桂及2号假鳞

茎中甘露糖含量的变化趋势与多糖含量的变化趋势

相同，均随生育期推移呈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但苗

期与生长旺期无显著差异，生长旺期与成熟期差异显

著。比较图9和图10可知，整个生育期内，桂及1号假

鳞茎多糖含量和甘露糖含量均高于桂及2号。综上

所述，桂及1号和桂及2号在生长过程中甘露糖和

多糖的积累量逐渐增加，且不同品种间存在明显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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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克隆获得的BsPMM基因cDNA序列全长

1062 bp，包含一个759 bp的ORF，编码252个氨基酸，

该蛋白与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和蝴蝶兰同源性较高，

在90%以上，与海枣、油棕和深圳拟兰等植物PMM

蛋白的同源性较高，在84%以上，证明不同植物

PMM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具有高度的保守性，推测其

在不同植物中发挥相似生理功能。此外，本研究通

过BsPMM蛋白的理化性质和结构域分析结果显示，

该蛋白为亲水性蛋白，属于HAD超家族成员，与林

图 7 BsPMM基因在不同品种、生育期和组织的表达情况
Fig.7 Expressions of BsPMM gene in various varieties，growth periods and tissues

A：桂及1号；B：桂及2号。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组织部位不同生育期差异显著（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生育期不同组织间差异显著（P<0.05）。图8同

A：Guiji No.1；B：Guiji No.2.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erms at the same tissue（P<0.05）；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tissues at the same term（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8

图 8 BsGMP基因在不同品种、生育期和组织的表达情况
Fig.8 Expressions of gene BsGMP in various varieties，growth periods and tissues

图 9 不同白及品种在不同生育期的多糖含量
Fig.9 Polysaccharide content i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growth period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品种不同生育期差异显著（P<0.05）。图10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between
different terms for the same variety（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10

图 10 不同白及品种在不同生育期的甘露糖含量
Fig.10 Mannose content i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growth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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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燕等（2017）对霍山石斛PMM蛋白的研究结论相

似。前人研究表明，HAD超家族是一个巨大的蛋白

家族（Schmidberger et al.，2007），参与磷酸甘露糖、

磷酸酯和卤代物等合成代谢途径。BsPMM蛋白含

植物PMM蛋白特有的4个保守结构域，其是HAD超

家族极保守的基序，可参与Asp亲核试剂对底物磷酸

基团的定向并与Mg2+结合（Seifried et al.，2013）。

本研究还发现，BsPMM和BsGMP基因在不同品

种、组织和生育期均有表达，且二者在假鳞茎中表达

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区别在于桂及1号在生长旺期

的表达量最高，而桂及2号在苗期的表达量最高，表

明两个基因的表达具有时空、品种和组织特异性。

由于假鳞茎是白及多糖的储藏部位，推测BsPMM和

BsGMP基因与白及多糖和甘露糖合成密切相关。

前人研究表明，PMM基因参与抗坏血酸（Qian et al.，

2007；何春梅，2015；高利芬等，2016）和岩藻聚糖（张

朋艳等，2016）的合成，同时提高多糖含量并参与胁

迫反应（He et al.，2017）。GMP基因除了具有上述

生物学功能外，还参与甘露聚糖的合成（Davis et al.，

2010）。本研究发现，BsPMM和BsGMP基因在桂及

2 号苗期假鳞茎中表达量最高，推测BsPMM和

BsGMP基因不仅参与白及多糖生物合成，还可能参

与其他物质的合成。另外，BsGMP基因在桂及1号

成熟期根中的表达量也较高，该时期假鳞茎中多糖

和甘露糖含量最高。由于在白及成熟期，地上部分

叶片已经衰老，地下部分组织将甘露糖转化为多糖，

将多糖转移到根部组织，推测BsGMP基因与多糖转

运密切相关。这与铁皮石斛中PMM和GMP基因表

达模式和多糖累积规律（何春梅，2015；俞振明，

2017）一致。综上所述，BsPMM和BsGMP基因可能

参与白及多糖的合成。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通过

RNAi干扰技术或过表达技术深入研究BsPMM和

BsGMP基因对多糖生物合成的分子调控机理。

4 结论

BsPMM和BsGMP基因表达具有时空、组织和品

种特异性，可能是调控多糖合成代谢途径中的关键

基因，参与白及甘露糖和多糖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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