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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沙糖橘S-腺苷甲硫氨酸脱羧酶基因（CrSAMDC），并明确其在不同组织和干旱胁迫下的表达特

征，为开展SAMDC基因分子机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柑橘抗逆分子育种提供候选基因。【方法】以6年生沙糖橘

为材料，利用RT-PCR克隆CrSAMDC基因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CrSAMDC基因在不同组

织和干旱胁迫下的表达谱，并开展原核诱导外源蛋白表达及Southern杂交分析。【结果】从沙糖橘嫩叶克隆获得的

CrSAMDC基因cDNA序列全长1736 bp，含有1个1131 bp的开放阅读框（ORF），编码376个氨基酸残基；CrSAMDC蛋

白相对分子量为40.69 kD，理论等电点（pI）为5.27，为亲水性蛋白，其二级结构以α-螺旋和无规则卷曲为主，分别占

32.98%和42.02%，β-转角仅占6.91%，延伸链占18.09%；与克里曼丁橘（Citrus clementina，XP_024047984.1）和甜橙

（C. sinensis，KDO62315.1）的SAMDC蛋白亲缘关系较近，其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别为99.5%和97.3%；具有LSE-SSLF

的酶原剪切位点结构域及与SAMDC蛋白降解相关的PEST结构域（TVHITPED-GFSYASYE）。CrSAMDC基因在沙

糖橘的叶、花、果肉和果皮中均有表达，且在分裂旺盛的嫩叶和花器官中高表达；干旱胁迫下，CrSAMDC基因表达量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以干旱胁迫后24 h的相对表达量最高。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基因组中以单拷贝形

式存在，且通过构建原核表达载体能成功诱导表达获得CrSAMDC融合蛋白。【结论】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中的表

达具有组织特异性，且以单拷贝存在，在干旱胁迫下呈上调表达趋势，即参与干旱胁迫响应的多胺代谢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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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S-adenosylmethionine
decarboxylase gene（CrSAMDC）in Shatang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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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S-adenosylmethionine decarboxylase gene（CrSAMDC）was cloned from Shatangju，and
th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SAMDC gene was analyzed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under drought stress. This pro-
vided basis for further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AMDC gene and provided candidate genes for Citrus stress resistant mo-
lecular breeding.【Method】CrSAMDC gene was cloned by using reverse transcriptional PCR（RT-PCR）with six-year Sha-
tangju as materials. Bioinformatics was conducted as well.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qRT-PCR）method
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expressions of CrSAMDC gene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under drought stress. Prokaryotic induc-
tion exogenous protein expression and Southern blot analysis were conducted.【Result】The cDNA full-length sequence of
CrSAMDC gene cloned fron Shatangju new leaves was 1736 bp，with an open reading frame（ORF）of 1131 bp，encoding
376 amino acids. CrSAMDC protein relative molecular weight was 40.69 kD，theoreticalisoelectric point（pI）was 5.27. It
was a hydrophilic protein. Its secondary structure was mainly consisted of α-helix（32.98%）and random coil（42.02%），β-
turn only accounted for 6.91%，and extended chain accounted for 18.09%. It had th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SAM-
DC protein of Citrus clementina（XP_024047984.1）and C. sinensis（KDO62315.1），their amino acid sequence homology
were 99.5% and 97.3%. It had LSE-SSLF prozyme cleavage site domain and PEST domains related to SAMDC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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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多胺在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和缓解

逆境胁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腺苷甲硫氨酸脱

羧酶（S-adenosylmethionine decarboxylase，SAMDC）

作为多胺合成的关键限速酶，主要参与植物防御干

旱胁迫的调控过程（郝爱平和王婷婷，2014；Wi et al.，

2014）。沙糖橘是我国南方主栽的柑橘品种，多种植

于丘陵山地等干旱缺水地区，易受干旱和低温等气

候影响及病虫害威胁，尤其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

导致持续高温干旱和缺乏降雨等异常气候频发，对

我国柑橘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王静，2009；李果果等，

2018）。因此，开展沙糖橘SAMDC基因克隆及表达

分析，对研究柑橘的抗逆分子机理及遗传改良具有

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多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

上氨基组成具有促进细胞分裂分化的低分子脂肪族

含氮碱，在生物体内广泛分布，具有刺激生长和延缓

衰老的作用（张雪梅等，2012）。植物中的多胺主要

以腐胺（Putrescine，Put）、尸胺（Cadavarine，Cad）和

亚精胺（Spermidine，Spd）等形式存在，在调控植物

生长发育、抗逆性、形态建成及延缓衰老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Bouchereau et al.，1999；赵维峰等，

2004；Alcázar et al.，2006；Groppa and Benavides，

2008）。SAMDC作为精胺和亚精胺合成过程的限速

脱羧酶，能催化S-腺苷甲硫氨酸（S-adenosylmethio-

nine，SAM）脱羧并形成氨丙基，然后在精胺合成酶

（Spermine synthase，SPMS）催化作用下，提供的氨

丙基与腐胺反应生成精胺；或在亚精胺合成酶

（Spermidine synthase，SPDS）作用下，氨丙基与腐胺

反应生成亚精胺（Kakkar et al.，2000；李亚栋和何近

刚，2012）。目前，已在马铃薯（Mad Arif et al.，1994）、

曼陀罗（Torrigiani et al.，2005）、番茄（Sinha and

Rajam，2013）、甘蔗（文乐等，2015）、胡萝卜（王广龙

等，2017）、陆地棉（梁其干等，2019）和白菜（唐文武

和吴秀兰，2019）等多种植物中分离获得SAMDC，其

作为限速酶调控着植物体内多胺的合成，在植物的

抗逆境胁迫、细胞分裂分化、种子萌发及花果发育等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Minocha et al.，2014）。【本研

究切入点】沙糖橘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柑橘品种，

但至今有关沙糖橘SAMDC基因（CrSAMDC）的克隆

及其功能研究尚无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无

籽沙糖橘为材料，利用RT-PCR克隆CrSAMDC基因

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CrSAMDC基因在不同组织和干旱胁迫下的表达谱，

并开展原核诱导外源蛋白表达及Southern杂交分析，

以期为开展SAMDC基因分子机理研究提供理论依

据，同时为柑橘抗逆分子育种提供候选基因。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广东地区种植的无籽沙糖橘品种，

由肇庆市四会果园提供。选择生长旺盛的6年生沙

糖橘果树，在不同时期摘取其嫩叶（春梢期）、老叶

（越冬期）、花（花芽期）、30 d幼果果肉和30 d幼果果

皮，每3株果树为1个重复，共设3个重复，所有材料取

样后置于-80 ℃冰箱保存，用于总RNA提取。干旱

胁迫处理时，采集6年生沙糖橘果树上的新发秋梢，

再以10% PEG-6000对其进行模拟干旱胁迫，胁迫

时间分别设为3、6、9、12、24和36 h，以0 h为对照，设

3个重复。

1. 2 CrSAMDC基因克隆

1. 2. 1 叶片总RNA提取及cDNA第一链合成 取

6年生无籽沙糖橘果树的嫩叶，采用RNAout试剂盒

（北京天恩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提取其总RNA，并

以DNaseⅠ（TaKaRa公司）进行消化。采用M-MLV反

转录试剂盒（Life technology公司）反转录合成cDNA

第一链，具体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

1. 2. 2 引物序列设计及PCR扩增 根据华中农业

大学已公布的甜橙（Citrus sinensis）SAMDC基因序

列（Gene ID：Cs4g02260）设计并筛选出1对PCR引物

CrSAMDC-F/CrSAMDC-R（表1），委托生工生物工

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合成。以反转录

degradation（TVHITPED-GFSYASYE）. CrSAMDC gene was expressed in leaves，flowers，flesh and peel of Shatangju，
and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young leaves and flowers with vigorous division. Under drought stress，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rSAMDC gene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an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level was reached at 24 h. CrSAMDC
gene exists as a single copy，and CrSAMDC fusion protein could be obtained through induction of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Conclusion】The expression of CrSAMDC gene in Shatangju has tissue specificity，and exists as single copy. It up-
regulates its expression under drought stress，which means that involves in the regulation of polyamine metabolism in re-
sponse to drought stress.

Key words：Shatangju；CrSAMDC gene；polyamine；drought stress；prototypical expression；Southern blot analysis
Foundation item：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 of Guangdong（2014A020208144）；Science and Technolo-

gy Plan Project of Zhaoqing（2015B010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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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的cDNA为模板扩增CrSAMDC基因cDNA序列，

PCR反应体系50.0 μL：Ex Taq DNA聚合酶0.5 μL，

10×PCR Buffer 5.0 μL，dNTP（2.5 mmol/L）2.0 μL，

CrSAMDC-F和CrSAMDC-R（10 μmol/L）各1.0 μL，

cDNA模板（100 ng）2.0 μL，加ddH2O补充至50.0 μL。

扩增程序：94 ℃预变性4 min；94 ℃ 30 s，55 ℃ 45

s，72 ℃ 90 s，进行30个循环；72 ℃延伸10 min。

PCR产物经1.0%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用DNA凝胶回

收试剂盒（TaKaRa公司）回收纯化目的片段。

1. 2. 3 CrSAMDC基因测序分析 将CrSAMDC基

因与克隆载体pMD19-T连接后，转化大肠杆菌DH5α

感受态细胞，经培养、质粒DNA提取及PCR鉴定后，

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1. 3 CrSAMDC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NCBI对CrSAMDC基因cDNA序列进行编

码蛋白搜索，并以BLAST进行同源比对分析；采用

ExPASy中的ProtParam进行CrSAMDC蛋白理化性质

分析，使用ProtScale预测其亲/疏水性；利用Predict-

Protein 预 测 CrSAMDC 蛋 白 功 能 结 构 域 ；使 用

SWISS-MODEL进行CrSAMDC蛋白三级结构预测；

最后以DNAMAN和MEGA 7.0进行蛋白序列多重比

对及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

1. 4 CrSAMDC基因在不同组织及干旱胁迫下的

表达分析

根据CrSAMDC基因cDNA序列设计1对特异性

引物QCrSAMDC-F/QCrSAMDC-R（表1），以柑橘

ACTB基因为内参（Wu and Tang，2016），按SYBR荧

光定量试剂盒说明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并采用2-△△Ct法计算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Livak

and Schmittgen，2001）。

1. 5 CrSAMDC基因原核表达载体构建及融合蛋白

诱导表达

设计含有EcoR I和Sal I酶切位点接头的引物

pET32CS-F/pET32CS-R（表1），然后扩增携带有酶切

位点的CrSAMDC基因。同时以EcoR I和Sal I双酶

切pET32a原核表达载体，并与携带酶切位点的Cr-

SAMDC基因进行大片段连接，构建重组质粒pET32a-

CrSAMDC。经转化、涂板、双酶切及测序等鉴定后，将

阳性重组质粒pET32a-CrSAMDC转化至BL21（DE3）

原核表达菌株中，以pET32a空载体为对照。将克隆

菌株接种至含氨苄青霉素（Amp+）的LB培养基上，

37 ℃过夜培养，然后按1∶100比例再接种至LB培养

基，37 ℃下摇床（200 r/min）培养至OD600为0.6~0.8，

加入1 mmol /L IPTG进行诱导表达，表达产物用

12% SDS-PAGE进行电泳检测。

1. 6 Southern杂交分析

采用CTAB法提取沙糖橘嫩叶基因组DNA（约

10 μg），分别用限制性内切酶EcoR I、BamH I、Sac I

和Dra I在37 ℃下进行酶切（约12 h），再以0.8%琼脂

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具体操作参考Wu和Tang

（2016）的方法。探针引物为Southern-F/Southern-R

（表1），扩增片段为597 pb，PCR反应体系及扩增程

序同1.2.2。

2 结果与分析

2. 1 CrSAMDC基因克隆及测序分析结果

以沙糖橘嫩叶总RNA反转录合成的cDNA为

模板，利用CrSAMDC-F/CrSAMDC-R引物进行PCR

扩增，结果获得1条约1700 bp的清晰条带（图1），

与预期结果相符。测序结果显示，CrSAMDC基因

cDNA序列全长1736 bp，含有1个1131 bp的开放阅

读框（ORF），编码376个氨基酸残基（图2）。

2. 2 CrSAMDC蛋白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利用ProtParam对CrSAMDC蛋白理化性质进行

预测分析，结果显示，CrSAMDC蛋白由376个氨基酸

组成，相对分子量为40.69 kD，理论等电点（pI）为

5.27；其中，丝氨酸（Ser）含量最高，占13.3%，色氨酸

（Trp）含量最低，仅占1.1%；正电荷氨基酸残基［天冬

引物名称 Primer
CrSAMDC-F
CrSAMDC-R
QCrSAMDC-F
QCrSAMDC-R
ACTB-F
ACTB-R
pET32CS-F
pET32CS-R
Southern-F
Souther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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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AACGCGAAATAGAGCATAATG-3'
5'-GGCGGTGGTTGCGTTGTGTACAAG-3'

5'-CGCTGTGACTGAATGACTCAAACAA-3'
5'-CCAATTCTCTCTTGAACCTGTCCTT-3'
5'-TGACTGATGAGAACTGCCAGAAG-3'

5'-CGGAATTCATGGCCGTTGATTCATCACCAC-3'（下划线部分为EcoR I酶切位点）
5'-GCGTCGACAGCCGGCGAAACAAAACGAC-3'（下划线部分为Sal I酶切位点）

5'-TACCAACCCTCCCCTCACTGT-3'
5'-GCCTGCCAGCTCCTGCTTCACC-3'

用途 Application
基因克隆

实时荧光定量PCR

内参引物

原核表达载体构建

Southern杂交探针

表 1 所用引物序列及用途
Table 1 The primers sequence and application

唐文武等：沙糖橘S-腺苷甲硫氨酸脱羧酶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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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Asp）+谷氨酸（Glu）］41个，占氨基酸总数的

10.9%，负电荷氨基酸残基［精氨酸（Arg）+赖氨酸

（Lys）］31个，占氨基酸总数的8.2%。ProScale亲/疏

水性预测结果表明，CrSAMDC蛋白疏水性最强的

是第73位亮氨酸（Leu），其分值为1.811；亲水性最

强的是第163位脯氨酸（Pro），其分值为-2.244；平均

亲水系数为-0.016，即CrSAMDC蛋白为亲水性蛋

白。CrSAMDC蛋白二级结构以α -螺旋和无规则

卷曲为主，分别占32.98%和42.02%，β -转角仅占

6.91%，延伸链占18.09%。使用SWISS-MODEL对

CrSAMDC蛋白进行同源建模分析，结果（图3）表明

该蛋白与PDB蛋白结构数据库中人类SAMDC S68A

（1msv.1.A）的相似性为31.35%，全局模型质量评估

图 2 CrSAMDC基因cDNA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Fig.2 Sequence of cDNA and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CrSAMDC gene

图 1 CrSAMDC基因PCR扩增电泳结果
Fig.1 PCR amplification electrophoresis of CrSAMDC gene
M：DL2000 DNA Marker；1：CrSAMDC基因 CrSAMDC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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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bp

1000 bp

750 bp

500 bp

250 bp
1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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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GMQE）为0.62。

利用MEGA 7.0中的邻接法（Neighbour-joining，

NJ）构建基于SAMDC氨基酸序列同源性的系统

发育进化树，结果（图4）显示，CrSAMDC蛋白与克

里曼丁橘（C. clementina，XP_024047984.1）和甜橙

（KDO62315.1）的SAMDC蛋白亲缘关系较近，其氨

基酸序列同源性分别为99.5%和97.3%；然后与阿月

浑子（Pistacia vera，XP_031285063.1）、博落回（Ma-

cleaya cordata，OVA09485.1）、毛白杨（Populus tricho-

carpa，XP_002324514.2）和番木瓜（Carica papaya，

XP_021902142.1）的SAMDC蛋白聚在同一分支上。

欧洲栓皮栎（Quercus suber，XP_023920228.1）、杨梅

（Morella rubra，KAB1211990.1）和笋瓜（Cucurbita

maxima，XP_022999703.1）的SAMDC蛋白则聚为另

一分支。利用DNAMAN对上述物种的SAMDC蛋白

进行序列多重比较，结果发现均含有LSE-SSLF的酶

原剪切位点结构域，以及与SAMDC蛋白降解相

关的PEST结构域（TVHITPED-GFSYASYE），显示出

SAMDC蛋白功能结构域的高度保守特征。

2. 3 CrSAMDC基因表达分析结果

选取6年生沙糖橘果树的嫩叶、老叶、花、30 d幼

果果肉和30 d幼果果皮等5个组织样品，提取其总

RNA后反转录合成cDNA，以实时荧光定量PCR检

测CrSAMDC基因的组织表达特性。由图5可知，

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的叶、花、果肉和果皮中均

有表达，但以嫩叶的相对表达量最高，其次为花，而

30 d幼果果肉的相对表达量仅为嫩叶的14.5%。说明

CrSAMDC基因表达具有明显的组织特异性，且在分

裂旺盛的嫩叶和花器官中高表达。

为研究干旱胁迫下CrSAMDC基因的表达特性，

采用10% PEG-6000对新发秋梢进行模拟干旱胁迫

处理，分别于胁迫处理后0、3、6、9、12、24和36 h取样

进行检测分析。由图6可知，随着干旱胁迫处理时间

的延长，CrSAMDC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呈先上升后下

降的变化趋势。以干旱胁迫后24 h的相对表达量最

高，是对照处理的7.35倍。说明沙糖橘在干旱胁迫

下可通过调节CrSAMDC基因高效表达，促进精胺和

亚精胺等多胺合成，缓解干旱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

的影响，以维持沙糖橘正常的生长发育。

2. 4 Southern杂交分析结果

为明确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基因组中的拷

贝数目，而进行Southern杂交分析，结果（图7）显示，

采用探针上无酶切位点的EcoR I、BamH I和Sac I进

行酶切，Southern杂交仅检测到1条条带；而采用含有

图 3 CrSAMDC蛋白三级结构预测结果
Fig.3 The predicted tertiary structure of CrSAMDC protein

图 4 基于SAMDC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4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SAMDC amino acid sequence homology

XP_024047984.1 C. clementina

Shatangju CrSAMDC

KDO62315.1 C. sinensis

XP_031285063.1 P. vera

OVA09485.1 M. cordata

XP_002324514.2 P. trichocarpa

XP_021902142.1 C. papaya

XP_022999703.1 C. maxima

XP_023920228.1 Q. suber

KAB1211990.1 M. rubra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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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酶切位点的Dra I进行酶切，Southern杂交检测到

2条条带，说明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基因组中可

能以单拷贝形式存在。

2. 5 融合蛋白诱导表达情况

经EcoR I和Sac I双酶切鉴定及测序分析，可确

认pET32a-CrSAMDC为正确的重组质粒。对含有重

组质粒pET32a-CrSAMDC的BL21（DE3）原核表达菌

株进行IPTG诱导表达，然后利用超声波破碎细胞并

离心，分别收集上清液和沉淀，以12% SDS-PAGE进

行电泳检测，结果（图8）显示，在上清液中检测到1条

约61.0 kD的条带，与预期的融合蛋白大小相符，而

pET32a空载体在21.0 kD附近出现明显的GST标签

蛋白条带，说明CrSAMDC融合蛋白诱导表达成功，

且主要以可溶性的形式存在。

3 讨论

柑橘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多年生木本果树。据

统计，2017年全球柑橘收获面积945.35万ha，收获产

量14645.90万 t（张浩，2018）。我国柑橘种植面积

258.72万ha，柑橘产量3816.78万 t（田楠坤，2019）。

我国柑橘主要种植在丘陵山地等露天旱地环境中，

其生长周期长且受自然环境调控，易受干旱和低温

等气候影响及病虫害威胁（王静，2009）。多胺是调

控植物生长发育和缓解逆境胁迫的关键物质，而

SAMDC作为多胺合成的关键限速酶，可能参与植物

应对干旱及低温等逆境胁迫的调控过程（Wi et al.，

图 5 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性
Fig.5 Expression characters of CrSAMDC gene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Shatangju

图 6 干旱胁迫下沙糖橘新发秋梢CrSAMDC基因的表达
特性

Fig.6 Expression characters of CrSAMDC gene of Shatangju
new autumn shoots under drought stress

图 7 CrSAMDC基因的Southern杂交分析结果
Fig.7 Southern blot analysis of CrSAMDC gene

图 8 BL21（DE3）原核表达菌株表达产物（CrSAMDC融合
蛋白）的SDS-PAGE检测结果

Fig.8 SDS-PAGE analysis of BL21（DE3）prokaryotic expres-
sion strain expressed products（CrSAMDC fusion pro-
tein）

M：蛋白分子量标准；CK：pET32a空载体（对照）；1：CrSAMDC融合
蛋白
M：Protein Marker；CK：pET32a empty vector（control）；1：CrSAMDC
fusion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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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刘长命等，2019）。王静（2009）研究发现，枳在

低温胁迫下其SAMDC基因被诱导表达，且低温胁迫

时间越长，SAMDC基因表达量越高。王广龙等

（2017）在胡萝卜中克隆获得SAMDC基因，并证实其

在高温、低温、干旱及盐渍等逆境胁迫下高表达，在

胡萝卜抗逆境胁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本

研究从沙糖橘中克隆获得CrSAMDC基因，其cDNA

序列全长1736 bp，编码376个氨基酸残基，与拟南

芥、胡萝卜等双子叶植物的SAMDC蛋白氨基酸残基

数目相近（王广龙等，2017），与克里曼丁橘和甜橙的

SAMDC蛋白亲缘关系最近，其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

别为99.5%和97.3%；CrSAMDC蛋白含有高度保守

的酶原剪切位点LSE-SSLF及与SAMDC蛋白降解相

关PEST结构域。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

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各组织中均有表达，但其表

达量具有明显的组织特异性，以在分裂旺盛的嫩叶

和花器官中表达量较高，与SAMDC基因在马铃薯

（Mad Arif et al.，1994）、胡萝卜（王广龙等，2017）、甘

蔗（刘金仙等，2010）等作物中的表达分布相似。

在干旱胁迫下，植物可通过上调SAMDC基因

表达水平，以提高体内多胺含量而增强抗氧化能力，

进而提高植株的抗旱性（Wi et al.，2014；文乐等，

2015）。本研究结果表明，干旱胁迫下CrSAMDC基因

表达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以干旱胁迫

后24 h的表达量最高，即干旱胁迫会诱导CrSAMDC

基因高水平表达，因此推测沙糖橘可能通过合成多

胺来缓解干旱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说明

CrSAMDC基因参与干旱胁迫响应的代谢调控过程。

Southern杂交分析的结果表明，CrSAMDC基因在沙

糖橘基因组中可能含有1个拷贝数，与纽荷尔脐橙

（C. junos）的检测结果（王静，2009）基本一致。此外，

本研究通过构建重组质粒pET32a-CrSAMDC，并通

过BL21（DE3）原核表达菌株成功诱导表达获得约

61.0 kD的融合蛋白，为进一步探究SAMDC在调控

抗旱胁迫等非生物逆境作用的分子机制及遗传改良

等提供了理论基础。

4 结论

CrSAMDC基因在沙糖橘中的表达具有组织特

异性，且以单拷贝存在，在干旱胁迫下呈上调表达趋

势，即参与干旱胁迫响应的多胺代谢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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