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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斯山羊草(Aegilops searsii)α-醇溶蛋白编码基因的克隆及原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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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醇溶蛋白是小麦加工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决定面团的粘性和延展性。根据酸性条件下迁移率的不同，
可将醇溶蛋白分为α-，β-，γ-，ω-醇溶蛋白。α-醇溶蛋白占贮藏蛋白的 15%～30%，是含量最丰富的一类贮藏蛋白，
同时，α-醇溶蛋白中含有一些致敏性的毒性多肽。克隆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基因，并进行序列分析，通过构建原
核表达载体，使其在大肠杆菌中诱导表达融合蛋白，并通过切胶纯化法，获得纯度较高的目的蛋白。根据α-醇溶蛋白
基因编码区保守序列设计引物，通过 PCR 扩增克隆得到α-醇溶蛋白基因并进行序列分析。将目的基因 KC421089 连
到表达载体 pEASY-E1 上，在大肠杆菌 BL21（DE3）中经 IPTG 诱导表达，获得表达的融合蛋白。通过切胶纯化法，
获得纯度较高的目的蛋白。从小麦近缘植物西尔斯山羊草（Aegilops searsii）中首次克隆了 7 个α-醇溶蛋白编码基因，
它们的编码区长度分布在 849～954 bp 之间，可编码 282～317 个氨基酸。通过与已发表的其它物种的α-醇溶蛋白氨
基酸序列进行多重比对分析，发现这些基因都具有α-醇溶蛋白编码基因典型的结构特点，同时还存在着碱基的缺失、
插入以及 SNPs。在克隆目的基因的基础上，本研究还通过大肠杆菌体外表达和切胶纯化方法，获得了纯度较高的目
的蛋白，实现了该基因的表达。克隆了 7 个α-醇溶蛋白基因序列，登录号为 KC421089 的基因可在原核系统中成功表
达，并通过切胶纯化法获得目的蛋白，为进一步利用西尔斯山羊草改良小麦加工品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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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iadins are the major influence factors of wheat processing quality, which determine dough exten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by acidic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gliadin can be separated into α-，β-，γ- and
ω-gliadin. Among them, α-gliadins are the most abundant and accounted for 15%～30% of the wheat storage proteins. On the
other hand, α-gliadins can cause different disease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at cloning and analyzing the α-gliadin genes
from Aegilops searsii, expressing it in E.coli and obtaining high purified proteins. The α-gliadin genes were amplified by
PCR and then inserted the gene KC421089 into pEASY-E1. The recombinant plasmids were expressed in the E.coli
BL21(DE3) and then the purified proteins were obtained by cutting the gel slices. Seven novel α-gliadin genes were cloned
from Aegilops searsii. Their length of the open reading frames ranged from 849-954bp, encoding the putative proteins with
282-317 amino acid residues, respectively. A BLAST search showed that these sequences have the typical structure of
α-gliadin genes and SNPs and In/Dels. Moreover, the target proteins were expressed by E. coli and highly purified proteins
were obtained by cutting the gel slices. Seven novel α-gliadin genes were cloned from Aegilops searsii, and the gene
KC421089 were expressed by E. coli and highly purified proteins were obtained by cutting the gel slices. This study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wheat quality improvement.
Keywords: α-gliadin; Aegilops searsii; Sequence analysis; prokaryotic expression

醇溶蛋白是小麦种子中的主要贮藏蛋白之一，约占小麦胚乳贮藏蛋白总量的 50%～60%[1]，是影
响小麦加工品质的重要因素。在酸性电泳中，根据迁移率大小可将其分为α-，β-，γ-，ω-醇溶蛋白[2,3]。
其中，α-醇溶蛋白占小麦籽粒总蛋白的 15～30%[4-6]，平均分子量为 31 kD，主要由位于第六同源染
色体群短臂上的 Gli-2（Gli-A2，Gli-B2 和 Gli-D2）位点控制[7]。
乳糜泻(Celiac disease, CD)又称为小麦麸质过敏，是小麦诱发的一种特殊过敏症状，临床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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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黏膜损害和继发性吸收不良并伴有顽固腹泻、体重下降、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症、贫血、乏力、
手足抽搐等症状，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8]。α-醇溶蛋白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中含有能够诱
发 CD 的毒性多肽序列，这些多肽序列与病人的 T 细胞结合会产生小肠粘膜损伤和吸收不良症状。
朱西平等根据推导氨基酸序列所具有的四种 CD 多肽结构，对普通小麦品种中克隆的α-醇溶蛋白基
因进行染色体定位，并用中国缺-四体对该染色体定位方法进行验证[9]。目前，对普通小麦中 CD 多
肽的研究已有些报道，并确认了一系列的毒性多肽，但是关于二倍体材料中 CD 抗原多肽的研究还
相对较少。
对基因功能研究的方法主要有转基因、体外表达、基因沉默等。原核表达是一种重要的体外表
达模式，在基因功能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laudia 等[10]和 Ferrante 等[11]利用 E. coli 表达系统实
现了普通小麦γ-醇溶蛋白基因的原核表达，并通过体外掺粉实验对表达产物进行了体外功能验证。
由于α-醇溶蛋白序列具有较高的多态性，对蛋白的纯化及表达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对其进
行体外功能鉴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西尔斯山羊草是小麦近缘种，是小麦育种改良的重要资源，本研究旨在从西尔斯山羊草中克隆
出α-醇溶蛋白的编码基因，并通过原核表达初步验证该基因功能，为今后进一步利用西尔斯山羊草
改良小麦面粉加工品质奠定分子基础。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
西尔斯山羊草 Y2131（Aegilops searsii, SsSs, 2n=2x=14），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

1.2

基因组 DNA 提取
[12]

采用 CTAB 法从西尔斯山羊草的幼叶中进行植物总 DNA 的提取
1.3

。

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根 据 GenB ank 公 布 的 α- 醇 溶 蛋 白 基 因 的 保 守 序 列 ， 设 计 引 物 扩 增 编 码 区 全 长 ，
引 物 序 列 为 ，P1 ：5’- ATG AAG ACC TTT CTC ATC CTT G-3’ ，P2：5’-TCA GTT RGT ACC RAA
GAT GCC-3’ 。利用在线软件 http://web.expasy.org/translate/进行氨基酸的翻译，并利用 MEGA 5.0 软
件进行系统发育树的构建；同时，在利用 DNAMAN 软件进行序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辨识 CD 毒
性多肽的识别区域（参照朱西平等的方法进行[8]）。
1.4

原核表达与纯化

根据目的基因的完整编码区，设计一对引物扩增不含有信号肽编码序列的 ORF，引物序列为，
P3：5’-GCA GTT AGA GTT CCA GTG CCA-3’ ，P4：5’ -TCA GTT RGT ACC RAA GAT GCC-3’ ，
将目的片段回收纯化后连接到 pEASY-E1 载体上，转化至 Trans1-T1 感受态细胞中，并进行菌液测
序。对测序正确的菌液进一步提取质粒 DNA，并将重组质粒转化到大肠杆菌 BL21(DE3)感受态细胞
中，挑取单克隆，经菌落 PCR 验证正确后进行诱导表达，然后通过切胶纯化法得到目的蛋白[13,14]。

2
2.1

结果与分析
α-醇溶蛋白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利用一对保守引物 P1 和 P2，对西尔斯山羊草基因组 DNA 进行扩增，得到约 1000 bp 左右的目
的条带（图 1），经测序共获得 7 个基因，通过在 Genbank 中的在线搜索，结果显示它们与已知的

图 1 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基因的 PCR 扩增
Fig.1 PCR amplification of the α-gliadin gene from Aegilops searsii
M: DL2000; 1: Y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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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醇溶蛋白基因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同时与已报道的基因在序列上存在一定差异，表明本试验得到
的α-醇溶蛋白编码基因均为新的α-醇溶蛋白基因。随后，将这些基因序列提交至 Genbank（登录号：
KC421084-KC421090）。对核苷酸序列编码的氨基酸序列分析发现核苷酸序列长度为 849-954 bp（表
1），编码氨基酸数目为 282～317 个，等电点具有较高的多态性。通过与已发表的α-醇溶蛋白序列
进行多重比对分析（图 2），这些基因都具有α-醇溶蛋白编码基因典型的结构特点[15]，并且都具有 6
个半胱氨酸残基，同时还存在着碱基的缺失、插入以及 SNPs。
序列号
Genbank No.
KC421084
KC421085
KC421086
KC421087
KC421088
KC421089
KC421090

表 1 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的特征分析
Table 1 Characterization of 7 novel α-gliadin from Aegilops searsii
序列长度(bp)
氨基酸数目
分子量（KD）
Length of gene (bp) Deduced amino acids Molecular weight (KD)
849
282
32.40
954
317
36.57
909
302
34.82
900
299
34.33
936
311
35.56
849
282
32.41
924
307
35.07

等电点（pI）
pI
7.64
8.56
7.65
7.61
8.24
7.64
8.24

图 2 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基因序列与斯卑尔脱小麦的 AJ130948，
圆锥小麦的 DQ140351，栽培一粒小麦的 DQ401698 的推导氨基酸序列比较
注:△表示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方框中的序列为 glia-α毒性多肽

Fig.2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Aegilops searsii α-gliadin genes compared with Triticum spelta derived sequence
AJ130948; Triticum turgidum derived sequence DQ140351 and Triticum monococcum derived sequence DQ401698
Note:△ represents conserved cysteine residues. The boxed letters are glia-α toxic epitope

2.2

CD 毒性多肽的识别与分析

研究表明，在α-醇溶蛋白中共含有 4 种毒性多肽，分别为 glia-α9，glia-α20，glia-α，glia-α2，它
们的分布存在基因组特异性。A 基因组编码的α-醇溶蛋白含有 glia-α9 和 glia-α20，B 基因组编码的
α-醇溶蛋白不含有或者仅含有 glia-α，而来源于 D 基因组编码的α-醇溶蛋白含有三种或者全部 4 种毒
性多肽[6]。对本实验中获得的α-醇溶蛋白的毒性多肽进行分析，发现它们都只含有 glia-α毒性多肽（表
2），符合 B 染色体编码的α-醇溶蛋白的特征。
表 2 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具有的 T 细胞抗原表位数量及类型
Table 2 Number and type of the four T cell stimulatory toxic epitopes in the α-gliadin from Aegilops searsii
Genbank No.
glia-α
glia-α2
glia-α9
glia-α20
KC421084
1
0
0
0
KC421085
1
0
0
0
KC421086
1
0
0
0
KC421087
1
0
0
0
KC421088
1
0
0
0
KC421089
1
0
0
0
KC421090
1
0
0
0

2.3

α-醇溶蛋白聚类分析

将克隆得到的核苷酸序列和 Genbank 中具有α-醇溶蛋白完整编码阅读框的序列进行同源比对，
构建 Neighbor-joining 树（图 3）。结果显示，共形成了 4 个大的分支，分别是 A 基因组、D 基因组、
Ss 基因组和 B 基因组编码的α-醇溶蛋白基因。其中，有两个 Ss 基因组基因和 D 基因组基因亲缘关系
较近，此外，大多数来源于 Ss 基因组的α-醇溶蛋白与来源于小麦 B 基因组的α-醇溶蛋白亲缘关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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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近，但是，二者却位于两个不同的分支。

图 3 α-醇溶蛋白基因的系统进化分析
Fig.3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α-gliadin genes.

2.4

基因的诱导表达与检测

将登录号为 KC421089 的重组质粒转入宿主菌 BL21(DE3)中，挑取单克隆培养，培养物按一定
比例接种于选择培养基，当 OD600 达到 0.6 时，加入 IPTG 诱导剂，然后在 37 °C 条件下诱导表达 10
h。用蛋白提取液提取总蛋白进行 SDS-PAGE 检测，结果表明，在 18.8～35KD 之间有一条诱导出的
明显的蛋白条带，与预测的蛋白分子量大小基本吻合。随后将其进行切胶纯化，得到纯度较高的目
的蛋白（图 4）。目的蛋白的成功诱导表达及纯化，为研究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基因对小麦加工
品质的效应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 4 诱导表达产物和纯化产物的 SDS-PAGE 鉴定分析
注: 1:未诱导的 BL21(DE3);2:诱导后的 BL21(DE3);3:未诱导的转化空载体的菌株;4:诱导的转化空载体的菌株;
5:Marker;6:转化重组质粒后未经诱导的菌株;7:转化重组质粒经诱导的菌株;8:纯化的目的蛋白

Fig.4 Analysis of expressed and purified proteins by SDS-PAGE
Note: 1: Protein of BL21(DE3) without induction; 2: Protein of BL21(DE3) induced by IPTG; 3: BL21(DE3) with pEASY-E1 without induction; 4:
BL21(DE3) with pEASY-E1 induced by IPTG; 5: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6: Protein of recombinant plasmid without induction; 7: Protein of
recombinant plasmid induced by IPTG; 8: Purified protein.

3

讨 论

小麦面筋中常常含有对乳糜泻病人具有毒性的多肽，这些多肽通过激活人体内免疫系统的 T 细
胞，使人体产生一定的炎症，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目前，对预防 CD 的最有效措施是严格避免摄
入含致敏源的食品。前人研究表明，面筋中含有的 CD 毒性多肽的种类和数量越多，CD 的发病率也
越高[16]。Van Herpen 等人研究表明，在小麦 B 基因组中克隆到的α-醇溶蛋白基因序列一般不含有毒
性多肽[6]，而在本实验中克隆获得的来源于 Ss 基因组的序列都含有 glia-α毒性多肽，α-醇溶蛋白中的
毒性多肽在 Ss 基因组和小麦 B 基因组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利用该材料进行小麦新品种培育时，
应避免含有毒性多肽α-醇溶蛋白的引入。
前人研究表明，乌拉尔图小麦是小麦 A 基因组的供体，粗山羊草是小麦 D 基因组的供体[17]，而
关于小麦 B 基因组的供体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拟斯卑尔脱山羊草单独或与其近缘植物共同作
为小麦 B 基因组的供体[15]。本研究结果表明，栽培一粒小麦和乌拉尔图小麦亲缘关系较近，粗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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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与小麦 D 基因组亲缘关系较近，而来源于西尔斯山羊草的α-醇溶蛋白与来源于小麦 B 基因组的α醇溶蛋白尽管表现出一定的同源性，但却分布在两个不同的分支（图 3），说明 Ss 基因组可能没有
参与小麦 B 基因组的进化过程。
蛋白的体外表达为小麦种子贮藏蛋白的功能研究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11]。蛋白体外掺粉实验需
要将外源的醇溶蛋白添加到基础面粉中，然后用揉混仪进行测定即可得知其对小麦品质的影响，为
研究醇溶蛋白对面粉加工品质的影响提供了更快速、更简便的途径。目前，虽然通过克隆获得了大
量的醇溶蛋白基因，但是对其进行功能验证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大肠杆菌原核表达以及
切胶纯化的方法，获得了纯度较高的目的蛋白，初步实现该目的基因的表达，所获得的表达产物可
用于后续的体外掺粉实验，验证其对面粉加工品质的影响。

4
4.1

结 论
α-醇溶蛋白基因的克隆和序列分析

本 研 究 首 次 从 西 尔 斯 山 羊 草 中 克 隆 得 到 7 个 α- 醇 溶 蛋 白 基 因 ， 登 录 号 分 别 为
KC421084-KC421090；序列分析表明，这 7 个基因序列都具有α-醇溶蛋白基因家族的结构特征，并
且都含有 6 个半胱氨酸残基（图 2），系统进化分析表明，栽培一粒小麦和乌拉尔图小麦亲缘关系
较近，粗山羊草与小麦 D 基因组亲缘关系较近，而来源于西尔斯山羊草的α-醇溶蛋白与来源于小麦
B 基因组的α-醇溶蛋白尽管表现出一定的同源性，但却分布在两个不同的分支。
4.2

α-醇溶蛋白基因的原核表达

将登录号为 KC421089 的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基因与原核表达载体连接，并成功地在大肠
杆菌中实现了表达，获得了与理论值相符的融合蛋白。此外，本实验还通过切胶纯化法获得了纯度
较高的目的蛋白，对研究西尔斯山羊草α-醇溶蛋白基因的品质效应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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