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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深入挖掘分析亚麻茎秆不同发育时期木质素积累相关的miRNA及其靶基因，为解析亚麻纤维层木

质素动态积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双亚4号（低木质素）和NEW（高木质素）花后20、30和40 d的茎秆为试验材料，

基于miRNA测序和降解组测序结果分析miRNA转录水平动态变化及其靶基因注释功能，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检测2个亚麻品种间表达差异最显著的miRNA及其靶基因的表达模式。【结果】构建双亚4号和NEW花后20、30和40 d

茎秆的miRNA文库，从中鉴定出305个miRNA，包括143个保守的miRNA和162个新鉴定的miRNA，且这些miRNA的

靶基因不同转录本并非均受miRNA调控。将鉴定的305个miRNA与亚麻基因组序列信息进行靶基因预测，结果鉴定

出286个miRNA的4807个靶基因，另外19个miRNA未预测到靶基因。通过对降解组测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共获得

21个miRNA的97个靶基因，共检测到97个降解位点，仅占鉴定出亚麻茎秆中miRNA靶基因总数（4807个）的2%，仍有

大量的靶基因未被鉴定。对降解组中被降解的97个靶基因进行功能注释，发现有22个与植物生长发育有关，16个为

转录因子，7个与植物次生代谢物积累有关。结合miRNA和降解组的测序结果，发现ama-miR156（Lus10003126）、bdi-

miR397b-5p（Lus10017175）、lja-miR397（Lus10027782）、csi-miR160（Lus10021467）、aly-miR319c-p（Lus10008685）和

gma-miR369h（Lus10011558）在双亚4号和NEW茎秆不同发育时期中最显著差异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

显示，除gma-miR369h与其靶基因Lus10011558随亚麻茎秆的生长发育表达模式无明显规律外，其余5个miRNA与其

靶基因表达模式恰好相反。【结论】亚麻茎秆木质素的积累过程与转录因子MYB、漆酶、生长素响应因子等编码基因

密切相关，且这些基因可被其相应的miRNA负调控，并参与亚麻茎秆中木质素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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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亚麻（Linum ustitatissimum L.）为亚

麻科亚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天

然植物纤维，其纤维纺织品具有透气、吸湿、抗菌及

对人体无害等优点，日益受到人类的关注。但目前

亚麻纺织业中优质亚麻纤维原料严重短缺，且其纤

维品质和纺织性能易受木质素含量影响，究其原因

是木质素会使纤维变硬、变脆（王玉富等，2008）。可

见，木质素是制约纺织品质量的主要影响因子，且去

除木质素工艺会产生大量废水从而造成环境污染。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miRNAs在不同植物发育时期

组织中的表达模式进行分析，发现miRNAs在植物的

生长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调控功能作用（Parizotto

et al.，2004；Megraw et al.，2006；刘潮等，2019）。因

此，深入挖掘亚麻不同发育时期茎秆中的miRNA及

其靶基因，对揭示亚麻纤维层木质素动态积累的调

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目前，已有大

量关于参与调控木质素合成的miRNA及其靶基因

的研究报道。在拟南芥中，miR857通过作用于其靶

基因AtLAC7来参与调控维管组织的次生生长，在

miR857过表达植株中，AtLAC7基因表达量下调，漆

酶活性下降10.8%，鲜重和茎直径分别下降6.5%和

18.4%，茎拉伸力下降26.4%，木质素含量降低；而

miR857敲除株系表现出漆酶活性增加33.3%，鲜重

和茎直径分别增加14.7%和10.0%，茎拉伸力增加

26.4%，植株木质素含量明显增加，次生木质部木质

化程度增强（Zhao et al.，2015）。miR397b通过作用

于其靶基因AtLAC4而调控木质素含量，miR397b过

表达株系表现出木质素含量降低，次生壁厚度变薄，

愈创木基和紫丁香基单体数目减少，但生殖生长期

的植株表现出花序数目增多，致使果荚数也增多，

Mining and analysis of miRNAs and target genes related to lignin
accumulation in flax stalk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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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Mining and analysis of miRNA and regulatory combination of target genes related to lignin ac-
cumulation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of stalk in flax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lignin accumulation in flax fiber layer.【Method】The stems of Shuangya 4（low lignin）and NEW（high lignin）after flow-
ering 20，30 and 40 d were used as research materials. Dynamic changes of miRNA transcription level and target gene an-
notation function were analyzed based on miRNA sequencing and degradation group sequencing.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miRNAs and their target genes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lax varieties.【Result】Stalk miRNA libraries were constructed at 20，30 and 40 d after flowering
of Shuangya 4 and NEW. 305 unique miRNAs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including 143 known conserved miRNAs and
162 newly miRNAs. Moreover，different transcripts of these miRNAs’target genes were not all regulated by miRNAs.
Target genes were predicted from 305 identified miRNAs and flax genome sequence information. A total of 286 miRNAs
with 4807 target genes were identified，and another 19 miRNAs did not predict target genes. A total of 97 target genes of
21 miRNAs were obtained through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sequencing data of the degradation group，and a total of 97
degradation sites were detected，accounting for only 2%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iRNA target genes（4807）identified in
the flax stalk. There we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target genes that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In the degradation group，97 tar-
get genes were functionally annotated，among which 22 were related to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16 were transcrip-
tion factors and 7 were related to plant secondary metabolite accumu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equencing results of miR-
NA sequencing and degradation group sequencing，it was found that ama-miR156（Lus10003126），bdi-miR397b-5p
（Lus10017175），lja-miR397（Lus10027782），csi-miR160（Lus10021467），aly-miR319c-p（Lus10008685）and gma-miR369h
（Lus10011558）were mos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time of stalks between Shuangya 4 and NEW.
The results of real-time 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gam-miR369h and its target
gene Lus10011558 with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talk was not obvious，but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the other five
miRNAs with their target genes were just the opposite.【Conclusion】The process of lignin accumulation in flax stal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laccase，auxin response factor and SPL genes. These target genes can be nega-
tively regulated by their corresponding miRNA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accumulation of lignin in flax s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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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提高，过表达AtLAC4基因的植株则表现出与

之相反的表型（Wang et al.，2014）。在陆地棉中，

GhLAC4基因mRNA的切割发生在miR397b及该基

因的互补区域，说明GhLAC4基因是miR397b的靶基

因，也暗示GhmiR397b可能参与棉花纤维中木质素

的形成（丁妍等，2017）。在欧洲大叶杨中共发现49

个漆酶基因（PtrLACs），其中有29个为Ptr-miR397a

的靶基因，将Ptr-miR397a转入杨树中，结果发现Ptr-

miR397a的靶基因中有17个PtrLACs下调表达，且转

基因株系中木质素含量降低12%~22%，漆酶活性约

下降40%，但木质素结构和组成未发生明显变化，证

明漆酶参与木质素合成作用，且Ptr-miR397a是木质

素合成的主要调节因子（Lu et al.，2013）。在玉米

中，ZmmiR528作用于其靶基因ZmLAC3和ZmLAC5，

当ZmmiR528过表达时，ZmLAC3和ZmLAC5基因表

达量下降，木质素含量和茎杆穿刺强度降低；当敲

减ZmmiR528或ZmLAC3过表达时，植株表现出相反

的表型（Sun et al.，2018）。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

miRNA能通过调控其靶基因进而影响植株木质素

含量。此外，转STTM164基因杨树的木质部细胞层

数和细胞壁厚度较野生型明显增加，从而导致木质

部加厚，木质素含量增加（梁澜，2017）。目前，关于

亚麻木质素积累分子方面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王

进等（2009）以亚麻栽培品种白花为材料，采用半定量

RT-PCR对亚麻木质素合成关键酶基因CCoAOMT1、

4CL1、4CL2、COMT、F5H1、F5H2、F5H3在亚麻不同

明显的组织及不同时期木质部和韧皮部的表达规律

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基因呈组织特异性表达。

龙松华等（2014）将已克隆获得的亚麻木质素合成关

键酶咖啡酸-O-甲基转移酶基因（COMT）全长cDNA

序列通过农杆菌介导转化亚麻，获得转基因植株，通

过β-葡萄糖苷酸酶（GUS）染色和PCR检测，证实干

扰载体已成功转入亚麻中，为推进亚麻纤维品质改

良的分子育种打下基础。袁红梅等（2016）以亚麻茎

总RNA为模版，通过RT-PCR扩增获得木质素合成关

键酶糖基转移酶基因LuUGT72E1的全长开放阅读

框（ORF）序列，并推测该酶参与木质素单体的糖基

化修饰过程。【本研究切入点】至今，有关亚麻木质素

积累分子调控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且主要集中在

上述少数几个木质素合成酶基因的克隆及其表达方

面。虽然独立的miRNA数据分析可为解析不同发

育时期亚麻茎秆中木质素积累提供重要信息，整合

miRNA和降解组数据动态变化可为揭示miRNA调

控基因表达提供较直接的证据，但目前针对参与亚

麻茎秆木质素积累的miRNA及其靶基因挖掘分析

的相关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双亚4

号（低木质素）和NEW（高木质素）花后20、30和40 d

的茎秆为试验材料，基于miRNA测序和降解组测序

结果分析miRNA转录水平动态变化及其靶基因注

释功能，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2个亚麻品种间

表达差异最显著的miRNA及其靶基因的表达模式，

为解析亚麻纤维层木质素动态积累提供重要参考，

也为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培育低木质素的优质亚麻新

品种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高木质素亚麻品种NEW（原产法

国）和低木质素亚麻品种双亚4号（原产中国），由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提供。于2019年

4月中旬播种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哈尔滨试验基

地（东经126°68 ′，北纬45°65 ′），从播种到收获的年

均降水量为350.2 mm，年均气温4.26 ℃。每份材料

按行种植，行长10 m，行间距20 cm，设3次重复，10

行区，小区面积20 m2，播种方式为条播，田间管理同

大田生产。开花期对同一开花时间的亚麻植株进行

挂牌标记，以备取样。主要试剂：Small RNA Sam-

ple Pre Kit、T4 RNA Ligase 1和T4 RNA Ligase 2购

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TRIzol（Invitro-

gen）购自北京雅安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Fermentas）和

SYBR Premix Ex Taq购自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主要仪器设备：Hiseq 2500（Illumina，美

国）、2100 Bioanalyzer（Agilent，德国）和罗氏Light-

Cycler 2.10 PCR仪（Roche，瑞士）等。

1. 2 试验方法

1. 2. 1 miRNA文库构建及测序分析 采集亚麻品

种双亚4号和NEW花后20、30和40 d的茎秆下部

5 cm（子叶节以上5~10 cm区段）进行RNA提取，设

3次生物学重复，共18个样品。RNA检测合格后，取

其1.5 μg作为RNA样本起始量，用ddH2O补充至6.0

μL，使用Small RNA Sample Pre Kit试剂盒进行mi-

RNA文库构建。由于miRNA的5'端有磷酸基团、

3'端有羟基，利用T4 RNA Ligase 1和T4 RNA Ligase

2 分别在其3'端和5'端连接上接头，反转录合成

cDNA，切胶回收得到的目的片段即为miRNA文库。

使用Qubit 2.0对miRNA浓度进行检测，并稀释至

1 ng/μL，使用Agilent 2100 Bioanalyzer对Insert Size

进行检测，并以实时荧光定量PCR对miRNA的有效

浓度进行准确定量，以保证miRNA文库质量。采用

谢冬微等：不同发育时期亚麻茎秆中木质素积累相关miRNA及其靶基因的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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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 HiSeq2500进行高通量测序，测序读长为

Single-end（SE）50 nt。基于测序结果，鉴定分析

miRNA及其靶基因的转录本信息

1. 2. 2 降解组cDNA文库构建及测序分析 采集

亚麻品种双亚4号花后20、30和40 d的茎秆下部5 cm

（子叶节以上5~10 cm区段）进行RNA提取，通过磁

珠捕获mRNA，5'-adaptor连接，以构建降解组cDNA

文库，并用Hiseq 2500进行降解组测序。原始Tags经

过去接头和过滤低质量，获得Clean Tags和Cluster

Tags（Clean Tags聚类数据）。将Cluster Tags与参考

基因组进行比对，分析其在参考基因组上的分布情

况。将Cluster Tags与Rfam数据库进行比对，注释非

编码RNA功能，未被注释的序列将用于降解位点分

析。利用 Cleaveland 进行降解位点检测（Addo -

Quaye et al.，2009），设置条件P-value<0.05。

1. 2. 3 实时荧光定量PCR验证 选取长势一致且

健康的双亚4号植株，采集花后0、10、20、30和40 d等

5个时间点的茎杆下部5 cm（子叶节以上5~10 cm区

段），设3次重复，液氮迅速冷冻后置于-80 ℃冰箱保

存备用。用TRIzol提取上述样品的总RNA，RNA经

DNA酶消化处理后反转录合成第一链cDNA。根据

miRNA测序和降解组测序结果筛选出6个在双亚

4号和NEW不同发育时期表达差异最显著的miR-

NA，在降解组找到其被降解的靶基因，并根据靶基

因的CDS序列，采用Primer 5.0设计引物，内参基因

为GAPDH（表1）。实时荧光定量PCR在罗氏Light-

Cycler 2.10 PCR仪上进行，荧光染料为SYBR Premix

Ex Taq，设3次生物学重复。反应体系20.0 μL：2×Hi

SYBR Green qPCR Mix 10.0 μL，10 μmol/L上、下游

引物各 0.8 μL，cDNA 模板 2.0 μL，ddH2O 补足至

20.0 μ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15 min；95 ℃ 10 s，

60 ℃ 30 s，65 ℃ 5 min，进行40个循环，4 ℃保存。

以2-ΔΔCt法计算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Livak and

Thomas，2001）。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0进行统计分析，并以

GraphPad Prism 6.01制图。

2 结果分析

2. 1 miRNA转录水平分析结果

试验前期对亚麻不同发育时期茎秆中木质素

进行含量测定及扫描电镜观察，结果发现亚麻花后

20~40 d是木质素急剧积累的重要时期。因此，本研

究选取亚麻品种双亚4号和NEW花后20、30和40 d的

茎秆构建miRNA文库，并鉴定出305个miRNA，其中

包括143个保守的miRNA和162个新鉴定的miRNA。

本研究还对部分miRNA（包括保守的miRNA和新鉴

定的miRNA）的靶基因不同转录本进行详细分析，

以期了解可变剪接是否造成转录本水平miRNA靶

位点丢失，结果发现这些miRNA的靶基因不同转录

本并非均受miRNA调控。如在保守的miRNA中，

PB.11839可转录出5个转录本异构体，其中4个转录

本可被miR160调控，另外丢失miR160靶位点的1个

转录本是通过外显子跳跃产生（图1-A）；PB.19964可

转录出7个转录本异构体，其中5个转录本可被

miR168调控，其余2个转录本经外显子跳跃事件而丢

失miR168靶位点（图1-B）；在新鉴定的miRNA中，

PB.16138可转录出2个转录本，1个可被unconserva-

tive_scaffold204_9948调控，1个经可变接受位点事件

后丢失靶位点（图1-C）。为了更好的研究亚麻miR-

NA的功能，本研究将鉴定的miRNA与亚麻基因组序

列信息进行靶基因预测，结果获得286个miRNA的

4807个靶基因，另外19个miRNA未预测到靶基因，

可能是因为亚麻基因组提交数据并不完整，造成靶

基因预测不全面。

2. 2 降解组测序分析结果

利用降解组测序技术鉴定miRNA靶基因是目

前最常用和最高效的方法。以亚麻品种双亚4不同

发育时期（20、30和40 d）的茎秆构建3个降解组的

cDNA文库（D01、D02和D03），并结合上述高通量测

序获得的不同发育时期亚麻茎秆miRNA文库信息

进一步鉴定亚麻茎秆miRNA靶基因。利用Cleave-

land进行降解位点检测，结果发现，D01检测到86个

靶基因 Target gene
Lus10003126
Lus10017175
Lus10011558
Lus10027782
Lus10008685
Lus10021467
GAPDH

上游引物 Forward primer
5'-TCTCTTCTGTCATCTCCACCAC-3'

5'-GCCAGGTTGCCAAGTAATG-3'
5'-CGAGGCGTTAAGTGGCAATG-3'
5'-CCTAATCGCTCCAGGACAAA-3'
5'-TGCCTCCTGACAAACTCCT-3'

5'-GCCACCGAGTAAGAAGTCCAG-3'
5'-GTTGTTGGTGTGAATGAGAAGG-3'

下游引物 Reverse primer
5'-AAGCATCTCCAATCTGAACCATAC-3'

5'-CCTCCGATGTTGCTTCCTAT-3'
5'-TACAGATATGGCACAGCGATGG-3'
5'-TAACCCAACCGTGAAGAACA-3'

5'-CAGACGCACCGATTACCAT-3'
5'-CTCTCATTGCTGCTACACTGC-3'
5'-TTGAGTGGCTGTAATGGAGTG-3'

表 1 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引物序列
Table 1 Amplification primer sequence of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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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基因被降解，共有86个靶基因降解位点；D02检测

到92个靶基因被降解，共有92个靶基因降解位点；

D03检测到83个靶基因被降解，共有83个靶基因降

解位点。通过对3个降解组测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

共获得21个miRNA的97个靶基因，共检测到97个降

解位点，仅占鉴定出亚麻茎秆中miRNA靶基因总数

（4807个）的2%，仍有大量的靶基因未被鉴定。为了

探索靶基因的功能，本研究将被降解的97个靶基因

与同源物种比对进行功能注释，其中有22个靶基因

与植物生长发育有关，如生长素响应因子（Auxin

response factor）、生长调节因子（Growth regulate

factor）和乙烯响应因子（Ethylene response factor）

等；有16个靶基因为转录因子，如MYB、bHLH77和

TCP2等；有7个靶基因与植物次生代谢积累有关，如

铜氧化酶（Poly copper oxidase）、P450次生代谢酶

（P450 secondary metabolism）和铜锌超氧化物歧化

酶（Copper zinc superoxide dismutase）等（表2）。

2. 3 实时荧光定量PCR验证结果

结合miRNA测序和降解组测序结果筛选出6个

在双亚4号和NEW不同发育时期表达差异最显著的

miRNA，并根据降解组找到其被降解的靶基因：

ama-miR156（Lus10003126）、bdi -miR397b-5p（Lus

10017175）、gma-miR396h（Lus1011558）、lja-miR397

（Lus10027782）、csi - miR160（Lus10021467）和 aly -

miR319c-p（Lus10008685），共有6对miRNA-靶基因

调控组合，最后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其在亚

麻茎秆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模式，结果如图2所示。

6个miRNA及其对应靶基因均随茎秆发育呈相反的

表达模式。ama-miR156的相对表达量随亚麻茎秆发

育呈逐渐下降趋势，而其靶基因Lus10003126的相对

图 1 miRNA调控的转录本鉴定及分析结果
Fig.1 Transcript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regulated by miRNA

黑色线框表示miRNA识别位点
All the miRNA identification sites were shown in black dashed boxes

谢冬微等：不同发育时期亚麻茎秆中木质素积累相关miRNA及其靶基因的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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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
aau-miR162

ahy-miR156a

ahy-miR167-5b

ahy-miR394

ahy-miR398
aly-miR156a-5p

aly-miR159b-3P

aly-miR160a-5p

aly-miR164a-5p

aly-miR165a-3p

aly-miR167a-5p

aly-miR169a-5p

aly-miR172a-3p

aly-miR319c-p

aly-miR393a-5p

aly-miR408-3p
ama-miR156

aqc-miR172b

aqc-miR398b
ata-miR395a-3p
atr-miR167
atr-miR172
bdi-miR160f

bdi-miR397b-5p

bna-miR156a

bra-miR164e-5p
cem-miR171h

靶基因ID Target gene ID
Lus10030176
Lus10030240
Lus10007984
Lus10010684
Lus10007386
Lus10017640
Lus10011354
Lus10037030
Lus10037832
Lus10007031
Lus10011348
Lus10036812
Lus10006975
Lus10013951
Lus10013977
Lus10016090
Lus10023519
Lus10016275
Lus10017106
Lus10001648
Lus10026200
Lus10042466
Lus10033791
Lus10038449
Lus10010969
Lus10033597
Lus10033598
Lus10033726
Lus10017991
Lus10041986
Lus10005904
Lus10009374
Lus10023482
Lus10036141
Lus10005970
Lus10023297
Lus10026142
Lus10008685
Lus10021968
Lus10031991
Lus10028641
Lus10003126
Lus10012020
Lus10004990
Lus10023165
Lus10031826
Lus10031870
Lus10006686
Lus10006629
Lus10031354
Lus10031255
Lus10000753
Lus10011738
Lus10015953
Lus10000643
Lus10017175
Lus10035517
Lus10015764
Lus10008135
Lus10021659
Lus10004353

功能注释 Target gene annotation
DEAD-box ATP
生长素响应因子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脂质运输和代谢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F-box蛋白
F-box蛋白
蛋白磷酸酶

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碳水化合物转运和代谢
-

NAC结构蛋白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启动子结合蛋白

信号转导
转录因子NAC
NAC结构蛋白
NA结构蛋白
肿瘤相关蛋白

荷尔蒙亮氨酸拉链蛋白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螺旋蛋白
-

TIFY6B蛋白
-

AP2结构蛋白
乙烯响应因子RAP2
乙烯响应因子RAP2
生长素响应因子
转录因子TCP2
转录启动子IIF
转录因子MYB

转录因子bHLH77
蛋白生长素信号

碱性蓝蛋白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AP2结构域
AP2结构域

转录因子bHLH130
天冬氨酸合成酶

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
ATP-硫酸化酶

生长素响应因子
转录因子bHLH130

-
多肽重复序列
甲基转移酶

-
漆酶

铜氧化酶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囊蛋白
NAC结构蛋白

GRAS家族

同源物种 Homologous species
Populus euphratica

Jatropha curcas
Malus domestica
Jatropha curcas

Populus trichocarpa
Vitis vinifera

Beta vulgaris subsp
Citrus sinensis
Vitis vinifera

Linum usitatissimum
Populus euphratica
Ricinus communis
Cicer arietinum

Ricinus communis
Populus euphratica

Medicago truncatula
Jatropha curcas

Populus euphratica
Ricinus communis

Gossypium arboreum
Populus trichocarpa
Populus euphratica
Ricinus communis

Vitis vinifera
Jatropha curcas

Vitis vinifera
Populus trichocarpa

Jatropha curcas
Citrus clementina

Citrus sinensis
Ricinus communis
Phaseolus vulgaris
Theobroma cacao
Jatropha curcas

Ricinus communis
Cucumis melo

Theobroma cacao
Ricinus communi

Populus trichocarpa
Prunus persica

Populus trichocarpa
Populus euphratica
Theobroma cacao
Theobroma cacao

Prunus mume
Populus trichocarpa

Bruguiera gymnorhiza
Jatropha curcas

Vitis vinifera
Prunus mume
Glycine soja

Brassica napus
Jatropha curcas
Prunus mume

Jatropha curcas
Ricinus communis
Jatropha curcas
Jatropha curcas

Pyrus x bretschneideri
Jatropha curcas

Gossypium arboreum

表 2 降解组miRNA靶基因的功能注释结果
Table 2 Functional annotation of the miRNA target gene of degradation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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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呈逐渐升高趋势，花后40 d相对表达量达最

高，该靶基因被注释为启动子结合蛋白SBP，参与亚麻

生长发育。bdi-miR397b-5p和lja-miR397的相对表达

量均随亚麻茎秆发育呈逐渐升高趋势，均在花后40 d

达最高，其靶基因Lus10017175和Lus10027782的表达

模式恰好相反，整体上呈逐渐降低趋势，在花后40 d

相对表达量达最低值，且这2个靶基因均被注释为漆

酶基因，参与亚麻中次生代谢产物木质素的形成。

aly-miR319c-p的相对表达量随亚麻茎秆发育呈逐渐

下降趋势，其靶基因Lus10008685的表达模式恰好相

反，在花后0~20 d的相对表达量缓慢升高，从花后

30 d开始相对表达量迅速升高，该靶基因被注释为转

录因子MYB，据报道该家族转录因子调控植物木质

素生物合成过程（李维静等，2013），因此推断该靶基

因对亚麻木质素积累及结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csi-miR160的相对表达量随亚麻茎秆发育呈逐渐下

降趋势，在花后 40 d 时降至最低值，其靶基因

Lus10021467的相对表达量在花后0~10 d无明显变

化，从花后20 d开始相对表达量急剧增加，花后40 d

达最高值，该靶基因被注释为生长素响应因子，说明

该基因与亚麻的生长发育及木质素积累关系密切。

gma-miR369h及其靶基因Lus10011558随亚麻茎秆

的生长发育其表达模式无明显规律，gma-miR369h

的相对表达量在花后0~30 d无明显变化，花后40 d

明显下降，其靶基因Lus10011558的相对表达量在花

后10~40 d均无明显变化。故推测这些miRNA及其

靶基因在亚麻茎秆不同发育期相互作用，共同参与

亚麻茎秆发育与次生代谢产物积累。

miRNA
cme-miR168

cme-miR530a

csi-miR160

ghr-miR393
gma-miR156aa
gma-miR159b-3p
gma-miR169e
gma-miR396h
gma-miR408d

hbr-miR156
lja-miR397

lus-miR167a

mes-miR160g

mes-miR319h
miR171-1
miR2118

miR396
miR845-1
miR8771
osa-miR396d
osa-miR397b
smo-miR156c
stu-miR172c-3p

zma-miR171b-3p

靶基因ID Target gene ID
Lus10014741
Lus10017983
Lus10041978
Lus10021224
Lus10024847
Lus10041261
Lus10021467
Lus10024754
Lus10035160
Lus10040584
Lus10040568
Lus10003203
Lus10011558
Lus10006228
Lus10028640
Lus10011356
Lus10024378
Lus10027782
Lus10017641
Lus10020805
Lus10019940
Lus10026510
Lus10040403
Lus10002195
Lus10022565
Lus10034257

PB.9585
Lus10019274
Lus10029337
Lus10029057
Lus10026098
Lus10026477
Lus10023818
Lus10019905
Lus10040365
Lus10028934

功能注释 Target gene annotation
P450次生代谢

核糖体结构和生物转化
RNA修复

-
光诱导早熟蛋白
转录因子bHLH77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蛋白生长素信号
RNA识别基序
RNA识别基序
NAD合成酶
生长调节因子

-
碱性蓝蛋白

启动子结合蛋白SPB
铜氧化酶

漆酶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生长素响应因子
转录因子TCP4

-
不活跃受体激酶

阳离子运输
生长调节因子

DEAD-box ATP
多元酚氧化酶

-
植物蛋白同源转化
启动子结合蛋白

AP2结构域
乙烯响应因子RAP2

GRAS结构域

同源物种 Homologous species
Linum usitatissimum

Nelumbo nucifera
Eucalyptus grandis

Populus trichocarpa
Jatropha curcas
Prunus mume

Populus euphratica
Jatropha curcas
Jatropha curca

Populus trichocarpa
Jatropha curcas
Jatropha curcas
Jatropha curcas

Theobroma cacao
Ricinus communis
Jatropha curcas

Ricinus communis
Populus trichocarpa
Populus trichocarpa

Jatropha curcas
Setaria italica

Morus notabilis
Jatropha curcas

Populus trichocarpa
Populus euphratica
Ricinus communis

Brassica rapa
Populus euphratica
Linum usitatissimum
Populus trichocarpa
Populus trichocarpa
Populus trichocarpa

Jatropha curcas
Gossypium arboreum

Theobroma cacao
Gossypium arboreum

续表 2 降解组miRNA靶基因的功能注释结果
Continued Table 2 Functional annotation of the miRNA target gene of degradation sequencing

“-”表示未知
“-”indicated unknown

谢冬微等：不同发育时期亚麻茎秆中木质素积累相关miRNA及其靶基因的挖掘分析



51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2328·

3校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10 20 30 40

lja-miR397
Lus10027782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10 20 30 40

bdi-miR397b-5p
Lus10017175

0.0

0.5

1.0

1.5

2.0

2.5

0 10 20 30 40

gma-miR396h
Lus10011558

3 讨论

在纺织业、造纸业等工业生产中，木质素是造

成纤维加工废弃物污染，影响纤维品质的主要因素。

木质素是影响植物材料加工利用的主要限制因子。

纤维中木质素含量过高会导致纤维偏硬脆，可纺性

和服用性能差。由于木质素的去除难度大，木质素

含量高则易导致脱胶成本高和工业污染（Vanholme

et al.，2012）。因此，亚麻中木质素含量直接影响亚

麻纤维的品质，直接决定其经济效益（Meagher and

Beecher，2000）。Huis等（2012）将代谢组学和转录

组学相结合对亚麻茎秆的木质部和茎外韧皮纤维部

分的木质化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代谢中间体松柏醇

最终可以产生木质素，但该研究未提及亚麻茎秆木

质素积累过程中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至今，未见

有关调控亚麻茎秆木质素积累的相关miRNA及其

靶基因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对亚麻茎秆不同发育时

期的miRNA转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亚麻

茎秆木质素的积累过程与转录因子MYB、漆酶及生

长素响应因子等编码基因密切相关。该结论推进了

亚麻茎秆木质素积累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为利用生

物技术手段培育低木质素优质纤维亚麻新品种提供

了重要参考。

miR156是一类调控细胞生长的miRNA，其靶基

因SPL10和SPL11能控制细胞分裂（Nodine and Bar-

tel，2010），在胚发育早期（花后10 d）miR156可抑制

SPL10和SPL11基因的表达，阻碍植株生长发育（Pa-

latnik et al.，2003；Wang et al.，2012）。本研究也发

现，ama-miR156在亚麻茎秆发育过程中的相对表达

量呈逐渐下降趋势，且其靶基因Lus10003126在花后

20~40 d的相对表达量明显升高，说明ama-miR156在

亚麻茎秆发育中后期对其靶基因的抑制作用越来越

弱，从而促进茎秆纤维层的正常发育。此外，杨树中

Ptr-miR397a过表达会引起17个漆酶基因的相对表

达量下调，导致木质素含量降低（Lu et al.，2013）；拟

南芥AtmiRNA397b过量表达会致使AtLAC4基因

的相对表达量降低，导致木质素含量降低（Wang et

al.，2014）。本研究中，bdi-miR397b-5p和lja-miR397

图 2 miRNA及其靶基因在亚麻茎秆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模式
Fig.2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each miRNA and their target genes in each stage of flax ste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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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表达量随亚麻茎秆发育呈逐渐升高趋势，

均在花后40 d达最高值，其靶基因Lus10017175和

Lus10027782表达模式恰好相反，整体上呈逐渐降低

趋势，由于这2个靶基因均被注释为漆酶，故推测这

2个miRNA负调控亚麻木质素合成，且在不同物种

中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

本研究中，aly-miR319c-p的相对表达量随亚

麻茎秆发育呈不断下降趋势，其靶基因Lus10008685

被注释为转录因子MYB，相对表达量不断升高。

Shen等（2012，2013）研究发现，柳枝稷中过表达

R2-R3-MYB转录因子基因家族成员PvMYB4，在未

经酸预处理的条件下即可使糖化效率增加300%，

导使纤维素乙醇产量比普通植株提高2.6倍。由于

miR319c-p及其靶基因在植物木质素发育过程中的

作用未见相关研究报道，因此aly-miR319c-p及其靶

基因Lus10008685调控木质素合成的功能是本研究

新发现，但其具体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miR160是植物中一类较重要的miRNA家族，具有组

织特异性表达的特点，能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反馈

调节生长素响应因子的表达，从而影响植株对生长

素的敏感性，进而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Mallory et

al.，2005）。吴书昌（2016）利用深度测序技术发现

miR160在棉花胚珠的发育及纤维起始过程中特

异表达，推测其可能会影响棉花胚珠的发育和纤维

的起始。本研究也发现，随着亚麻茎秆的发育csi-

miR160相对表达量不断下降，其靶基因Lus10021467

的相对表达量不断上升，该靶基因被注释为生长素

响应因子，推测csi-miR160及其靶基因Lus10021467

在亚麻茎秆纤维发育和木质素积累方面扮演重要调

控角色，进一步验证前人的相关研究结果。

虽然在纺织业、造纸业等工业生产中，木质素

是造成纤维加工废弃物污染及影响纤维品质的主要

因素，但木质素在植物组织中具有增强细胞壁及黏

合纤维的作用，对植物的生长起机械支持抗压的作

用。因此，在今后培育低木质素亚麻品种时要充分

利用miRNA及靶基因在亚麻韧皮部（纤维层）特异

表达这一特性进行有目标地降低亚麻韧皮部（纤维

层）的木质素含量，而不影响其植株的抗倒伏性，从

而培育抗倒伏性强、纤维品质好的亚麻新品种。

4 结论

亚麻茎秆木质素的积累过程与转录因子MYB、

漆酶、生长素响应因子等编码基因密切相关，且这些

靶基因可被其相应的miRNA负调控，并参与亚麻茎

秆中木质素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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