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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木薯不同性型花的转录组差异，为深入研究木薯多开雌花和两性花及协调木薯性别比例提供

理论参考。【方法】以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为供试材料，采用Illumina HiSeqTM 4000测序平台对其进行转录组测序，

通过生物信息学对转录本进行比较分析，预测和筛选出木薯性别决定相关基因。【结果】通过转录组分析获得高质量

序列（Clean reads）64189053个，高质量碱基19.29 Gb。3种花蕾的GC含量均在43.00%左右、Q30均在95.00%左右。木

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的Clean reads总数分别为42642272、42172402和43563432条，其中，参考基因组和单端的比对

率均在77.00%左右、多位置比对率均小于0.80%，正、负链比对率均在39.00%左右；约有90.00%的序列定位于外显子，

仅有5.00%的序列定位于内含子或基因间区。在雄蕾—雌蕾（前者是对照，后者是处理，下同）、雄蕾—两性蕾和雌蕾—

两性蕾3个对比组中分别筛选到3629、2499和2492个差异表达基因（DEGs），注释到GO功能数据库中的DEGs分别为

2544、1749和1807个，其中，雄蕾—雌蕾对比组的上调表达基因和下调表达基因数量均最多。以富集于生物学过程

（主要为代谢过程和细胞过程）的DEGs最多，其次是分子功能（主要为结合和催化）和细胞组分（主要为细胞和细胞部

分）；无论是注释到GO功能数据库的DEGs，还是注释到生物学过程、细胞部分和分子功能等主要次级分类中的

DEGs，均以雄蕾—雌蕾对比组最多。3个对比组中均以参与激素信号传导的DEGs最多；且又以富集于一般功能预测

的DEGs最多，其次是富集于转录的DEGs，富集于复制、重组和修复及信号传导机制的DEGs也较多，但雄蕾—雌蕾对

比组大部分GOG功能类别的DEGs明显多于雄蕾—两性蕾和雌蕾—两性蕾对比组，而雄蕾—两性蕾与雌蕾—两性蕾

对比组间差异不明显。3个对比组的DEGs富集于50条KEGG信号通路，其中以富集于植物激素信号传导的DEGs最

多，共筛选获得88个与激素信号转导相关的DEGs，其中log2FC>3的基因有26个，且大多数为生长素相关的基因。木

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间差异表达的转录因子基因有196个，log2FC>3的转录因子基因有87个，主要为ERF、bHLH、

WRKY和MYB四大类转录因子基因。【结论】木薯不同性型花存在较多的DEGs，其中与生长素及ERF、bHLH、WRKY

和MYB转录因子相关的基因均与木薯性别决定密切相关，可能是木薯性别分化的关键调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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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为

大戟科木薯属多年生灌木，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

的粮食及饲料作物，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已广泛用

于食品、制糖、医药、饲料、纺织、造纸、化工和降解塑

料等行业。木薯加工产品主要有木薯淀粉、变性淀

粉、食用酒精、燃料乙醇、淀粉糖、酶制剂和有机化工

产品等，深加工产品多达3000种，涉及到国计民生各

个领域。有性杂交育种是目前木薯种质创新应用的

主要途径，但在自然条件下，木薯仅在我国少部分地

区开花，且雌花少，雌雄比例失衡严重，难以有效开

展杂交育种。因此，明确木薯性别决定机理，科学有

效调控木薯性别，对加速木薯育种进程及种质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植物性别分化和性

别表现对植物种子的产量及质量有直接影响，是植

物发育生物学的研究热点之一（Heikrjam et al.，

2015）。薛丽君（2015）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苎麻性别分化相关基因BnACO1、BnACO2和BnACS2

的表达模式，结果发现其在不同组织器官及不同发

育时期雌花中的表达模式存在明显差异。闫明科等

Gene mining for sex determination in cassava（Manihot esculenta
Crantz）based on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WEI Li-jun，YU Ben-chi*，SONG En-liang，ZHENG Hua，LU Sai-qing，FU Hai-tian

（Guangxi Subtropic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Nanning 5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ranscriptome difference of cassava flowers with different sex-types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assava developing more female flowers and bisexual flowers，and further for controlling the propor-
tion of cassava flowers sex.【Method】The transcriptome of male buds，female buds and bisexual buds from cassava were
sequenced with Illumina HiSeqTM 4000 platform.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nscription through bioinformatics was per-
formed to predict and screen for the genes involved in cassava sex determination.【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tal
of 64189053 clean reads and 19.20 Gb clean bases were obtained，the GC content of the three buds were about 43.00% and
the Q30 were about 95.00%. For male buds，female buds and bisexual buds，total clean reads were 42642272，42172402
and 43563432，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reference genome，unique mapped reads，multiple mapped reads，reads
Map to“+”，and reads Map to“-”were 77.00%，77.00%，less than 0.80%，39.00% and 39.00%，respectively. About
90.00% of the reads were identified in exon，and about 5.00% were identified in intron or gene interval.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3629，2499 and 2492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were successively found in
male buds-female buds（M-F），male buds-bisexual buds（M-B）and female buds-bisexual buds（F-B）（the former one was
control，the latter was treatment），in which，2544，1749 and 1807 DEGs were annotated to GO function database，re-
spectively. The down-regulated and up-regulated genes were the most in the M-F group among the three comparisons. The
DEGs were mainly involved in biological processes（mainly metabolic process and cell process），and secondly involved
in molecular functions（mainly binding and catalysis）and cellular component（cell and cell part）. The quantities of DEGs
annotated to GO database，or annotated to the biological process，cellular component or molecular function in the M-F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comparisons. For all comparisons，the quantities of DEGs involved in hormone sig-
naling transduction were always the most among all KEGG pathway. The main functions involved in DEGs were generally
functional prediction，followed by transcription，replication，recombination and repair，and signaling transduction mecha-
nisms，in which，the quantities for M-F exceeded those for the M-B and the F-B. And the DEG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latter two treatments. In all treatments，a signal transduction mechanisms. DEGs were enriched in 50
KEGG signaling pathways，includ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plant hormone signal transduction. Through further screening，
a total of 88 hormone-related genes were obtained，including 26 genes with log2FC>3，and the most involved in auxin. A
total of 196 transcription factors were obtained，including 87 genes with log2FC>3，and mainly involved in ERF，WRKY，
bHLH and MYB.【Conclusion】There are man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different sex-types flowers in cassava.
Auxin，ERF，WRKY，bHLH and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 related gen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ex determination of ca-
ssava，they may be the key regulatory factors of cassava sex determination.

Key words：cassava；sex determination；gene mining；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hormone signaling
transduction；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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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通过转录组测序预测猕猴桃雌花和雄花

特异的新miRNA，结果发现在猕猴桃25号染色体

（Chr25）上有3个miRNA，其中novel-ach-mi R362的

靶基因Achn298021可能与猕猴桃花的性别发育有

关。贾慧敏（2016）对杨梅雌花、雄花及两性花中表

达的sRNA进行高通量测序和降解组测序，结果发现

有46个unique miRNAs在雌花、雄花和雌雄同株中差

异表达。秦力（2016）对芦笋雌雄株进行转录组测

序，构建Unigene数据库，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对

雌雄株间差异表达的miRNA进行靶基因预测，结果

发现27个miRNAs的206个潜在靶基因，其中有24个

靶基因在芦笋雄花和雌花间差异表达，推测其参与

芦笋雌花和雄花分化。刘孟等（2016）通过蛋白组筛

选与芦笋性别分化相关的蛋白，结果获得多个与雄

性器官和雌性器官发育相关的蛋白，且发现放氧增

强蛋白和细胞外膜孔道蛋白可能是芦笋雌性器官发

育的关键蛋白。彭向永（2017）对蒿柳的性别决定基

因进行挖掘，结果发现线粒体编码基因、组蛋白甲基

化及miRNA转录后调控均可能对篙柳性别决定发

挥重要作用。毛颖基（2017）对油桐的性别决定机制

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油桐雌花的形成受茉茉莉酸合

成酶基因（LOX2和LOX3）及其响应转录因子基因

（GL3、MYB3、MYB73、WRKY33和WRKY53等）、花分

生组织活性基因（SPLAYED和AGO10）调控。焦晓

博等（2018）对MYB基因家族与葡萄花器官性别分

化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确定部分MYB基因家族成

员参与调控葡萄花器官性别分化形成，是调控花器

官性别分化的候选基因。闫春冬（2018）通过转录组

测序分析挖掘南瓜性别分化的相关基因，结果筛选

出38个参与植物激素合成、信号转导途径相关的关

键基因。【本研究切入点】木薯两性花不仅是珍贵的

育种材料，还是研究木薯花性型分化和发育的理想

材料。近年来，已有研究发现通过喷施激素结合栽

培管理措施可人工诱导木薯产生单性花或两性花

（俞奔驰等，2014，2017），但针对木薯成花机理的研

究报道较少，有关木薯性别决定基因的研究也鲜见

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差异明显的木薯雄

蕾、雌蕾和两性蕾为材料，对其进行转录组测序，比

较分析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转录组数据的差异，

筛选调控木薯性别决定的相关基因，并结合生物信

息学方法对相关基因进行注释分析，以期为深入研

究木薯多开雌花和两性花及协调木薯雌雄比例提供

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木薯品种为桂热 9号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cv. Guire No.9（GR9）。RNAprep Pure多糖多

酚植物总RNA提取试剂盒来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逆转录试剂Super Script II Reverse Tran-

scriptase来自美国Invitrogen公司；TruSeq RNA Sam-

ple Prep Kit v2来自美国Illumina公司。主要仪器设

备：Agilent 2100生物分析仪（美国，G2939AA），Illu-

mina HiSeqTM 4000测序仪（美国，HiSeq 4000）。

1. 2 样品采集

通过化学调控结合人工农艺措施（俞奔驰等，

2014）诱导桂热9号木薯开花，取其即将开放的雄蕾、

雌蕾和两性蕾，每种蕾取样约5 g，用液氮快速冷冻，

置于-80 ℃超低温冰箱中保存备用。

1. 3 RNA提取、文库构建及测序

利用RNAprep Pure多糖多酚植物总RNA提取

试剂盒提取各样品总RNA。用携带Oligo（dT）的磁

珠富集mRNA，将mRNA打断成小片段，以mRNA为

模板合成cDNA第一链，再以cDNA第一链为模板，

加入缓冲液、dNTPs和DNA聚合酶合成cDNA第二

链，依次经纯化、末端修复、加poly（A）尾和连接测序

接头，以获得测序文库。文库质检合格后，采用Illumi-

na HiSeqTM 4000测序平台进行测序。

1. 4 数据分析

原始测序数据（Raw data）以FASTQ格式保存，

经匹配及过滤低质量碱基后得到高质量序列（Clean

reads），再与参考基因组比对得到比对序列（Mapped

reads）。从NCBI数据库搜索下载参考基因组。然后

通过比对效率（Mapped ratio）和Clean reads在参考

基因组上的分布情况判定比对结果是否合格，合格

的Clean reads可用于后续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1. 5 差异表达基因（DEGs）筛选

应用Cufflinks中的Cuffquant和Cuffnorm组件，

结合Mapped reads在基因组上的位置信息定量转录

本及基因表达水平。采用FPKM（Fragments per ki-

lobase per million mapped reads）表示转录本或基因

表达水平，并以Benjamini-Hochberg校正p值（p-value）。

以表达差异倍数（Fold change，FC）结合错误发生率

（False discovery rate，FDR）筛选DEGs，即以FC≥2且

FDR≤0.01为标准，利用EBseq进行差异表达基因分

析（Leng et al.，2013），筛选出log2FC>3的差异表达

显著基因。

韦丽君等：基于转录组测序的木薯性别决定相关基因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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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0统计试验数据，绘制DEGs数量

柱形图及其COG分类图；利用 topGO绘制DEGs的

GO功能富集图；并以KOBAS绘制DEGs显著富集的

KEGG信号通路富集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木薯花蕾测序数据及质量分析结果

Raw data经过滤去杂后，共得到64189053条

Clean reads，高质量碱基19.29 Gb，每个样品的高质

量碱基均在6.30 Gb以上。3种花蕾的GC含量均在

43.00%左右、Q30均在95.00%左右（表1），表明测序

质量良好。将测序数据与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

对，结果如表2所示。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对

比到参考基因组上的Clean reads分别为42642272、

42172402和43563432条，其中，参考基因组和单端的

比对率均在 77.00%左右、多位置比对率均小于

0.80%，正、负链比对率均在39.00%左右，表明试验

污染少、测序数据质量较好。从比对序列分布情况

看，约有90.00%序列定位于外显子，仅有5.00%左右

的序列定位于内含子和基因间区。序列比对到内含

子和基因间区分别是由于mRNA前体、发生可变剪

切的内含子保留或基因组注释不完善所致。

样品
Sample

雄蕾 Male buds

雌蕾 Female buds

两性蕾 Bisexual buds

Clean reads（条）
Clean reads
（read）

42642272

42172402

43563432

Mapped reads（条）
Mapped reads

（read）
比对到参考基因组

Map to reference
genome

33914297
（79.53）
32761223
（77.68）
33763029
（77.50）

比对到单端
Map to uniq

33594972
（78.78）
32431164
（76.90）
33443504
（76.77）

比对到多位置
Map to

multiple places
319325
（0.75）
330059
（0.78）
319525
（0.73）

比对到正链
Map to +

16918389
（39.68）
16335894
（38.74）
16846204
（38.67）

比对到负链
Map to -

16918182
（39.67）
16350826
（38.77）
16847672
（38.67）

比对序列分布频率（%）
Distribution of
mapped reads

外显子
Exon

89.24

90.52

91.04

内含子
Intron

5.78

4.39

4.48

间区
Inter-
genic
4.99

5.09

4.48

样品
Sample

雄蕾 Male buds
雌蕾 Female buds
两性蕾 Bisexual buds

Clean reads
（条）

Clean reads
（read）

21321136
21086201
21781716

高质量碱基
（Gb）
Clean
bases
6.38
6.30
6.51

GC含量
（%）

GC
content
42.90
43.43
43.50

Q30
（%）

94.88
95.03
94.65

表 1 测序数据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s of sequencing data

表 2 测序数据与参考基因组的序列比对结果
Table 2 Comparisons of sequencing data and reference genome

括号里数值为对应的比对率（%）
The value in brackets was the ratio of comparison（%）

2. 2 木薯不同花蕾间的DEGs分析结果

根据DEGs筛选标准，在雄蕾—雌蕾（前者是对

照，后者是处理，下同）、雄蕾—两性蕾和雌蕾—两性

蕾3个对比组中筛选到的DEGs分别为3629、2499和

2492个（图1），其中上调表达基因分别为2290、1718

和1340个，下调表达基因分别为1339、781和1152个，

即雄蕾—雌蕾对比组中上调表达和下调表达的基因

数量均最多。雄蕾—两性蕾对比组上调表达和下调

表达的基因数量差异最大，上调表达基因数量是下

调表达基因数量的2.20倍，其次为雄蕾—雌蕾对比

组，上调表达基因数量是下调表达基因数量的1.71

倍，表明雄蕾—两性蕾和雄蕾—雌蕾对比组的DEGs

以上调表达为主、下调表达为辅。

2. 2. 1 DEGs的GO功能富集分析结果 雄蕾—雌

蕾、雄蕾—两性蕾和雌蕾—两性蕾3个对比组注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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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木薯不同花蕾间的DEGs统计结果
Fig.1 Statistical of DG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cassave buds

对比组 Comparison group

雄蕾—雌蕾
Male buds-
female buds

雄蕾—两性蕾
Male buds-

bisexual buds

雌蕾—两性蕾
Female buds-
bisexual buds

DGEs总数 DGEs number
上调表达基因 Up-regulated gene
下调表达基因 Down-regulated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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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功能数据库中的DEGs分别为2544、1749和1807

个。对DEGs的GO功能进行富集分析，结果（图2）显

示，3个对比组均以富集于生物学过程的DEGs最多，

其次为分子功能，以富集于细胞组分的DEGs最少。

在生物学过程方面，雄蕾—雌蕾、雄蕾—两性蕾和雌

蕾—两性蕾3个对比组均以富集于代谢过程的DEGs

最多，分别为1577、1087和1148个，其次为细胞过程，

分别为1348、932和946个，富集于单细胞过程的

图 2 木薯不同花蕾间DEGs的GO功能富集分析结果
Fig.2 GO function enrichment analysis of DEGs among different buds of cassava

1：代谢过程；2：细胞过程；3：单细胞过程；4：刺激反应；5：生物调节；6：定位；7：组织或生物起源细胞组件；8：发育过程；9：多细胞生物体过程；
10：信号；11：繁殖过程；12：多有机体过程；13：生长；14：免疫系统过程；15：繁殖；16：生物黏附；17：生物阶段；18：生物钟过程；19：运动；20：细胞
吞噬；21：细胞部分；22：细胞；23：细胞器；24：胞膜；25：细胞器部分；26：胞膜部分；27：大分子复合物；28：胞外区；29：细胞连接；30：膜包围内腔；
31：细胞核；32：细胞外基质；33：细胞外区域部分；34：病毒；35：病毒部分；36：细胞外基质部分；37：催化活性；38：结合；39：转运活性；40：核苷酸
结合转录因子活性；41：电子载体活性；42：结构分子活性；43：分子转导活性；44：酶调节剂活性；45：抗氧化活性；46：受体活性；47：营养库活性；

48：结合蛋白转录因子活性；49：胍基核苷酸交换因子活性；50：蛋白质标签；51：金属伴侣活性；52：转录调控活性
1：Metabolic process；2：Cellular process；3：Single-organism process；4：Response to stimulus；5：Biological regulation；6：Localization；7：Cellular
component organization or biogenesis；8：Developmental process；9：Multicellular organismal process；10：Signaling；11：Reproductive process；12：
Multi-organism process；13：Growth；14：Immune system process；15：Reproduction；16：Biological adhesion；17：Biological phase；18：Rhythmic pro-
cess；19：Locomotion；20：Cell killing；21：Cell part；22：Cell；23：Organelle；24：Membrane；25：Organelle part；26：Membrane part；27：Macromolecu-
lar complex；28：Extracellular region；29：Cell junction；30：Membrane-enclosed lumen；31：Nucleoid；32：Extracellular matrix；33：Extracellular region
part；34：Virion；35：Virion part；36：Extracellular matrix part；37：Catalytic activity；38：Binding；39：Transporter activity；40：Nucleic acid binding tran-
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41：Electron carrier activity；42：Structural molecule activity；43：Molecular transducer activity；44：Enzyme regulator activity；
45：Antioxidant activity；46：Receptor activity；47：Nutrient reservoir activity；48：Protein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49：Guanyl-nucleotide

exchange factor activity；50：Protein tag；51：Metallochaperone activity；52：Translation regulator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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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丽君等：基于转录组测序的木薯性别决定相关基因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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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s数量也较多，分别为1302、935和946个。在细

胞组分方面，雄蕾—雌蕾、雄蕾—两性蕾和雌蕾—两

性蕾3个对比组均以富集于细胞和细胞部分的DEGs

较多，其中，富集于细胞的DEGs分别为994、716和

699个，富集于细胞部分的DEGs分别为999、720和

703个；富集于细胞器的DEGs也较多，分别为672、

485和471个。在分子功能方面，雄蕾—雌蕾、雄蕾—

两性蕾和雌蕾—两性蕾3个对比组均以富集于催化

活性和结合的DEGs较多，其中富集于催化活性的

DEGs分别为1373、954和1002个，富集于结合的

DEGs分别为1369、946和940个。可见，在GO功能富

集分析中，无论是注释到GO功能数据库的DEGs，还

是注释到生物学过程、细胞部分和分子功能等主要

次级分类中的DEGs，均以雄蕾—雌蕾对比组最多。

2. 2. 2 DEGs的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结果

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3个对比组的

DEGs均注释到KEGG数据库的50条信号通路上，且

这50条信号通路可划分为细胞过程、环境信息处理、

遗传信息处理、代谢和有机系统五大类。其中，雄蕾—

雌蕾对比组的DEGs主要参与在植物激素信号传导、

苯丙素的生物合成、内质网中的蛋白质加工、淀粉和

蔗糖代谢、嘌呤代谢及嘧啶代谢等通路（图3）；雄蕾—

两性蕾对比组的DEGs主要参与植物激素信号传导、

淀粉和蔗糖代谢、氨基酸的生物合成、苯丙素的生物

合成及嘌呤代谢等通路（图4）；雌蕾—两性蕾对比组

的DEGs主要参与植物激素信号传导、苯丙素的生物

合成、内质网中的蛋白质加工、淀粉和蔗糖代谢及苯

丙氨酸代谢等通路（图5）。可见，3个对比组均以参

与激素信号传导的DEGs最多，表明植物激素在木薯

花性分化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2. 2. 3 DEGs的COG功能注释分析结果 COG功

能注释分析结果（图6）显示，3个对比组的DEGs在

COG功能类别中的分布频率趋势基本一致。雄蕾—

雌蕾、雄蕾—两性蕾和雌蕾—两性蕾3个对比组均以

富集于一般功能预测的DEGs最多，分别为455、285

和293个，其次是富集于转录的DEGs，分别为306、

181和190个，富集于复制、重组和修复的DEGs也较

多，分别为289、183和183个；雄蕾—雌蕾、雄蕾—两

性蕾和雌蕾—两性蕾3个对比组富集于信号传导机

制的DEGs分别为269、173和165个。可见，雄蕾—雌蕾

图 3 雄蕾—雌蕾对比组DEGs的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结果
Fig.3 KEGG signal pathway enrichment of DEGs in male buds-female bud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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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组大部分COG功能类别的DEGs明显多于雄蕾—

两性蕾和雌蕾—两性蕾对比组，而雄蕾—两性蕾和

雌蕾—两性蕾对比组间差异不明显。

2. 3 木薯性别决定关键基因筛选结果

2. 3. 1 不同花性型激素相关且差异表达显著基因

分析结果 植物激素是性别分化的重要调控因子。

对参与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激素信号转导通路

的DEGs进行筛选，结果获得88个与激素信号转导相

关的DEGs，其中差异表达显著基因（log2FC>3）有

26个，包括编码生长素运输载体蛋白（AUX1）的

LAX5基因（gene19403和gene7567），生长素/吲哚-

3 -乙酸（AUX / IAA）的AUX22（gene18980）和 ARF9

（gene2348）基因；编码吲哚-乙酸—酰氨基合成酶

（CH3）的 F24B18.13（gene5960）和 OSJNBa0009C

07.16（gene23116）基因；编码生长素上调miRNA

（SAUR）的 gene1397、gene19365、gene19962、gene

21742、gene23646、gene3612、gene13617、gene5215和

gene9869基因；编码B型反应调节因子（B-ARR）的

ARR18（gene24542）基因；编码GID1蛋白的T200O

10.110（gene9091）基因；编码蔗糖非依赖蛋白激酶2

（SnRK2）的OOSJNBa0017N12.8（gene21379）基因；

编码生长素响应因子（ABF）的 At2g36270（gene

13760）基 因 ；编 码 EIN3 互 作 蛋 白（EBF1 / 2）的

F13B15.15（gene10983 和 gene24462）基 因 ；编 码

ERF1/2的K14B15.15（gene6396）基因；编码D3型细

胞周期蛋白（CYCD3）的F28A23.80（gene12887）、

CYCD3-2（gene22828）和 F28A23.80（gene29777）基

因；编码茉莉酸氨基酸合成酶（JAR1）的 OSJN-

Ba0009C07.16（gene8657）基因。在雄蕾—雌蕾对比

组中，除gene5960、gene1397、gene19365、gene19962、

gene21742、gene23646、gene3612、gene9091、gene

21379、gene10983、gene24462、gene6396和gene8657

基因显著下调表达外，其余基因均为显著上调表

达；在雄蕾—两性蕾对比组中，差异表达显著基因

有gene19403、gene7567、gene18980、gene2348、gene

12887、gene22828和gene29777，均呈上调表达；在雌

蕾—两性蕾对比组中，差异表达显著基因仅有

gene5960、gene1397和gene24462，也均为上调表达。

2. 3. 2 不同花性型差异表达显著转录因子基因分

析结果 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间差异表达的转

图 4 雄蕾—两性蕾对比组DEGs的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结果
Fig.4 KEGG signal pathway enrichment of DEGs in male buds-bisexual buds comparison

韦丽君等：基于转录组测序的木薯性别决定相关基因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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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因子基因有196个，其中ERF、bHLH、WRKY和

MYB 四大类转录因子基因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15.31%、17.86%、15.82%和11.22%，其中，log2FC>3的

差异表达显著转录因子基因共87个。

与ERF转录因子相关的差异表达显著基因有16

个。其中，在雄蕾—雌蕾对比组中上调表达基因为

T13E15.15（gene8938）、MQL5_9（gene830）、T13J8.60

（gene8664）、ERF017（gene5340和gene5224）、ERF034

（gene811）和ERF109（gene17566），下调表达基因为

K14B15.15（gene6396）、ERF011（gene29765 和 gene

10121）、ERF112（gene4369）、ERF113（gene17021和

gene14536）、ERF114（gene23610 和 gene11659）和

T29J13.210（gene2504）；在雄蕾—两性蕾和雌蕾—

两性蕾对比组中差异表达显著基因各有2个，分别为

gene5224和gene17566、gene17021和gene23610，且均

呈上调表达。

与WRKY转录因子相关的差异表达显著基因

有12个。其中，在雄蕾—雌蕾对比组中上调表达基

因为WRKY21（gene9231）和WRKY50（gene5294），下

调表达基因共 8 个，分别为 WRKY3（gene972）、

WRKY47（gene8490）、WRKY71（gene3445）、WRKY72

（gene26615）、WRKY75（gene11601、gene20201和gene

29166）和WRKY6（木薯新基因）；在雄蕾—两性蕾

对 比 组 中 ，差 异 表 达 显 著 基 因 仅 有 WRKY21

（gene9231），为上调表达；在雌蕾—两性蕾对比组

中，上调表达基因共 7 个，分别为 gene972、gene

26615、gene20201、gene11601、WRKY27（gene2799）、

WRKY72（gene1819）和WRKY75（gene21757），下调表

达基因仅有WRKY13（gene30823）。

与bHLH转录因子相关的差异表达显著基因有

16个。其中，在雄蕾—雌蕾比对组中，下调表达基因

有3个，分别为T24P15.19（gene13983）、K15N18.2（木

薯新基因）和T9N14.4（gene21370），上调表达基因

共11个，分别为T28I19.130（gene22708）、MZA15.1

（gene27699）、F21F14.120（gene8565）、F2C19.2（gene

27655）、K9D7.15（gene6435）、K21L13.16（gene21284、

gene22690和gene29901）和T9N14.4（gene16785、gene

14755和gene26683）；在雌蕾—两性蕾对比组中，差

异表达显著基因为gene21370、F4F7.28（gene1075）

和BHLH84（gene10165），均呈上调表达；在雄蕾—两

图 5 雌蕾—两性蕾对比组DEGs的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结果
Fig.5 KEGG signal pathway enrichment of DEGs in female buds-bisexual bud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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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蕾对比组中，上调表达基因为gene27699、gene

8565、gene29901、gene22690、gene26683和gene14755，

下调表达基因仅有K15N18.2（木薯新基因）。

与MYB转录因子相关的差异表达显著基因有

11个。其中，在雄蕾—雌蕾对比组中，上调表达基因

为F5E6.18（gene24177）、dl4925c（gene28472和gene

3091）和F21E10.4（gene11478），下调表达基因为

MYB23（gene3024）、K8K14.2（gene338、gene9413、

gene21632和gene16518）和 F21E10.4（gene18714 和

gene8156）；在雄蕾—两性蕾对比组中，差异表达显

著基因仅有gene16518，为上调表达；在雌蕾—两性蕾

对比组中，差异表达显著基因有gene24177、gene28472

和gene11478，也均为上调表达。

与GATA、NAC和AP2/ARF等转录因子相关的

差异表达显著基因有32个。其中，在雄蕾—雌蕾比对

组中，上调表达基因有23个，分别为AIL1（gene8193

和 gene18671）、T28I19.30（gene10192、gene29853和

gene21252）、VRN1（gene26272）、T24C20.40（gene

11390）、GATA18（gene1303）、F2G19.8（gene29751）、

gene3936、ETC1（gene28492）、At1g69490（gene23213）、

MFO20.5（gene10053）、T2E6.2（gene29522）、GTE12

（gene15183）、gene23167、At1g32640（gene527）、RF2b

（gene17041）、MFH8.15（gene11593、gene23355）、

TCP15（gene1803）、TCP5（gene11227）和T10P11.13

（gene14873），下调表达基因有6个，分别为At1g69490

（gene9425）、ONAC010（gene16597 和 gene14996）、

NFYB5（gene9042）、gene31152 和 T1008.90（gene

16230）；在雌蕾—两性蕾对比组中，上调表达基因

有 gene16597、gene31152、At1g74500（gene23918）和

T1008.90（gene16230），下 调 表 达 基 因 仅 有 T8M

16.100（gene29946）；在雄蕾—两性蕾对比组中，差异

表达显著基因有gene18671、gene21252、gene29751、

gene3936、gene23355、gene1803和TAF8（木薯新基

因），均呈上调表达。

3 讨论

近年来，转录组差异分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动

植物有关基因的发掘研究。周大颜等（2019）利用

RNA-seq技术构建3种白鲫杂交子代转录组文库并

进行测序分析，获得参与抗氧化、免疫和生长发育

相关的通路和基因序列等，可用于白鲫的选择性

育种和分子标记开发等研究。韦丽君等（2020）应用

Illumina HiSeqTM 4000测序平台对木薯花芽与叶芽

进行转录组测序，结果获得开花相关基因47个，在一

定程度上解析了木薯花芽分化的分子机制。在转录

组分析研究中，转录组测序数据组装质量评估是功

能注释、分类和差异基因筛选的前提（张加强等，

2018）。本研究单个样品的高质量碱基数均在6.30

Gb以上，碱基质量值Q30均在95.00%左右，表明碱基

识别可靠，准确度高。比对率是转录组数据利用率

的最直接体现，在本研究获得的木薯花蕾测序数据

中，参考基因组和单端的比对率均较高（在77.00%左

图 6 木薯不同花蕾间DEGs的COG功能注释分析结果
Fig.6 GOG function annotation of DEGs among different buds of cassava

A：RNA加工和修饰；B：染色体结构与动力学；C：能量产生和转换；D：细胞周期调控、细胞分裂和染色体分区；E：氨基酸转运和代谢；F：核酸转
运与代谢；G：碳水化合物转运和代谢；H：辅酶转运和代谢；I：脂类转运和代谢；J：翻译；核糖体结构和生物合成；K：转录；L：复制、重组和修复；
M：细胞壁/膜/被膜生物合成；N：细胞迁移；O：翻译后修饰、蛋白翻转、分子伴侣；P：无机离子转运和代谢；Q：次生代谢物的合成、转运和分解代
谢；R：一般功能预测；S：功能未知；T：信号传导机制；U：细胞内运输、分泌和膜泡运输；V：防御机制；W：细胞外结构；Y：核结构；Z：细胞骨架

A：Processing and modification of RNA；B：Chromatin structure and dynamics；C：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version；D：Cell cycle control，cell
division，chromosome partitioning；E：Amino acid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F：Nucleotide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G：Carbohydrate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H：Coenzyme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I：Lipid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J：Translation，ribosomal structure and biogenesis；K：
Transcription；L：Replication，recombination and repair；M：Cell wall/membrane/envelope biogenesis；N：Cell motility；O：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protein turnover，chaperones；P：Inorganic ion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Q：Secondary metabolites biosynthesis，transport and
catabolism；R：General function prediction only；S：Function unknown；T：Signal transduction mechanisms；U：Intracellular trafficking，secretion，and

vesicular transport；V：Defense mechanisms；W：Extracellular structures；Y：Nuclear structure；Z：Cytoske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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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说明所选参考基因组组装能满足后续信息分

析的需求。本研究从木薯雌蕾、雄蕾和两性蕾中得

到Clean reads分别为21321136、21086201和21781716

条，高质量碱基为6.38、6.30和6.51 Gb，表明这些数

据质量和完整性可满足后期分析需要。但与木薯花

芽和叶芽的转录组学分析结果（韦丽君等，2020）相

比，本研究中的Clean reads和高质量碱基数目较少，

可能是不同发育时期的样本差异所致，因为花芽分

化是植物从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的标志，此时芽

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生理生化等均发生明显变化，对

应的转录组数据也相对多而复杂。

当前，有关植物性别分化的分子机理研究主要

涉及DEGs及有关基因的筛选。闫明科等（2015）对

猕猴桃雌花和雄花的miRNA进行测序，结果发现

170个miRNA家族成员在雌花和雄花间显著差异表

达。闫春冬（2018）研究发现，强雌和强雄材料间的

DEGs有可能参与性别分化，进而影响雌花或雄花的

转化。本研究结果显示，雄蕾—雌蕾对比组的DEGs

数量较雄蕾—两性蕾和雌蕾—两性蕾对比组多，说

明雌花和雄花是性状完全不同的两种花，且两性花

同时具有雌、雄两种器官，与任一种单性花均存在相

似之处。闫明科等（2015）研究显示，猕猴桃雌花和

雄花间差异表达显著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组分的细

胞和细胞部分、分子功能的结合和催化及生物学过

程的代谢过程和细胞过程，与本研究的GO功能富集

分析结果一致，说明在不同植物的性别分化过程中，

分子间结合和催化反应推进细胞部件重塑新细胞

的同时，代谢反应和胞间通讯也非常活跃。此外，植

物内源激素参与调控花器官分化过程（Chen et al.，

2017；Tao et al.，2018）。盛云燕等（2012）研究证实，

甜瓜的性别分化与赤霉素、脱落酸、半胱氨酸、蛋氨

酸、油菜素内酯及玉米素等多种激素合成、信号传导

等代谢途径相关。本研究中的KEGG信号通路富集

分析和COG功能注释分析结果均显示，3个对比组均

以参与激素信号传导的DEG最多，说明激素信号传

导广泛参与木薯性别决定的调控，在木薯花性分化

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生长素早期响应因子如Aux/IAA家族、ABF家

族和SAUR等在生长素的信号传导中发挥重要作

用。本研究获得88个与激素相关的DEGs，涉及生长

素早期影响因子的基因约占44.32%，其中log2FC>3

的差异表达显著基因有15个（共26个），表明生长素

早期因子在木薯的性别分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杜改改等（2017）对柿雌花和雄花进行转录组测

序分析，共筛选出10个与激素相关的典型基因，其中

编码AUX/IAA响应蛋白的IAA3和IAA32基因在雌花

中上调表达。本研究中，表达差异显著的生长素影

响因子基因LAX5（gene19403和gene7567）、AUX22

（gene18980）和ARF9（gene2348）在雌花和两性花中

上调表达，且在雌花中的表达量高于两性花，编码

SAUR的基因 gene1397、gene19365、gene19962、gene

21742、gene23646、gene 3612、gene13617、gene5215、

gene9869和编码CH3的基因F24B18.13（gene5960）在

雄花中均上调表达，推测木薯中的LAX5、AUX22和

ARF9具有促雌或抑雄的调控功能，编码SAUR和

CH3的基因功能则恰好相反。CYCD3在从细胞增

殖转向分化的最后阶段中发挥关键作用（Dewitte et

al.，2007），其基因表达上调与花序分生组织的增多

密切相关（Pan et al.，2014 ）。本研究中与CYCD3

相关的基因F28A23.80（gene12887）、CYCD3-2（gene

22828）、F28A23.80（gene29777和gene31176）在雌花

和两性花中显著上调表达，但在雌花中的表达量高

于两性花，推测木薯中编码CYCD3的基因与雌花和

两性花的性别决定密切相关。

B类ARRs是细胞分裂素响应的正调节因子

（Mason et al.，2005），A类ARRs作为细胞分裂素的

负调控因子可抑制B类ARRs的活性（To and Kieber.，

2008）；在脱落酸信号通路中，SnRK2信号在蕨类植

物的性别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调节生殖周期中雄

性与雌雄同体间的性别比例（McAdam et al.，2016）。

肖枫（2019）对膏桐雌花与雄花的转录组差异分析结

果显示，A-ARR（gene13354）在雌花中显著上调表达，

SnRK2（gene20150）、ABF（gene13255和gene14512）和

B-ARR（gene20147）在雄花中显著上调表达。本研

究中，编码ABF的基因At2g36270（gene 13760）和编

码B-ARR的基因ARR18（gene24542）在木薯雌花中

上调表达，编码SnRK2的基因OOSJNBa0017N12.8

（gene21379）在雄花中上调表达，说明木薯和膏桐中

编码这些蛋白的基因均参与性别决定调控，但作

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此外，本研究中编码GID1的

基因T20O10.110（gene9091）、编码EBF1 / 2的基因

F13B15.15（gene10983和gene24462）、编码ERF1/2的

基因K14B15.15（gene6396）和编码JAR1的基因OS-

JNBa0009C07.16（gene8657）在木薯雄花中均显著上

调表达，说明这些基因与木薯雄花的性别决定密切

相关。

转录因子又称反式作用因子，其作为一类重要

的调控基因，主要通过结合基因启动子区域中的顺

式作用元件而发挥调控作用，是近年来基因挖掘与

功能分析领域的研究热点（贾翠玲和侯和胜，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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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转录因子在植物花发育，

尤其在花药和花粉的发育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

如AP2/ERF与花发育相关（Jofuku et al.，1994；Serra

et al.，2013）；AtMYB103可通过调节植物绒毡层的

发育来调控花粉发育（Higginson et al.，2003）；bHLH

转录因子激活并调控开花基因表达（Shogo et al.，

2012）。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

蕾中差异表达的转录因子基因有196个，其中ERF、

bHLH、WRKY和MYB四大类转录因子基因所占比

例较大，log2FC>3的转录因子基因数量也较多，推

测这此转录因子参与木薯的性别决定，其相关基因

对木薯的性别决定起重要调控作用。Nakata等

（2013a，2013b）在拟南芥中鉴定出参与茉莉酸信号

传导的3个bHLH转录因子（JAM1、JAM2和JAM3），

并分别对其基因进行过表达，结果发现转基因植株

均表现出雄蕊育性降低，暗示这3个bHLH转录因子

在拟南芥雄蕊发育中起负调控作用。在本研究中，

相对于木薯雄蕾，雌蕾和两性蕾中的大部分ERF、

bHLH和MYB转录因子均表现上调，尤其是bHLH和

MYB类转录因子，上调表达基因数量远多于下调表

达基因数量；而WRKY转录因子恰好相反；在雄

蕾—雌蕾对比组中，下调表达的转录因子基因数量

远多于上调表达的转录因子基因数量。由此推测，

木薯中的绝大部分ERF、bHLH和MYB转录因子具

有促雌或抑雄功能，而WRKY类转录因子恰好相反，

大部分具有抑雌或促雄功能。

4 结论

木薯不同花性型存在较多的DEGs，其中与生长

素及ERF、bHLH、WRKY和MYB转录因子相关的基

因均与性别决定密切相关，可能是木薯性别分化的

关键调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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