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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短柄草进行 TaWRKY2 的抗赤霉病功能分析
郭秀秀,王 亮,苏培森,虞光辉,葛文扬,王宏伟,李宪彬,孔令让,李安飞*
山东农业大学 农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赤霉病是小麦的重要病害，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但由于小麦遗传转化较难，其抗病机制的研究一直
进展缓慢。短柄草作为单子叶模式植物，在生长特性和遗传研究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本研究首先明确了短柄草穗
部赤霉病发生的最适条件为：温度 28°C，相对湿度 75%。比较小麦 Apogee 抗、感赤霉病近等基因系受赤霉菌诱导
的表达谱，在抗病材料中克隆到一个特异表达的基因并命名为 TaWRKY2。利用农杆菌介导的方法将 TaWRKY2 基因
转入短柄草 Bd21 中，通过穗部接菌鉴定和叶片离体鉴定的方法对转基因植株进行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与受体
Bd21 相比，转基因短柄草植株的穗部和叶片赤霉病抗性均增强。作为 SA 信号路径下游的基因，TaWRKY2 可能通过
介导水杨酸路径下游病程相关蛋白基因（Pathogenesis related gene，PR 基因）的表达，参与抗赤霉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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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nalysis of TaWRKY2 Involved in Fusarium Head
Blight Resistance Using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GUO Xiu-xiu, WANG Liang, SU Pei-sen, YU Guang-hui, GE Wen-yang,
WANG Hong-wei, LI Xian-bin, KONG Ling-rang, LI An-fei*
College of Agronomy/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Fusarium head blight (FHB) is an important disease of wheat, which affects the quality and yield of wheat
seriously. However,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genetic transformation of wheat, the progress is slow in the research of FHB
disease resistance mechanism. As a model of monocot plants,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research.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FHB evaluation on B. distachyon, with
the optimal conditions at 28 °C and humidity of 75%.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we cloned a
specific gene from FHB-resistant near-isogenic line of Apogge induced by Fusahum graminearum, and it was designated as
TaWRKY2 and overexpressed in B. distachyonof Bd21 subsequent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nsgenic B. distachyon
exhibited stronger resistance to FHB both on spike and detached leaf. As a downstream transcription factor of SA signaling,
TaWRKY2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resistance to scab by medi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athogenesis related protein
genes.
Keywords: Fusarium head blight;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TaWRKY2

赤霉病(Fusahum graminearum)是小麦的主要病害之一，严重时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感染
赤霉病的小麦会产生多种真菌毒素，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近年来，中国黄淮麦区和关中麦区赤
霉病的发生也日趋严重。2012 年，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小麦赤霉病大爆发，对小麦生产造成了
严重损失[1,2]。尽管化学防治能够减轻赤霉病危害，但培育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仍是控制和减小赤霉
病危害的最安全、有效的措施。目前，传统的杂交育种是选育小麦抗赤霉病新品种的有效途径，在
提高小麦的抗病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但是，由于赤霉病抗源非常少，通过传统育种的方法
很难在赤霉病育种工作中取得突破。随着基因工程和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利用转基因技术创
制抗病种质材料的方法应运而生[4]。但是，小麦作为异源六倍体作物基因组复杂，而且作为单子叶
植物其遗传转化的效率很低并且稳定性差。此外，小麦转基因带来的安全问题以及人们对于转基因
技术认识的局限也限制了小麦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短柄草因其具有植株矮小、自交可育、生活周期
短、生长条件简单、再生能力强和转化效率高等优点[5,6]，已成为单子叶植物研究基因功能的最理想
的模式植物。更为重要的是，其全基因组测序已经于 2010 年完成[7]。Peraldi 等[8]认为短柄草可以用
来研究小麦赤霉病，但其并没有研究其发病条件，其穗部接种禾谷镰刀菌后，如果条件不合适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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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菌丝迅速生长并包裹整个接菌小穗，尚不能应用到小麦赤霉病 II 型抗性的研究上。所以，利用短
柄草研究小麦赤霉病体系亟待建立。
WRKY 家族是近年来发现的植物所特有的一种新型锌指类转录因子。因其 N 端含有一个由 7 个
氨基酸 WRKYGQK 组成的高度保守区得名[9]。WRKY 转录因子的主要生物学功能是调控植物的逆境
防卫反应及其信号转导途径的建立[10-12]。在拟南芥中，对 72 个 AtWRKY 基因的功能分析表明，其中
的 49 个基因响应了植物细菌性病原体的入侵和水杨酸的处理，4 个基因在植物组织中被脱落酸诱导
[13]
；此外，拟南芥中的抗性基因 AtRRS1 是典型的 WRKY52 蛋白，对植物病原青枯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有明显抗性[14]，有研究表明 AtWRKY22 和 AtWRKY29 作为 MAPK 通路中重要的下游组
成成分，可以提高拟南芥对真菌和细菌的抗性[15]。Birkenbihl 等[16]通过研究拟南芥 AtWRKY33 基因
的突变体，发现 AtWRKY33 基因通过调节水杨酸、茉莉酸信号转导途径和基因表达来抵抗灰霉菌的
侵染。通过对水稻中的 45 个 WRKY 转录因子在不同生物胁迫下表达情况的研究发现：当稻瘟病病
菌侵染水稻植株时有 15 个转录因子响应表达，其中有 12 个转录因子在细菌诱导水稻植株时出现了
上调表达的情况；另有研究表明粳稻亚种中的 OsWRKY45-1 和籼稻亚种中的 OsWRKY45-2，在水稻
中过量表达可以提高水稻抵抗真菌病原体侵染的能力，对于抵抗水稻白叶枯病也有一定的作用[17]。
小麦中对 WRKY 基因的研究发现 TaWRKY34 基因可能与小麦抗白粉病有关[18]，苟璐璐[19]也报道在条
锈菌诱导下，WRKY 转录因子的表达量发生变化。
本课题组研究发现，TaWRKY2 基因可以响应禾谷镰刀菌的诱导，推测该基因可能与提高小麦的
赤霉病抗性有关。本研究从小麦 Apogee 抗、感赤霉病近等基因系中克隆得到一个在抗病品种中特异
表达的基因 TaWRKY2，通过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的方法将其转到短柄草 Bd21 中，获得转基因短
柄草植株，得到转基因纯系后进行赤霉病抗性鉴定，研究了 TaWRKY2 基因的功能，以期为小麦抗赤
霉病分子育种提供有效的候选基因。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用到的植物材料：小麦赤霉病感、抗近等基因系 Apogee/Apogee73S2 由美国农业部 D.
Garvin 惠赠，短柄草品种 Bd21 由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吴佳洁博士提供。所用的禾谷镰刀菌菌株由山
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梁元纯教授惠赠；农杆菌菌株 AGL1 为本实验室保存；过表达载体为改造
的 pCAMBIA1300，由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安海龙教授惠赠。
1.2

实验方法

1.2.1 短柄草抗赤霉病体系建立 Peraldi 等认为短柄草可以与禾谷镰刀菌产生相互作用，但是并没有
探索短柄草接种赤霉菌后的发病条件，使得接菌小穗菌丝迅速生长并包裹整个穗部，难以应用到实
际的研究中。本实验设立了 2 个不同的温度条件分别为 25 °C 和 28 °C，3 个不同的相对湿度环境分
别为 40%、75%和 95%以上。
1.2.2 TaWRKY2 基因克隆及载体构建 分析禾谷镰刀菌处理 72 h 后的感、抗赤霉病近等基因系颖壳的
表达谱差异，得到一个在抗病材料中特异表达的基因片段，通过检索小麦基因组数据库
(http://wheat-urgi.versailles.inra.fr/) 得其完整 cDNA 序列信息，根据其 cDNA 序列设计特异引物（表
1），以禾谷镰刀菌处理 72 h 抗病材料 cDNA 为模板进行扩增。PCR 产物用 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并用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PCR 产物，将回收产物与 pMD18-T 载体连接，转入大肠杆菌，进行菌落 PCR
验证后挑取阳性单克隆测序。
用分别含有 KpnI 和 Spel 酶切位点的引物 TaWRKY2-F/R 扩增 pMD18-TaWRKY2 质粒，PCR 产
物经电泳检测后回收备用。提取短柄草遗传转化载体 pCAMBIA1300-sGFP，分别用 KpnⅠ和 Spel 对
pCAMBIA1300-sGFP 转化载体和上述 PCR 回收产物进行双酶切，回收载体片段和目的基因片段，连
接并转化 DH5α感受态细胞，阳性克隆提取质粒，转化 AGL1 农杆菌感受态细胞，菌液 PCR 鉴定阳
性克隆。
基因
Genes
TaWRKY2

表 1 引物列表
Table1 List of primer sequences
PCR 产物长度/bp
引物序列（5'→3'）
PCR product length
Primer sequences
F:TTTTGGTACCTCTGGTTCTTTCGGTGTGTTCCTC
2034
R:GGTTACTAGTCCGTCCTCTGCATTCTTTGCT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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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TaWRKY2 转基因短柄草植株的获得 取短柄草幼嫩的种子，用 23 mL10%次氯酸钠和 27 mL 无
菌水灭菌 5 min，然后用无菌水冲洗 35 次，取出幼胚，幼胚盾片向上接种在愈伤诱导培养基(CIM)
上[20]。将取出的幼胚于 28 °C 下暗培养 4 周诱导愈伤组织，愈伤组织经过 2 次继代后侵染，侵染后
的愈伤经过 2 次筛选进入分化阶段，每次筛选时长为 2 周，30 d 后进行壮苗，长出根后可以移栽到
基质中。进入分化阶段以后培养条件由原来的暗培养变为光照培养，光周期为 16 h 光照/8 h 黑暗。
1.2.4 转 TaWRKY2 基因短柄草检测 首先通过 PCR 检测以确定外源的 TaWRKY2 基因是否已整合到短
柄草的基因组中，扩增引物序列见表 1。然后通过观察报告基因绿色荧光蛋白的表达情况确定外源
TaWRKY2 在短柄草转基因株系中的表达情况。
1.2.5 转 TaWRKY2 短柄草的抗赤霉病功能鉴定 转 TaWRKY2 短柄草植株的抗赤霉病鉴定是通过类似
小麦的单花滴注接种方法和叶片离体培养的方法进行的。
转基因短柄草穗部接菌鉴定主要是参考小麦穗部接菌的方法[21]。短柄草穗部赤霉病鉴定通过选
取尚未开花的短柄草小穗，选取倒数第二或第三个小花进行标记并接种赤霉菌，每个小花接种 2.5 μL
赤霉菌菌液(菌液的浓度为 5-10×105 个孢子/mL)。接种后套袋保湿，3 d 后摘袋并开始记录表型变化。
短柄草叶片离体培养的培养方法参考 Chen 等[22,23]，在直径 9 cm 的玻璃培养皿中倒入 1%的琼脂
培养基，待凝固后切除中间宽 3 cm 的培养基待用。剪取 3 个不同转基因株系和野生型 Bd21 的幼嫩
的叶片，每份材料取 6 片叶子，叶长大约 5 cm，用 1 mL 的枪头在叶片近轴面的中间轻轻制造一个
大小一致的接种点。把离体叶片的两端插入培养基里，并用培养基块压住切口。在伤口处接种 2 μL
浓度为每亳升 1×106 个禾谷镰刀菌分生孢子的菌
液，封口膜封口，置于光照培养箱（24 °C 16 h/20 °C
8 h），5 d 后观察发病症状，并进行台盼蓝染色。

2
2.1

结果与分析
短柄草抗赤霉病体系建立

通过调整短柄草穗部与禾谷镰刀菌互作的条
件，发现在温度为 28 °C，相对湿度 75%的条件下
短柄草的接菌穗可以在 10 d 内完全延展，但不至
于菌丝过量生长（如图 1），此条件可以满 图 1 短柄草 Bd21 穗部接种赤霉菌后 3 d、7 d 和 10 d 后的发病情况
足短柄草穗部的赤霉病抗性鉴定。
Fig.1 The incidence of 3 days, 7 days and 10 days after inoculation
2.2

TaWRKY2 基因克隆及载体构建

with Fusahum graminearum in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Bd21

通过分析小麦赤霉病感、抗近等基因系 Apogee/Apogee73S2 表达谱数据得到了在接种禾谷镰刀
菌的条件下特异表达的基因 TaWRKY2，其可能与小麦赤霉病抗性相关。利用 qRT-PCR 对该基因在
近等基因系 Apogee/Apogee73S2 中的表达模式分析，表明禾谷镰刀菌处理下 TaWRKY2 基因在 Apogee
中的表达量略有上升，而在 Apogee73S2 中的表达量有较显著的增加，其表达量的变化见图 2。

图 2 赤霉病诱导下 TaWRKY2 在感、抗近等基因系 Apogee/Apogee73S2 中的表达模式
Fig.2 Expression patterns of TaWRKY2 in near-isogenetic lines Apogee/Apogee73S2 induced by Fusahum graminearum

将克隆得到的 TaWRKY2 基因连接到 PMD19-T 载体上，测序正确后亚克隆至表达载体，该表达
载体含有 2 个报告基因，分别为潮霉素 hptⅡ筛选标记和 GFP 绿色荧光标记。然后通过冻融法将构建
好的表达载体转入农杆菌 AGL1 感受态，经过菌落 PCR 验证阳性克隆后加入 40%甘油(v/v)，存入
-80 °C 待用。
2.3

TaWRKY2 基因短柄草的遗传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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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 TaWRKY2 的遗传转化所用的愈伤组织是 2013 年 10 月 27 日剥取的幼胚诱导产生的。
本实验剥取 43 个短柄草的幼胚，经过 4 周的培养，诱导得到 10 个胚性愈伤，经过第一次继代得到
367 个胚性愈伤，2 周后进行第二次继代，得到 1442 个胚性愈伤。选取 80 个胚性愈伤进行 TaWRKY2
的农杆菌侵染转化，得到 27 株转基因阳性植株。现将组织培养的数据列于表 2。
基因名称
Gene
TaWRKY2

2.4

表 2 短柄草侵染转化数据统计表
Table 2 Data statistics of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infection transformation
幼胚个数
愈伤个数 愈伤诱导率 抗性愈伤数 侵染愈伤数 筛选愈伤个数 阳性苗数 转化率
Rataria
Callus
Induction Anti-callus
Infection
Screening
Positive Conversion
43
10
23.3%
1442
80
78
27
33.75%

转 TaWRKY2 基因短柄草检测

转基因苗 DNA 水平的鉴定：将组培得到的抗性短柄草植株剪取叶片，用 SDS 法提取 DNA，经
过 PCR 检测目的基因，PCR 鉴定以短柄草基因组 DNA 为模板扩增目的基因，然后用 1%的琼脂糖
凝胶电泳，鉴定得到 27 株阳性植株，结果见图 3A。
转基因短柄草的表达鉴定：将转基因短柄草 T0 代种子在滤纸上发芽，发芽 3 天后在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胚芽鞘的绿色荧光表达情况，有绿色荧光的表达则说明该基因已成功转移到短柄草植株中，
并能够成功表达，结果见图 3B。

图 3A T0 代转基因短柄草植株的 PCR 检测结果
Fig.3A Identification of transgenic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1-8：转基因植株；9：野生型；10：阳性对照；11：阴性水对照；M:Maker。
1-8 Transgenic plants;9 Wild type; 10 Positive control；11 PCR product of negative control of ddH2O; M:Maker.

图 3B T1 代转基因植株的荧光检测
Fig.3B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T1 generation transgenic plants

A 图是正常光下胚芽鞘部分的图像，B 图是绿色荧光下胚芽鞘部分的图像；W 是野生型；T 是转基因型。
A Under normal light; B Under green fluorescence; W: Wild type; T: Transgenic type.

2.5

转 TaWRKY2 基因短柄草的抗赤霉病能力鉴定

短柄草转基因植株抗赤霉病鉴定主要由穗部接菌鉴定和幼苗离体叶片接种鉴定两个方面进行，
均参照小麦的赤霉病鉴定方法进行。
短柄草的穗部接菌鉴定，采用单花滴注法接菌 3 d 后摘袋，从第 4 d 开始记录短柄草发病情况并
统计野生型对照和转基因短柄草植株接菌后的延展情况，如图 4A。延展率是指发病小穗数与总小穗
数的比值。相比野生型，转基因短柄草小穗延展率降低，说明 TaWRKY2 可以提高短柄草穗部对赤霉
菌的抗性（图 4B）。

A

B

图 4A 短柄草穗部接种赤霉菌的发病情况
Fig.4A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incidence of ear inoculation of Fusahum graminearum
图 4B 转 TaWRKY2 基因短柄草后代穗部赤霉病抗性鉴定
Fig.4B Identification of resistance to Fusarium head blight in transgenic plants with TaWRKY2

叶片离体培养大约 5 d 后观察赤霉菌的侵染情况，并拍照记录，如图 5A。然后用台盼蓝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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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色后测量坏死斑的大小，结果表明，相比于野生型短柄草叶片转基因短柄草叶片的坏死斑明显较
小，说明 TaWRKY2 对短柄草叶片感染赤霉菌也有一定的抗性见图 5B。

图 5 转 TaWRKY2 基因短柄草叶片离体抗赤霉病鉴定
Fig.5 Phenotypes of detached leaves of transgenic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with gene TaWRKY2
against Fusahum graminearum infection

A：野生型短柄草和转 TaWRKY2 基因型短柄草离体叶片在接种赤霉菌 5 d 后的发病表型；B 野生型和转基因植株叶片坏死斑平均长度。
A. The isolated leaves of wild type and transgenic TaWRKY2 gene B. distachyon were inoculated with F. graminearum and the phenotypes were
checked 5 days later; B. Average length of leaf necrosis spot in wild type and transgenic plants.

3

讨 论

Peraldi[8]等研究了赤霉病在短柄草中的发病过程和机理，发现禾谷镰刀菌与短柄草穗部存在互
作，但利用短柄草研究小麦赤霉病的可行性尚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首先以二穗短柄草 Bd21 为材料，
探索了其穗部进行赤霉病抗性鉴定的适宜条件。发现短柄草 Bd21 在室温条件下具有较强 II 型抗性，
单花滴注法接种禾谷镰刀菌两周后，禾谷镰刀菌的菌丝仍然很难通过穗轴延展到邻近的小穗，抗赤
霉病相关基因的抗病性鉴定仍存在较大的难度。但在温度为 28°C，相对湿度为 75%的条件下，禾谷
镰刀菌可以通过穗轴侵染其邻近的小穗，发病过程与小麦中类似，因此，外界条件是影响短柄草抗
赤霉病鉴定的重要因素。
SA、JA 和乙烯作为植物抗病防卫基本信号通路的 3 种信号分子，在抵御环境胁迫应答过程中都
起着重要作用。禾谷镰刀菌的侵染机制非常复杂，在侵染初期属于寄生型，48 小时后转为腐生型侵
染，目前，小麦通过信号转导抗病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早在 2006 年 Makandar 等[24]报道在小麦中
过表达来自拟南芥的 AtNPR1 基因时，转基因小麦对赤霉病的抗性有所提高，而 NPR1 基因是 SA 信
号路径的关键因子，WRKY 转录因子位于 SA 信号路径中 NPR1 基因的下游。由于一个转录因子的
过量表达能够激活下游多个抗逆基因的表达，从而获得具有综合抗逆能力的转基因植株，所以转录
因子在小麦抗逆方面的应用具有更高的价值。其中 WRKY 转录因子能够与下游基因结合调控植物的
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己经成为作物改良的重要研究内容[25]。
本研究利用 Apogee 抗、感赤霉病近等基因系，发现了一个在抗病材料中特异表达的 WRKY 基
因，暗示了该基因很可能参与了小麦赤霉病的抗病性过程。过量表达该基因的短柄草转基因植株无
论是穗部还是叶片都表现出较强的的赤霉病抗性，这说明利用短柄草进行赤霉病抗性分析是可行的，
而该基因在小麦中的赤霉病抗病能力需要进一步验证。Ding 等[26]利用转录组和蛋白组学研究小麦禾谷镰刀菌互作的结果推测，在禾谷镰刀菌侵染前期水杨酸信号路径可能扮演重要角色，而当其侵
染机制转换成腐生阶段时，小麦茉莉酸通路可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本研究中荧光定量显示该基
因随禾谷镰刀菌侵染主要在后期诱导表达，表明 TaWRKY2 可能在侵染后期发挥作用，因此该基因如
何受水杨酸和茉莉酸交叉调控还需进一步研究。另外，Gao 等[27]报道将拟南芥中克隆得到的 AtNPR1
基因导入小麦后发现转基因小麦的叶片和穗部与禾谷镰刀菌作用时表现出了相反的表型，但本研究
中并未发现这一点。本研究通过同源克隆技术得到了在小麦感、抗赤霉病材料中差异表达的
TaWRKY2 基因，通过在二穗短柄草中的过量表达该基因，提高了短柄草对赤霉病的抗性。

4

结 论

本研究初步建立了利用短柄草鉴定小麦穗部赤霉病抗性体系，明确了最适的发病条件为：温度
28°C，相对湿度 75%。本研究利用 Apogee 抗、感赤霉病近等基因系，从小麦抗病材料 Apogee 中克
隆得到一个差异表达的基因 TaWRKY2。该基因在短柄草中过量表达后发现其穗部和离体叶片均比受
体对照表现出更强的赤霉病抗性，说明该基因可能参与小麦抗赤霉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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