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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棉花纤维细胞生长过程中袁有多种蛋白质参与纤维素的合成袁为了深入研究这些蛋白质的功能袁制备它
们的抗体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研究分别用化学合成多肽和原核表达蛋白制备的可溶性蛋白尧可复性包涵体以及
包涵体颗粒作为抗原袁 制备了棉花纤维素合酶 CESA1尧CESA2 和 SUSY1尧茁-1,4-glucanase尧茁-1,3-glucanase 和
Callose synthase 的抗体遥 结果表明袁化学合成多肽和原核表达蛋白均可用于抗体制备袁制得的抗体可用于棉花
纤维素合成相关蛋白的检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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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on fibers are single-celled seeds almost entirely constructed of cellulose, thus serving as model plants for cellulose

synthesis. Previous research has reported that CESA1, CESA2, CESA3, SUSY1, 茁-1,4-glucanase, 茁-1,3-glucanase, callose syn-

thase and other proteins have very important functions during cellulose synthesis.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se proteins act, antibody preparation is necessary. Here we prepared the CESA2 and CESA3 antigens by chemical synthesis,
and the other antigens by prokaryotic expression. The CESA1 antigen is a solute recombinant protein; the SUSY1 antigen is a
recombinant and refolded inclusion body; 茁-1,4-glucanase, 茁-1,3-glucanase, and callose synthase antigens are fold inclusion

bodies. All the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ll the antibod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ESA3, can be used to check the target protei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lusion bodies can be directly used as the antigen for
antibody preparation.
cotton; cellulose synthase; antibody

植物纤维素是由原生质膜上纤维素合酶复
合体合成的袁复合体以多种纤维素合酶渊Cellulose

UDP-G 是纤维素合成的底物袁SUSY 的主要功能
是将蔗糖转化成 UDP-G袁用于纤维素合成[2]遥 茁-1,

synthase, CES冤为核心袁结合其它各种纤维素合成

4- 葡聚糖酶渊茁-1,4-glucanase冤基因突变会引起植

相关蛋白遥 目前棉花中已经发现的纤维素合酶有

物纤维素合成量减少袁细胞延伸缓慢袁下胚轴缩

CESA1尧CESA2 和 CESA3袁 其中 CESA1 和 CE-

短曰茁-1,4-glucanase mRNA 在棉花纤维细胞次生

SA2 主要参与棉花纤维次生细胞壁纤维素的合

壁纤维素合成时期表达量显著升高袁可能加速非

成 袁CESA3 主要参与初生细胞壁纤维素的合成遥
[1]

蔗糖合酶渊Sucrose synthase, SUSY冤催化 UDP 与
蔗糖反应袁 生成果糖和 UDP- 葡萄糖渊UDP-G冤袁

结晶纤维素的降解袁维持纤维素合成引物固醇糖

苷渊Sterol glycosidase袁SG冤的循环利用 [3-4]遥 茁-1,3-

葡聚糖酶渊茁-1,3-glucanase冤水解胼胝质袁下调 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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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lucanase 的表达可以增强植物抗病和抗机械

损伤能力 曰此外袁在棉花纤维发育中后期袁茁-1,
[5]

3-glucanase 表达量显著升高袁此酶可能在棉花纤
维成熟期参与将胼胝质转化为纤维素的过程 遥
[6]

107

公司曰DNA 回收试剂盒购自北京道普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曰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分别从 New England Biolabs 和 TaKaRa 购买曰NC 膜为 Pall 公司
产 品袁PVDF 膜为 Millipore 公司 产品曰 蛋白 质

胼胝质合酶渊Callose synthase冤催化 UDP-G 合成

Marker 购自 Genscript 公司袁 预染蛋白质 Marker

胼胝质袁 胼胝质的合成与纤维素的合成密切相

购自 Fermentas 公司曰L-Glutathione 和 Mops 购自

关袁胼胝质还参与细胞液的流动尧细胞间物质交

Biosharp 公司袁PMSF 和 GST 树脂购自 Sigma 公

换与运输和抵御病虫害的侵染

司曰引物和测序由北京奥科生物公司完成遥

遥 这些蛋白质都

[7-8]

与棉花纤维素合成相关袁 分别制备它们的抗体袁
有助于深入研究这些蛋白质在棉花纤维素合成
中的功能遥
目前常用的抗原有化学合成多肽和原核表
达的蛋白质遥 用化学合成多肽作为抗原具有合成
时间短尧纯度高尧抗体特异性强等优点袁但是由于
抗原表位通常是用软件预测的袁抗原区段短且单
一袁 在制备抗体时有可能无法获得特异的抗体袁
导致抗体制备失败遥 原核表达的蛋白质作为抗原
具有蛋白质合成产量大尧抗原表位多尧抗体效价
高等优点 遥 原核表达的蛋白质容易形成包涵体袁
[9]

使得后续的抗原纯化工作困难遥 虽然有些包涵体

可以复性成可溶蛋白袁然后进行纯化曰但是袁有些
包涵体无法复性袁很难进一步纯化获得高纯度的
抗原遥
本文在制备棉花纤维素合成相关蛋白的抗
体时袁分别用到了上述几种形式的抗原遥 CESA2
和 CESA3 用化学合成多肽作为抗原曰 原核表达
的 CESA1 是可溶蛋白曰原核表达的 SUSY1 是可

复性包涵体曰 而原核表达的 茁-1,4-glucanase尧茁-1,

方法
遥用改良的异硫氰酸胍

法提取棉花纤维总 RNA[11]遥 取 1.0 g 样品加液氮
磨碎袁 转入离心管袁 加 10 mL 预冷提取液和 100

滋L 茁- 巯基乙醇袁 混匀后加 1.0 mL 3.0 mol窑L-1 乙
酸钠袁混匀后加等体积氯仿 - 异戊醇渊24:1冤袁振荡

2 min袁置冰浴 10 min曰12000伊g袁4 益离心 15 min袁

取上清液袁 加等体积-20 益预冷的异丙醇袁-20 益
静置 30 min曰12000伊g袁4 益离心 15 min袁 弃上清
液袁 用 1/3 体积的提取液溶解沉淀袁 加等体积的
酚∶ 氯仿∶ 异戊醇渊25:24:1冤袁振荡 2 min曰12000伊

g袁4 益离心 15 min袁取上清液袁加等体积氯仿 - 异

戊醇渊24:1冤袁混匀袁冰浴 10 min曰12000伊g袁4 益离

心 15 min袁 取上清液加入 2.5 倍体积预冷的无水

乙醇袁-20 益静置 1 h曰12000伊g袁4 益离心 15 min袁
弃上清液袁沉淀用 75%乙醇洗 3 次袁室温干燥袁用
200 滋L DEPC 处理过的水溶解曰 取 10 滋L 检测

RNA 浓度和质量袁其余部分放在-80 益保存遥 用
Oligo dT 引物袁 按照 Promega 反转录酶说明书中
的方法合成 cDNA遥

3-glucanase 和 Callose synthase 都是不能复性的
包涵体遥

棉花开花至花后
9 d 主要为棉纤维初生细胞壁发育期袁 至花后 14
d 次生壁发育起始袁 开花后 19~29 d 为次生壁发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棉花材料用陆地棉华棉 99袁常规大田种植[10]袁

取开花后渊Day past anthesis袁DPA冤不同天数的棉
花纤维袁原核表达载体用 pGEX-4T-3渊Amersham

育时期遥 在棉花开花当天进行挂牌并注明日期袁
花后 9 d袁14 d袁19 d袁24 d 和 29 d 分别取样袁 并以
液氮速冻后于-80 益保存遥通过 primer 5.0 设计不

同 CesA 特异性引物渊表 3冤袁并以泛素[12-13]渊UBQ7冤
为内参进行其表达模式分析遥

用 TMHMM 2.0 渊http://

Biosciences冤袁 大肠杆菌分别用 DH5琢 和 JM109
菌株遥
试剂
Easy-Taq DNA 聚合酶和 dNTP 购自 Transgen 公司曰KOD-Plus DNA 聚合酶购自 TOYOBO

www.cbs.dtu.dk/services/TMHMM/冤 分析蛋 白质

跨膜区曰Vector NTI 7.0 软件分析蛋白质序列袁选

取 非 跨 膜 区 的 特 异 区 段 曰 BepiPred 1.0 渊http://
www.cbs.dtu.dk/services/BepiPred/冤软件预测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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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质的抗原表位遥
用 cDNA 作模板袁PCR 扩
增目标区段袁回收 PCR 产物袁分别双酶切 PCR 产
物和表达载体 pGEX-4T-3袁 用 T4 连接酶连接后

学

报

24 卷

分装袁每管 200 滋L遥 取 1 管用 Bradford 法测定蛋
白质浓度袁其余各管冷冻干燥后于-20 益保存遥

用 Protein A-Agarose 亲和层

析柱纯化兔 IgG遥 兔血清离心后取上清液 5 mL袁

转化 DH5琢袁 用 100 滋g窑mL-1 氨苄青霉素平板筛

加 等 体 积 的 2 伊TBS 渊50 mmol窑L-1 Tris-HCl (pH

序列正确的重组质粒转入表达菌株 JM109遥

Protein A-Agarose 亲和层析柱袁用 20 mL TBS 洗

选袁PCR 鉴定阳性克隆袁送北京奥科公司测序遥 将
挑取单菌落接种于 LB 培养

基渊含氨苄青霉素 100 滋g窑mL-1冤袁37 益 200 r窑min-1

7.4); 150 mmol窑L-1 NaCl, 0.05% Sodium azide冤袁过

去 杂 蛋 白 袁 加 4.5 mL 洗 脱 液 渊50 mmol窑L-1
Glycine-HCl(pH 2.7)冤袁收集目的蛋白袁在洗脱液

活化 12 h曰以 1:50 比例接种于 LB 培养基渊含氨

中加入 0.5 mL 中和液 渊1.0 mol窑L-1 Tris-HCl(pH

OD600 在 0.6～ 1.0 之间袁 加入 IPTG 至 浓度 0.5

Sodium azide冤袁分装后在 4 益保存遥

苄青霉素 100 滋g窑mL-1冤袁37 益扩大培养袁 菌液的
mmol窑L 袁37 益诱导 3 h曰5000 r窑min 离心 5 min袁
-1

-1

8.0); 1.5 mol窑L-1 NaCl, 1.0 mmol窑L-1 EDTA, 0.5%
分别用水溶解冻

收集菌体曰加入预冷的 PBS渊137 mmol窑L NaCl袁

干的融合蛋白袁 在 1伊PBS 缓冲液中加入凝血酶

mmol窑L KH2PO4袁pH 8.5袁1.0 mmol窑L PMSF冤悬

凝血酶裂解后的

-1

2.7 mmol 窑L-1 KCl袁10 mmol 窑L-1 Na2HPO4袁2.0
-1

-1

22 益下酶切 4 h袁使 GST 和抗原裂解遥

浮菌体袁4 益超声波破碎 15 min袁8000 r窑min 离

样品经 SDS-PAGE 电泳后袁将凝胶在 4 益下转膜

将 GST 树脂装柱袁用

pH 8.0 的 TTBS渊50 mmol窑L-1 Tris-HCl buffer袁150

-1

心 5 min袁分别收集上清液和沉淀遥

10 mL PBS 缓冲液平衡柱子袁 加入 5～ 10 mL 样
品过柱袁用 30 mL PBS 缓冲液洗去杂蛋白袁加入 5
mL 洗脱液渊含 50 mmol窑L 还原型 GST冤袁收集目
-1

的蛋白遥

12 h曰用 5.0％ 渊W/V冤脱脂奶粉封闭 NC 膜 1 h袁用

mmol窑L-1 NaCl, 0.05%Tween-20冤洗膜 3 次袁每次

3 min曰加入用 TTBS 配制的一抗渊稀释度 1:2000冤

孵育 1 h曰去除一抗袁再用 TTBS 洗膜 3 次袁每次
5 min曰 加入用 TTBS 配制的 HRP 羊抗兔二抗

包涵体复性采用高浓

渊1:1000 稀释冤孵育 1 h曰TTBS 洗膜 3 次每次 5 min袁

预冷的洗涤液渊2.0 mol窑L-1 尿素袁50 mmol窑L-1 Tris

NaCl冤洗膜 1 次袁5 min曰倒去 TBS 后加入显色液

度尿素溶解和梯度稀释缓慢复性的方法遥 用 4 益

pH 8.0 TBS 渊50 mmol窑L-1 Tris-HCl袁150 mmol窑L-1

(pH 8.5)袁0.5 % Triton X-100袁0.2 mol窑L NaCl袁10

渊100 mmol窑L-1 Tris-HCl (pH 7.5)袁0.8 mg窑mL-1

淀溶解于 6.0 mol窑L-1 尿素溶解液中渊用 50 mmol窑

用水漂洗 NC 膜袁干燥保存遥

-1

mmol窑L-1 DTT冤清洗包涵体 30 min袁离心后将沉

DAB袁0.4 mg窑mL-1 NiCl袁0.09% H2O2冤袁显色约 3 min袁

L-1 Tris袁pH 8.5 缓冲液配制冤袁 离心后的上清液依

次用 4.0 mol窑L-1 尿素尧2.0 mol窑L-1 尿素和 PBS 缓

结果与分析

冲液透析袁复性后的蛋白质用 GST 柱纯化袁步骤

抗原区段选择和引物设计

同 1.3.5遥

用 TMHMM 2.0尧Vector NTI 7.0 和 BepiPred

用 6.0 mol窑L-1 尿素溶液

1.0 软 件 分 析 陆 地 棉 CESA1 渊U58283冤尧CESA2

PBS 液透析 4～ 5 h曰每隔 1 h 更换 1 次透析液袁将

1冤尧 茁-1,4-glucanase渊AF511408.1冤尧茁-1,3-glucanase

溶解包涵体袁 离心后上清液转入透析袋中袁用
透 析袋 内 液体 转到 离心 管 中 袁8000 伊g 离 心 10
min袁收集上清液袁SDS-PAGE 检测目的蛋白遥

渊U58284冤尧CESA3渊AF150630冤尧SUSY1渊FJ713478.
渊Z68154.1冤和 Callose synthase渊AF085717.1冤的跨

膜结构尧同源区段和抗原表位遥

过柱纯化后的蛋白溶

CESA1尧CESA2尧CESA3 和 Callose synthase

液置于透析袋中袁在透析袋外表面均匀撒上 PEG

都含有多个跨膜区袁其中 CESA1尧CESA2尧CESA3

20000袁4 益静置 30 min袁 将浓缩后的蛋白质溶液

均含有 8 个跨膜结构域袁在 N 端锌指结构与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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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跨膜结构域间有一个长约 200 个氨基酸的非
跨膜区段袁且同源性相对较低

袁本研究选择此

[14-15]

109

抗 原 采 用 化 学 合 成 多 肽 袁 分 别 选 在 Phe106-

Cys119 和 Arg195-Cys208遥 其余 4 个蛋白的抗原

区 段 作 为 CESA1尧CESA2 和 CESA3 的 抗 原 区

区段见表 1袁预测的抗原表位见表 2遥 根据选定的

段遥此外袁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交叉反应袁CESA1 抗

抗原区段袁 用 Primer 5.0 设计构建原核表达载体

原区段选在 Gly55-Ser155袁 而 CESA2 和 CESA3

的引物袁结果见表 3遥

表 1 抗原
Table 1 Antigens

抗原
抗原区段渊氨基酸数量冤
Antigen
Region of antigen渊Amount of amino acid冤
CESA1
Gly55-Ser155渊101冤
CESA2
Phe106-Cys119渊14冤
CESA3
Arg195-Cys208渊14冤
SUSY1
Leu21-Lys167渊147冤
茁-1,4-glucanase
Asn425-Gly575渊151冤
茁-1,3-glucanase
Ala162-Met312渊161冤
callose synthase
Met141-Gln286渊146冤

融合蛋白
Fusion Protein
GST
KLH
KLH
GST
GST
GST
GST

抗原类型
Type of antigen
可溶蛋白( solute protein)
化学合成(chemical synthesis)
化学合成(chemical synthesis)
可复性包涵体(refold inclusion bodies)
包涵体(fold inclusion bodies)
包涵体(fold inclusion bodies)
包涵体(fold inclusion bodies)

表 2 抗原表位
Table 2 Epitopes of antigens
抗原 Antigen
CESA1

编号 Number
1
2
3
CESA2
1
CESA3
1
SUSY1
1
2
3
茁-1,4-glucanase
1
2
3
茁-1,3-glucanase
1
2
3
callose synthase
1
3
3

抗原表位 Epitope of antigen
DVGIHARHISSVSTL
LDDVEKA
MAAHLNKS
FQIKNRKDDSHPQH
RVDGWKMKQEKNTV
FFEVLKASQEAIVLPPWVALAVRPRPGVWEYIRVNVHALVVEELTVAEYLHFKEELVDG
GILQHHQIILEFE
GNGVEFLNRHL
RPQPLQYVVNAAFLAALYSDYLDA
NHYPKHVHHRG
PNTLVGAMVAG
LDPEYQKLLGQVIT
QAPLLVNTYPYFSH
GDPEHVPLDYALFTAPSAVVQDGSLQYQYLFD
VFGTLRVLGMVLE
DLIAYNIIPFPLDA
ITNAIVSFPEVRAAVSALKHYRSLPKLPSDF
表 3 引物
Table 3 Primers

引物 Primer
CESA1-F
CESA1-R
SUSY1-F
SUSY1-R
茁-1,4-glucanase-F
茁-1,4-glucanase-R
茁-1,3-glucanase-F
茁-1,3-glucanase-R
callose synthase-F
callose synthase-R
CESA1RT-F
CESA1RT-R
CESA2RT-F
CESA2RT-R
UBQ7RT-F
UBQ7RT-R

序 列 Sequence
5'gaaGGATCCGGTAGTCCATATGATGAAAACCTGTT3'
5'gaaGTCGACAGCATCCGGTGCCGGTTTATC3'
5'cgcGGATCCCTTGCCCACAGGAACGAGAT3'
5'ccgCTCGAGTTTTGCCGAAAGGTGACGATTTAG3'
5'gaaGAATTCcAATAGAACAAAAGGAGGTTTGATTCAG3
5' gaaGTCGACGCCTGCTAGAGTTGGCTCCGT3'
5'gaaGAATTCcGCTATTGATAAATCATCTTTCCCT3'
5'gaaGTCGACCATCGCAAACAGGTAAGCTACTA3'
5'gaaGAATTCcGCTATTGATAAATCATCTTTCCCT3'
5'gaaGTCGACCATCGCAAACAGGTAAGCTACTA3'
5'CCTCAACAAAGGGTACGAAGC3'
5'CAACACTGACCAAAGGACAACA3'
5'GTAGACACCAACTTCACCGTAACA3'
5'GCCACGACTCCGACCATGT3'
5'GAAGGCATTCCACCTGACCAAC3'
5'CTTGACCTTCTTCTTCTTGTGCTT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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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合成多肽抗原 CESA2 和 CESA3 由南
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袁 纯度均大于
85%袁分别与戚血蓝蛋白渊KLH冤偶联遥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达载体构建

250 kD
130 kD
96 kD
72 kD
55 kD

用 cDNA 模板扩增抗原区段对应的 DNA 序
列袁产物纯化后用

HI和

Ⅰ 袁或

RⅠ 和

Ⅰ 双酶切袁 连接到表达载体 pGEX4T-3 上袁取
阳性克隆的质粒袁用双酶切鉴定渊图 1冤袁测序后选

36 kD

择序列正确的重组载体转入 JM109 中遥

28 kD

1

2

3

4

5

6
上清液院1袁3袁5袁7袁9曰沉淀院2袁4袁6袁8袁10遥
5000 bp
3000 bp
2000 bp
1000 bp
750 bp
500 bp
250 bp
100 bp

Supernatant: 1, 3, 5, 7, 9; Pellet: 2, 4, 6, 8, 10.
图2

蛋白质的表达

Fig. 2 Expression of proteins

原遥 对纯化后的抗体通过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检测
其纯度渊图 3冤袁结果表明此几种策略均可制备高
纯度的抗原蛋白遥
1

2

3

4

5
250 kD
130 kD
96 kD
72 kD
55 kD

1: pGEX4T-3-CESA1, 2: pGEX4T-3-SUSY1, 3: pGEX4T3-茁-1,4-glucanase,4:pGEX4T-3-β -1,3-glucanase,5: pGEX4T3-callose synthase.
图 1 载体构建
Fig. 1 Construction of vectors

36 kD

蛋白质表达

28 kD

将表达菌株扩大培养后袁 加 0.5 mmol窑L-1

IPTG 37 益下诱导 3 h袁超声波破碎后离心袁分别
收集上清液和沉淀袁取 10 滋L 用 SDS-PAGE 检测

目标蛋白的可溶性遥 结果表明袁CESA1 主要在上

1: CESA1, 2: SUSY1, 3: 茁-1,4-glucanase, 4: 茁-1,3-glu-

canase, 5: Callose synthase.

图 3 蛋白质的纯化

清液中袁是可溶蛋白渊图 2冤袁而 SUSY1尧茁-1,4-glu-

Fig. 3

canase尧茁-1,3-glucanase 和 Calloae synthase 均 形

成包涵体遥经过多次改变诱导条件袁包括采用 18 益
低温诱导和 0.1 mmol窑L-1 IPTG 低浓度诱导袁上述

4 种蛋白仍然以包涵体形式存在遥
蛋白质纯化

CESA1 是可溶蛋白袁 用超声波破菌后离心袁
上清液用 GST 柱纯化袁获得 CESA1遥 SUSY1 以
包涵体形式存在袁经高浓度尿素溶解袁用梯度稀
释缓慢复性的方法获得复性蛋白袁然后用 GST 柱

纯 化 得 到 SUSY1遥 茁-1袁4- glucanase尧茁-1袁3-glu-

Purification of proteins

抗体制备
冷冻干燥后的蛋白质送南京金斯瑞生物科
技公司制备多克隆抗体袁经 4 次免疫后产生的抗
体袁用 ELISA 检测袁效价可达到 1:51.2 万遥
抗体检测
分 别 取 CESA1尧SUSY1尧茁-1袁4-glucanase尧

茁-1袁3-glucanase 和 Callose synthase 融合蛋白渊抗

原冤 约 100 滋g袁 用凝血酶在 22 益下酶切 4 h袁使
GST 与特异抗原裂解袁 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canase 和 Callose synthase 均是包涵体袁在尿素溶

裂解前后的蛋白质条带遥 结果表明袁全部抗体都

解后的逐级复性过程中无法复性袁不能用 GST 柱

可分别与目标蛋白产生免疫反应袁 且效果较好

纯化袁 用尿素溶解后透析的上清液蛋白作为抗

渊图 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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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96 kD
55 kD
36 kD
28 kD
15 kD

CESA1
SUSY1
茁-1,4-glucanase
茁-1,3-glucanase
GST 融合蛋白院1袁3袁5袁7袁9曰Thrombin 酶切后的融合蛋白院2袁4袁6袁8袁10遥
GST fusion proteins: 1, 3, 5, 7, 9; Treatment by Thrombin: 2, 4, 6, 8, 10.
图 4 抗体检测
Fig. 4 Detection of antibodies

Callose synthase

用 CESA1尧CESA2 和 CESA3 抗体检测棉花

250 kD

24 DPA 的膜蛋白袁 结果发现 CESA1 和 CESA2

130 kD
96 kD

条 带 明 显 袁 与 棉 花 CESA1 渊10.9 kD冤尧CESA2

渊11.8 kD冤蛋白的大小一致袁且特异性高渊图 5冤遥

72 kD

但是袁CESA3 抗体无法检测到目标条带袁改用 9袁

55 kD

14 和 19 DPA 的膜蛋白作为样本袁 用 CESA3 抗
体检测袁仍然无法检测到目的条带遥 根据文献报
道袁 棉花的

36 kD

3 基因是初生壁纤维素合成基

因袁 在棉花开花后 9～ 24 d 的纤维细胞中均有较

28 kD

大量的表达袁且我们的 RT-PCR 结果也证实该基
因在 9-24 DPA 持续表达遥 因此袁 化学合成的
CESA3 抗原制备的抗体袁 尽管用 ELISA 检测效

GhCESA1

GhCESA2

GhCESA3

图 5 开花后 24 d 棉花纤细胞中 CESAs 检测
Fig. 5 Detection of CESAs in cotton fibers at 24 DPA

价 很 高 袁 但 是 可 能 不 存 在 针 对 CESA3 蛋 白

每个时期分别取约 100 滋g 进行 Western Blotting

维细胞膜上的 CESA3 蛋白遥

合酶的表达结果表明随着天数的增加袁CESA1 和

Arg195-Cys208 肽段的抗体袁 无法检测到棉花纤
提取不同发育时期的棉纤维总蛋白袁并通过
Bradford 法测定其蛋白含量袁调节其至同一浓度袁
9d

14 d

19 d

24 d

检测遥 开花后 9 d尧14 d尧19 d尧24 d 和 29 d 纤维素

CESA2 表达量逐渐升高袁 与 RT-PCR 检测到的
mRNA 表达趋势一致渊图 6冤遥

29 d

9d

1

CESA1

2

CESA2

14 d

19 d

24 d

29 d

7
图6
Fig. 6

棉花纤维不同发育时期纤维素合酶的表达(RNA 和蛋白表达冤

1 and

2 expression of the cotton fiber in different developing stages

家族中不同的蛋白质袁还要含有足够多的抗原表

讨论

位遥 本研究的 7 个蛋白中大部分是跨膜蛋白袁且

在抗体制备过程中袁抗原区段的选择至关重

CESA1尧CESA2尧CESA3 和 Callose synthase 的跨

要袁要避开蛋白质的跨膜区域袁要能够区分同一

膜次数都大于 8袁非跨膜区较短遥 跨膜区含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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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水氨基酸袁免疫原性低袁因此袁应该选择非跨膜

方法避免包涵体的产生遥 但是袁优化表达条件后

区作为抗原区段袁本实验的全部抗原区段均选择

仍以包涵体形式存在的蛋白袁可以用复性的方法

在蛋白质的非跨膜区段遥 棉花纤维素合酶家族的
CESA1尧CESA2 和 CESA3 同源性较高袁如果抗原

将目的蛋白转变为具有活性的可溶蛋白[24-25]袁然
后进行纯化袁如本文中的 SUSY1遥 而对于无法复

区段选择不当袁 则无法区分该家族的不同成员遥

性的包涵体蛋白袁 只能在变性后用透析方法纯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交叉反应袁将 CESA1尧CESA2尧

化袁得到较高纯度的目的蛋白袁用于抗体制备袁如

CESA3 抗原区段选择在非跨膜的序列高变区袁而
且 CESA2 和 CESA3 抗原采用化学合成多肽遥 通

本文中的 茁-1,4-glucanase尧茁-1,3-glucanase 和 Cal

lose synthase遥

常情况下袁抗原区段越长袁抗原表位越多袁抗体制

本研究根据纤维素合酶相关蛋白的序列特

备的成功率越高曰但是袁肽段越长袁越容易产生交

征和原核表达蛋白的特点袁 分别用化学合成多

叉反应袁 而且原核表达时越容易产生包涵体袁给

肽尧原核表达的可溶性蛋白尧可复性的包涵体蛋

蛋白质纯化工作带来不利影响遥 本实验原核表达

白和不可复性的包涵体蛋白作为抗原袁成功制备

的肽段含有 100～ 150 个氨基酸袁 较大的抗原表

了棉花纤维素合成相关蛋白的抗体袁为深入研究

位有 3～ 5 个袁均可以满足抗体制备的要求遥

棉花纤维素合酶复合体组成尧纤维素合成相关蛋

化学合成多肽已广泛用于抗体制备 [16-18]袁用

白的功能以及纤维素合成机理奠定了基础遥

软件预测抗原表位袁确定多肽序列袁用化学方法
合成多肽袁与 KLH渊Keyhole limpet hemocyanin冤

致谢院

偶联后免疫动物制备抗体遥 化学合成多肽抗原的

感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渊2010CB134401冤尧

序列较短袁制备的抗体具有高度特异性袁可以区

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引智计划渊B08032冤和转基因生物新品

分同一家族中同源性较高的各种蛋白质袁且制备
抗原的时间较短袁纯度较高遥 但是袁由于化学合成
多肽抗原序列较短袁 偶联 KLH 后免疫原性可能
不高袁针对化学合成多肽的抗体效价不高袁因此
用化学合成多肽作为抗原袁在制备抗体时可能会

质培育重大转项渊2009ZX08009-119B冤的资助袁感谢华中
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杨国正老师提供棉花种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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