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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β-防御素在黄沙鳖先天免疫中的潜在作用，为开展黄沙鳖绿色病害防治及促进其养殖业健康

发展打下基础。【方法】运用RACE克隆黄沙鳖β-防御素基因（Hs-BD1）cDNA序列，采用SignalP-5.0、PredictProtein、

PSIPRED、Robetta和Clustal X等在线软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Hs-BD1基因在黄沙鳖

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及细菌感染前后的表达变化。【结果】Hs-BD1基因cDNA序列全长493 bp，包括72 bp的5'非编

码区（5'-UTR）、201 bp的开放阅读框（ORF）及220 bp的3'非编码区（3'-UTR）。Hs-BD1基因编码66个氨基酸残基，包

括22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信号肽区、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前肽区和41个氨基酸组成的成熟肽区。其中，成熟肽区具

有6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31Cys、58Cys、38Cys、52Cys、42Cys和59Cys）及位于C1和C2间的甘氨酸残基（Gly），即Hs-BD1基

因属于β-防御素家族。Hs-BD1氨基酸序列与中华鳖β-防御素16的相似性最高（93.9%），基于β-防御素序列相似性构

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也显示黄沙鳖与中华鳖和西部锦龟聚为一支，其亲缘关系相对较近。6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

分别以C1-C5、C2-C4和C3-C6的连接方式形成3个二硫键；Hs-BD1成熟蛋白三级结构是由α-螺旋、β-折叠和无规则卷

曲组成。Hs-BD1基因在黄沙鳖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中的相对表达量较高，在心脏、肠道、肌肉、脑组织和表皮中的

相对表达量均较低；以温和气单胞菌攻毒后，Hs-BD1基因在黄沙鳖脾脏中的相对表达量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

的变化趋势，在攻毒后第3和36 h共出现2个表达峰值，对应的相对表达量分别是攻毒前（0 h）的20.8和10.6倍，差异均

极显著（P<0.01）。【结论】Hs-BD1基因在黄沙鳖的多个组织中均有表达，尤其在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中的相对表达

量较高，且可被温和气单胞菌感染诱导表达，说明Hs-BD1基因在黄沙鳖抵抗病原感染的过程中发挥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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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study aimed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β-defensin and its potential role in the innate immu-
nity of Huangsha turtle，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carrying out the gree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uangsha turtle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ts breeding industry.【Method】The cDNA sequence of β-defensin gene，Hs-
BD1 in Huangsha turtle was cloned by RACE method，and th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the online soft-
wares including SignalP-5.0，Predictprotein，PSIPRED，Robetta and Clustal X.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in various tissues
of Huangsha turtle and the ones after bacterial challenge of Hs-BD1 gene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
tive PCR.【Result】The cDNA sequence of Hs-BD1 gene was 493 bp in length，including a 5' untranslated region（UTR）
of 72 bp，an open reading frame（ORF）of 201 bp and a 3'UTR of 220 bp. The Hs-BD1 gene coded 66 amino acids（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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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黄沙鳖是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

sis）的地理种群（黄雪贞等，2012；马沙等，2019），原

产于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流域。黄沙鳖裙边肥厚、

味道鲜美（李登明等，2013），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

养物质含量均高于中华鳖（赖春华等，2011），且生长

速度快、产量高，其养殖业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

突出。但近年来，在高密度饲养条件下黄沙鳖疾病

尤其是细菌性疾病常暴发流行，致使乱用滥用抗生

素现象普遍存在，进而引发病原微生物耐药性增强

及食品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黄艳华等，2013；罗

华平等，2013；刘杰等，2015）。抗菌肽作为动物先天

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在保护机体和抵抗病原微生物

入侵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van Hoek，2014；王婧

等，2018），是近年来重点推广应用的新型饲料添加

剂，易被养殖动物降解，且无残留物质，对环境无任

何污染（覃志彪等，2016）。因此，研究黄沙鳖免疫机

制及开发可替代抗生素的抗菌肽等无公害药物是确

保黄沙鳖养殖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前人研究进展】

抗菌肽是一类由少于10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且具有

广谱抗微生物活性的短肽，是生物体先天防御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Koehbach and Craik，2019）。防御

素是一种分子量在3~4 kD的阳离子抗菌肽，其典型

特征是具有6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形成3个二硫

键以稳定分子构象（van Hoek，2014）。防御素的抗

菌机制主要是富含正电荷和疏水片段，易聚集在带

负电荷的微生物细胞表面，使微生物细胞膜双层分

子结构受损乃至细胞死亡（Donnarumma et al.，

2015）。根据生物种类来源、蛋白结构及二硫键连接

方式的不同，可将防御素划分为植物防御素、昆虫防

御素、α-防御素、β-防御素和θ-防御素等。其中，β-防

御素是动物防御素家族的最主要成员（Suarez-Car-

mona et al.，2014）。相对于高等脊椎动物，龟鳖类β-

防御素的研究起步较晚。自Stegemann等（2009）首

次从欧洲池塘龟（Emys orbicularis）分离鉴定出β-防

御素以来，迄今仅在刺鳖（Apalone spinifera）（Bena-

to et al.，2013）、红耳滑龟（Trachemys scripta）（Kap-

linsky et al.，2013）、西部锦龟（Chrysemys picta bel-

lii）（van Hoek，2014）及中华鳖（Yu et al.，2017）等龟

鳖上开展β-防御素鉴定或抗菌作用等相关研究。

Stegemann等（2009）研究表明，欧洲池塘龟β-防御素

TBD-1对单增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大

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

bicans）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

cus aureus）具有较强的抑菌效果；Benato等（2013）

研究证实刺鳖的几种β-防御素（As-BDs）可能参与其

皮肤免疫防御作用；Yu等（2017）研究发现中华鳖β-

防御素重组蛋白rPs-BD2具有较强的抗微生物活性，

但对人类红细胞的溶血性和对鼠源巨噬细胞的细胞

毒性均较弱。可见，龟鳖类β-防御素均具有一定的

抗菌作用或参与机体的先天免疫反应，将其作为抗

菌药物在新型饲料添加剂的开发上具有极高应用价

值。【本研究切入点】β-防御素在哺乳动物、爬行动

物、禽类及鱼类等物种中均有分布，具有抗微生物活

性和免疫调节等生物学功能（Khurshid et al.，2018）。

至今，虽有关于中华鳖β -防御素基因（Yu et al.，

containing the signal peptide region of 22 aa，the propeptide region of 3 aa and the mature peptide region of 41 aa. The
mature peptide had six conserved cysteine（Cys）residues（31Cys，58Cys，38Cys，52Cys，42Cys and 59Cys）and the conserved
glycine（Gly）residue between C1 and C2，indicating that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Hs-BD1 gene belonged to the β-de-
fensin family.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Hs-BD1 shared the highest similarity（93.9%）with Ps-BD16 from Pelodiscus
sinensis，and the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of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β-defensin amino acid also showed
that Huangsha turtle，P. sinensis and Chrysemys picta bellii clustered in a clade and their genetic relationships were rela-
tively close. Six conserved cysteine residues formed three disulfide bonds by the conjunction type of C1-C5，C2-C4 and
C3-C6. The tertiary structure of mature protein of Hs-BD1 was composed of α-helix，β-sheet and random coil. The expres-
sion levels of Hs-BD1 gene in the liver，spleen，lung and kidney were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were rela-
tively low in the heart，intestine，muscle，brain and ski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BD1 in the spleen showed
an upward-downward-upward-downward trend post injection of Aeromonas sobria. There were two peak values（at 3 and
36 h post injection）i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Hs-BD1，which were as 20.8 times and 10.6 times comparing to
the expression level before infection（at 0 h）respectively，whose differences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P<0.01）.【Con-
clusion】The Hs-BD1 gene is expressed in many tissues an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are especially high in liver，
spleen，lung and kidney. Expression of Hs-BD1 gene can be induced by the bacterial challenge of A. sobria，indicating
that Hs-BD1 may play a regulating role in counteracting the pathogenic infection of Huangsha turtle.

Key words：Huangsha turtle；β-defensin；Aeromonas sobria；Hs-BD1 gene；expression pattern
Foundation item：Guangxi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GXNSFAA138167）；Aquaculture Disease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Project of Guangxi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partment（Guicaiyuhan〔20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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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的研究报道，但针对黄沙鳖β-防御素基因（Hs-

BD1）克隆及其功能的研究尚无相关报道。【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通过克隆Hs-BD1基因并检测其在黄沙

鳖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及细菌感染前后的表达变

化，探究β-防御素在黄沙鳖先天免疫中的潜在作用，

为开展黄沙鳖绿色病害防治及促进其养殖业健康发

展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健康黄沙鳖购自广西来宾市武宣县某养鳖合

作社，体质量45~60 g/只。经1个月检疫饲养观察及

随机抽样检测，确定黄沙鳖无异常后用于人工感染

试验。温和气单胞菌（Aeromonas sobria）WMG2株

为广西水生动物病害诊断实验室于2015年从广西

南宁市患病黄沙鳖中分离获得，人工感染试验前再

次对其进行鉴定验证。TRIzol试剂和2×RealStar

Green Fast Mixture试剂购自北京康润诚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DL1000 DNA Marker、2×Taq DNA聚合

酶、pMD18-T载体克隆试剂盒、大肠杆菌DH5α感受

态细胞、PrimeScriptTM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试剂盒及SMARTer RACE 5'/3' Kit试剂盒购

自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普通琼脂糖凝

胶DNA回收试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LB琼脂培养基购自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扩增引物均委托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合成。

1. 2 RNA提取及cDNA合成

采用TRIzol法提取总RNA，以微量分光光度计

OD-1000（One Drop公司）测量总RNA的纯度和浓

度，若总RNA符合试验标准则置于-80 ℃冰箱保存

备用，或使用SMARTer RACE 5'/3' Kit试剂盒将总

RNA反转录合成cDNA。基因组织分布检测则使用

PrimeScriptTM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试剂

盒反转录合成cDNA。

1. 3 引物设计及基因克隆

参考NCBI上已公布的相近物种及中华鳖β-防

御素基因序列（Yu et al.，2017），设计3'末端序列的

扩增引物BD-F1和BD-F2（表1）。以反转录合成的

cDNA为模板，采用SMARTer RACE 5'/3' Kit试剂盒

对Hs-BD1基因3'末端序列进行扩增。PCR反应体系

和扩增程序参照Taq DNA聚合酶（TaKaRa）说明进

行操作，获得的PCR扩增片段经切胶回收后与

pMD18-T连接，再以重组载体转化DH5α感受态细

胞，经验证后将阳性菌液送至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测序。

根据扩增获得的Hs-BD1基因3'末端序列，设计

特异性引物BD-R1和BD-R2（表1），采用SMARTer

RACE 5'/3' Kit试剂盒扩增Hs-BD1基因5'末端序列。

获得的PCR扩增片段经连接转化后测序，将测序得到

的各片段拼接成完整cDNA序列。利用DNASTAR查

找开放阅读框（ORF），并以BD-ORF-F和BD-ORF-R

（表1）为引物对Hs-BD1基因ORF进行PCR扩增验证。

引物 Primer
BD-F1
BD-F2
BD-R1
BD-R2
BD-ORF-F
BD-ORF-R
BD-qPCR-F
BD-qPCR-R
18S-F
18S-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5'-ATGAAGAWTCTCTACCTTYTMTTTG-3'

5'-GCTGTCTTCTTCCTGGTGCTGC-3'
5'-TCCTCCATAAACCTTCTCTGCGGC-3'
5'-CCATCTACAGCAGATCCTTCCACG-3'
5'-ATGAAGATTCTCTACCTTCTCTTTG-3'

5'-TCAGACTCTGATCCTGCTCCATC-3'
5'-AGGGACCGAGCATGTGAAAG-3'
5'-CTCTGCGGCTAATGCTCAGA-3'

5'-AAAGGAATTGACGGAAGGGCAC-3'
5'-GCTCCACCAACTAAGAACGG-3'

用途 Purpose

基因克隆
Gene cloning

实时荧光定量PCR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表 1 引物序列信息及其用途
Table 1 Information and purposes of the primer sequences

1. 4 Hs-BD1基因在黄沙鳖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随机剖检3只健康黄沙鳖，取其心脏、肝脏、肾

脏、脾脏及脑组织等9种组织样品放入TRIzol试剂中

进行匀浆。提取各组织样品的总RNA，并反转录合

成cDNA。以Hs-BD1基因序列为依据设计实时荧光

定量PCR引物BD-qPCR-F和BD-qPCR-R，同时参照

马沙等（2019）的方法设计18S rRNA内参基因引物

18S-F和18S-R（表1）。将各组织cDNA模板进行5倍

稀释，每个cDNA模板设3个重复，按照相关试剂盒说

明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并绘制Hs-BD1基因

和18S rRNA内参基因的扩增标准曲线，以证实2对

引物的扩增效率基本一致（E>93%，R2>0.991）。通

过实时荧光定量PCR分析Hs-BD1基因在黄沙鳖各

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并采用2-△△Ct法计算Hs-BD1基因

相对表达量。设表皮组织中的Hs-BD1基因相对表

达量为1，采用SPSS 18.0中的Duncanʼs新复极差法

许飘尹等：黄沙鳖β-防御素基因克隆及其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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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Hs-BD1基因的组织表达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1. 5 Hs-BD1基因在黄沙鳖感染细菌前后的表达变化

参照马沙等（2019）的方法，将温和气单胞菌

WMG2株划线接种于LB琼脂培养基上，经30 ℃恒

温培养18 h后，采用接种环挑取适量菌落，以无菌生

理盐水配制成106 CFU/mL的菌悬液。设攻毒组和

对照组，攻毒组黄沙鳖经腹腔注射配制好的菌悬液

（0.2 mL/只），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攻毒后将

2组黄沙鳖置于不同养殖箱中进行正常养殖和观察，

分别在攻毒前（0 h）和攻毒后不同时间点（3、6、12、

24、36、48和72 h），从2组黄沙鳖中各随机挑取3只进

行解剖，取其脾脏组织提取总RNA。参照1.4的方

法，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攻毒前后Hs-BD1基

因的相对表达量，并采用 t检验对攻毒前后Hs-BD1

基因表达变化进行显著性分析。

1. 6 生物信息学分析

运用DTU Health Tech网站的SignalP-5.0服务

器进行Hs-BD1蛋白信号肽预测，以PredictProtein分

析其二硫键组成方式；分别采用PSIPRED（http://bio-

inf.cs.ucl.ac.uk/psipred/）和Robetta（http://robetta.baker-

lab.org/）预测Hs-BD1蛋白的二、三级结构，并使用

Pymol对预测获得的三级结构模型进行显示；采用

Clustal X和MEGA 5.0的邻接法（Neighbor-joining，

NJ）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同时以DNAMAN 6.0进

行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Hs-BD1基因克隆及序列分析结果

Hs-BD1基因cDNA序列全长493 bp，包括72 bp

的5'非编码区（5'-UTR）、201 bp的ORF（图1）及220

bp的3'非编码区（3'-UTR）。Hs-BD1基因cDNA序列

信息完整（图2），具有起始密码子ATG、终止密码子

TGA、1个多聚腺苷酸化信号AATAAA和1个包含19

个腺苷酸的poly（A）尾。

Hs-BD1基因编码66个氨基酸残基，包括22个氨

基酸残基组成的信号肽区、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前

肽区和4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成熟肽区（图2）。成

熟肽区具有11个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残基［10个精氨

酸（R）和1个赖氨酸（K）］及2个带负电荷的氨基酸残

基［1个天冬氨酸（D）和1个谷氨酸（E）］，预测其分子

量为4895.75 Da，理论等电点（pI）为10.099。

2. 2 Hs-BD1氨基酸序列比对及系统发育进化分析

结果

由图3可看出，Hs-BD1氨基酸序列（序列8）与其

他物种的β-防御素序列相似，均具有6个保守的半胱

氨酸残基（C）及位于C1和C2间的甘氨酸残基（G），

图 1 Hs-BD1基因ORF的PCR扩增电泳结果
Fig.1 PCR amplification electrophoresis result of ORF of Hs-

BD1 gene
M：DL1000 DNA Marker；1：空白对照；2：Hs-BD1基因ORF扩增片段
M：DL1000 DNA Marker；1：Blank control；2：Amplification fragment
of ORF of Hs-BD1 gene

图 2 Hs-BD1基因核苷酸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Fig.2 Nucleotide sequences and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Hs-BD1 gene

粗体字母表示推导氨基酸序列；方框表示起始密码子ATG；双横线表示信号肽区；波浪线表示前肽区；阴影表示成熟肽区；星号表示终止密码子
TGA；单横线表示多聚腺苷酸化信号AATAAA

The bold font letters indicated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box font indicated the initiation codon ATG；double underlines indicated the signal
peptide region；the waveline indicated the propeptide region；shadow font indicated the mature peptide region；the asterisk indicated the termination

codon TGA；single underline indicated the polyadenylation signal AAT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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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Hs-BD1基因属于β-防御素家族。其中，Hs-BD1氨

基酸序列与中华鳖β-防御素16（序列7）最接近，均形

成特有保守结构C-X6-C-X3-C-X9-C-X4-CC-X5。氨基

酸序列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Hs-BD1氨基酸序列与

中华鳖β-防御素16的相似性最高，达93.9%；与西部

锦龟β-防御素5、原鸡β-防御素8、日本鹌鹑β-防御素

8、绵羊β-防御素、人类β-防御素1、普洱树蛙β-防御

素、大猩猩β-防御素1、斑马鱼β-防御素3、福鼎蝾螈

β-防御素1和鲤鱼β-防御素3的相似性依次为57.8%、

40.9%、40.9%、29.7%、22.7%、22.7%、21.2%、21.2%、

17.6%和15.2%。从基于β-防御素氨基酸序列相似性

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4）也可看出，黄沙鳖与中

华鳖和西部锦龟聚为一支，其亲缘关系相对较近，而

与鱼类和两栖类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远。

2. 3 Hs-BD1蛋白空间结构预测结果

PSIPRED预测结果（图5）表明，Hs-BD1前体蛋

白二级结构主要由α-螺旋、β-折叠和无规则卷曲3种

结构组成，其所占比例分别为33.33%、24.24%和

42.42%。其中，α-螺旋主要分布于多肽链的氨基端

（N端），β-折叠则主要位于多肽链的羧基端（C端）。

去除信号肽和前肽后，进行Hs-BD1成熟蛋白三级结

构建模，也发现Hs-BD1成熟蛋白三级结构包含α-螺

旋、β-折叠和无规则卷曲（图6）。其中，α-螺旋由第

27~34位氨基酸残基组成，而3个β-折叠分别由第37~

39位、第47~52位和55~60位氨基酸残基组成。与Hs-

BD1前体蛋白二级结构预测结果相比，除第37~39位

氨基酸残基在二级结构预测中无规则卷曲外，其他

结构的预测结果基本一致。在6个保守的半胱氨酸

图 3 Hs-BD1氨基酸序列与其他物种β-防御素的比对分析结果
Fig.3 Alignment of Hs-BD1 amino acid sequence with β-defensins from other species

1：人类β-防御素1（AAH47677.1）；2：绵羊β-防御素（ADN93290.1）；3：原鸡β-防御素8（AAT48932.1）；4：西部锦龟β-防御素5（XP_023964254.1）；
5：日本鹌鹑β-防御素8（BAT57457.1）；6：大猩猩β-防御素1（XP_004046634.1）；7：中华鳖β-防御素16（Yu et al.，2017）；8：Hs-BD1；9：福鼎蝾螈β-防

御素1（AHF22421.1）；10：斑马鱼β-防御素3（NP_001075024.1）；11：鲤鱼β-防御素3（AGZ03658.1）；12：普洱树蛙β-防御素（AJQ17189.1）
1：Homo sapiens β-defensin 1（AAH47677.1）；2：Ovis aries β-defensin（ADN93290.1）；3：Gallus gallus β-defensin 8（AAT48932.1）；4：Chrysemys

picta bellii β-defensin 5（XP_023964254.1）；5：Coturnix japonica β-defensin 8（BAT57457.1）；6：Gorilla gorilla gorilla β-defensin 1（XP_
004046634.1）；7：Pelodiscus sinensis β-defensin 16（Yu et al.，2017）；8：Hs-BD1；9：Cynops fudingensis β-defensin 1（AHF22421.1）；10：Danio rerio

β-defensin 3（NP_001075024.1）；11：Cyprinus carpio β-defensin 3（AGZ03658.1）；12：Rhacophorus puerensis β-defensin（AJQ17189.1）

图 4 基于β-防御素氨基酸序列相似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4 Phylogeny tree based on β-defensins amino acid sequence similarity

β-防御素序列及相应的NCBI登录号与图3注释一致
The β-defensin sequences and the related NCBI accession numbers were the same as the notes of Fig.3

Pelodiscus sinensis β-defensin 16

Hs-BD1

Chrysemys picta bellii β-defensin 5（XP_023964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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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Hs-BD1前体蛋白二级结构预测结果
Fig.5 Secondary structure prediction of Hs-BD1 precursor protein

Conf：预测置信度；Cart：卡通图；Pred：预测结果；AA：目的序列。E：β-折叠；H：α-螺旋；C：无规则卷曲
Conf：Confidence of prediction；Cart：Cartoon；Pred：Prediction result；AA：Target sequence. E：β-sheet；H：α-helix；C：Random coil

图 6 Hs-BD1成熟蛋白三级结构预测结果
Fig.6 Tertiary structure prediction of Hs-BD1 mature protein

残基（Cys）中，31Cys和58Cys、38Cys和52Cys、42Cys和 59Cys

间分别形成 3 对二硫键，其连接方式为 C1-C5、

C2-C4和C3-C6，进一步证实克隆获得的Hs-BD1基因

属于β-防御素家族。

2. 4 Hs-BD1基因在黄沙鳖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征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Hs-BD1基因

在健康黄沙鳖不同组织中存在表达差异性（图7）。

其中，Hs-BD1基因在肝脏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20.7

倍），显著高于在其他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P<0.05，

下同）；其次是在脾脏（14.7倍）、肺脏（14.0倍）和肾脏

（4.9倍）中的相对表达量，在这3个组织中的相对表

达量显著高于在表皮、心脏、脑组织、肠道和肌肉中

的相对表达量；Hs-BD1基因在表皮、心脏、脑组织、

肠道和肌肉中的相对表达量均较低。

2. 5 攻毒前后Hs-BD1基因在黄沙鳖脾脏中的表达

变化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温和气单胞菌

WMG2株攻毒前后Hs-BD1基因在黄沙鳖脾脏中的

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对照组Hs-BD1基因在不同时

间点的相对表达量与攻毒前（0 h）相比均无显著差

异（P>0.05，下同）；在攻毒后不同时间点Hs-BD1基

因相对表达量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变

化趋势（图8）。在攻毒后第3 h达峰值，其相对表达

量为攻毒前的20.8倍，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至攻毒后第36 h出现第2个峰值，其相对表达量为攻

毒前的10.6倍，差异也达极显著水平；但Hs-BD1基因

在其余时间点的相对表达量与攻毒前的相对表达量

均无显著差异。

3 讨论

β-防御素不易产生耐药性，且对动物细胞攻击

性比较小（Ganz，2002；刘海燕等，2005）。本研究成

功克隆获得Hs-BD1基因，经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发

现Hs-BD1氨基酸序列与中华鳖β-防御素16的相似

性最高（93.9%），而与哺乳动物、禽类、两栖动物和鱼

类等物种的相似性均较低。已有研究表明，为了抵

图 7 Hs-BD1基因在黄沙鳖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征
Fig.7 Expression pattern of Hs-BD1 gene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sinensi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Hs-BD1基因相对表达量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s-BD1
gene relative expression（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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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原微生物侵染，β-防御素基因可能发生有利于

自身的突变，导致其在各物种间的相似性较低（符

梅，2013）。因此，黄沙鳖与其他物种间的β-防御素

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可能与不同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

中所感染的病原不同有关。此外，β-防御素多肽链

中净正电荷数量越多，其抗菌活性越强（Landon et

al.，2008；Taylor et al.，2008），对盐离子耐受能力也

越强（王少然等，2011）。本研究结果表明，Hs-BD1

成熟肽具有11个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残基，富含正电

荷的Hs-BD1成熟肽可吸附在带负电荷的病原菌磷

脂膜表面，而引起细胞膜破损（Lee et al.，2016）。

Hs-BD1成熟肽C端包含6个半胱氨酸残基并形成3对

二硫键，与已报道的其他物种β-防御素结构（van

Hoek，2014；Yu et al.，2017）一致，可能与稳定空间构

象及防止被蛋白酶水解有关（Yang et al.，2016）。

Hs-BD1成熟蛋白结构包含α-螺旋、β-折叠和无规则

卷曲，其中，α-螺旋可帮助β-防御素分子锚定于病原

菌细胞膜上（Chandrababu et al.，2009）；β-折叠能促

使β-防御素小分子紧密聚集并形成较牢固的化学结

构，同时使其生物学活性更稳定（Lehrer，2004；田巧

珍等，2017）。综上所述，Hs-BD1成熟肽可能是一种

抗菌活性较强、结构较稳定的抗菌肽。

不同物种β-防御素基因在其组织中的表达分布

具有差异性。鸭Av-BD9基因在消化、呼吸、免疫及

循环系统中均有表达，以在肝脏和肾脏中的表达量

较高，而在皮肤、腺胃和肌胃中无表达（廖文艳等，

2009）；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Ma-BD1

基因在肝脏、脾脏和头肾中的表达量相对较高，而在

体肾、肠道和鳃组织中的表达量相对较低，在血液

中无表达量（张涓等，2015）；马鹿（Cervus elaphus）

redBD-1基因在被检组织中均有表达，以在消化、呼

吸和生殖系统大部分组织中的表达量较高，而在肝

脏、脾脏和肾脏等实质器官中的表达量较低（田巧珍

等，2017）；中华鳖Ps-BDs基因在与环境直接接触的

组织（皮肤、肺脏和胃）或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组织（肝

脏、肾脏和肠道）中高表达（Yu et al.，2017）。可见，

β-防御素基因表达模式存在物种特异性和组织特异

性。β-防御素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预示着

其可能具有不同生物学功能（张涓等，2015）。本研

究结果表明，Hs-BD1基因在黄沙鳖免疫器官肝脏、

脾脏和肾脏及呼吸器官肺脏中的表达量相对较高，

说明Hs-BD1可能在保护机体和抵抗病原微生物入

侵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密度养殖环境极易诱发黄沙鳖的各种传染

性疾病暴发流行，且黄沙鳖具有相互撕咬的习性，更

易导致病原菌从伤口入侵、经血液和淋巴循环感染

全身而发病。为了解黄沙鳖在感染状态下Hs-BD1

基因的表达情况，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

测温和气单胞菌感染前后Hs-BD1基因在黄沙鳖脾

脏中的表达变化，结果表明，在温和气单胞菌感染后

第3和36 h，Hs-BD1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说

明黄沙鳖在受到病原侵染时可诱导HsBD-1基因上

调表达，而参与机体的抗感染应激。在哺乳动物中，

当机体受到病原侵染时，Toll样受体可识别病原并活

化，而后通过NF-κB信号通路调节β-防御素基因表达

（Omagari et al.，2011）。至今，有关龟鳖类β-防御素

的表达调控机制尚无文献报道，Hs-BD1基因是否通

过Toll样受体依赖型的信号通路诱导分泌仍需进一

步探究。此外，在温和气单胞菌感染后Hs-BD1基因

相对表达量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变化

趋势，与华贵栉孔扇贝（Chlamys nobilis）和三角帆蚌

（Hyriopsis cumingii）的防御素基因在细菌感染后的

表达变化趋势（Wang et al.，2014；Yang et al.，2016）

相似。究其原因可能是：（1）Hs-BD1基因在攻毒后

出现2个表达峰值是由不同转录因子调节而形成；

（2）机体细胞存在某种负反馈转录调节机制以保护

其免受高浓度β-防御素的损害（马沙等，2019）。温

和气单胞菌感染可诱导Hs-BD1基因表达，即Hs-BD1

基因可能在黄沙鳖抗病原感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根据Hs-BD1基因在攻毒前后的表达变化特点，

当β-防御素应用于实际生产时，其使用剂量应控制

在安全范围内，以避免浓度过高而对机体产生毒性

作用（姜珊等，2011）。

图 8 温和气单胞菌感染前后Hs-BD1基因在黄沙鳖脾脏中
的表达变化

Fig.8 Expression changes of Hs-BD1 gene in the spleen of P.
sinensis before and after Aeromonas sobria inoculation

**表示不同处理组间的Hs-BD1基因相对表达量差异极显著（P<0.01）
** indica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s-BD1 gene relative
expression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 groups（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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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Hs-BD1基因在黄沙鳖的多个组织中均有表达，

尤其在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中的相对表达量较

高，且可被温和气单胞菌感染诱导表达，说明Hs-BD1

基因在黄沙鳖抵抗病原感染的过程中发挥调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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