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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选用开花后 24 d 的棉纤维提取原生质膜袁用 Triton X-100 溶解后通过纤维素合酶 1渊
cellulose synthase1, GhCESA1冤抗体进行免疫共沉淀渊Co-Immunoprecipitation, Co-IP冤袁以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渊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冤分离免疫共沉淀的产物袁用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渊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冤进行鉴定遥 结果表明袁棉纤维纤维素合酶复合体
可能存在 68 种蛋白袁其中包括 8 种纤维素合酶渊Cellolose synthse, CESA冤袁它们涵盖了棉纤维初生壁和次生壁
2 种类型纤维素合酶遥 这说明在次生壁形成的细胞中存在 2 种类型 CESA遥 本研究也表明复合体中存在非
CESA 蛋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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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合酶复合体的组成遥

[7]

提供底物袁即尿苷二磷酸葡萄糖渊Uridine diphos-

phate glucose, UDPG冤袁现有实验证明它是完整复
合体组成部分[8]遥 细胞骨架为复合体在膜上滑动

提供支持袁实验表明袁复合体沿着细胞骨架排列
的方向双向滑动袁细胞骨架解聚会引起复合体在

膜上的不规则分布 遥 虽然目前对纤维素合酶复
[9]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棉花材料为陆地棉华棉 99袁 常规大田种植袁
取开花后渊Day post anthesis, DPA冤24 d 的棉纤维遥
试剂
CESA1 抗体为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合体已有以上了解袁但对于一个具有正常纤维素

司制备袁蛋白质 Marker 购自 Genscript 公司袁预染

合成功能的复合体应包含哪些组成蛋白还不完

蛋白质 Marker 购自 Fermentas 公司袁Mops 购自

全清楚遥

Biosharp 公司袁蛋白酶抑制剂 PMSF尧Pepstain A尧

发现复合体组成蛋白的途径之一是筛选纤
维素合成突变体袁分离突变基因袁然后验证基因

Leupeptin尧Protein A 购自 Sigma 公司遥
方法

产物与复合体的关系遥 目前袁已发现许多基因影响
袁

在液氮中将 24 d

遥

棉纤维 20 g 磨成粉末袁加入 Mops buffer渊pH 7.5袁

但还未有证据证明它们是复合体的组成部分遥 用

含 1% PMSF袁0.1% PepstainA袁0.1% Leupeptin冤60

CESA 蛋白筛选 cDNA 文库可以得到一些与 CE-

mL袁搅拌直至形成匀浆袁将匀浆转移至离心管袁在

SA 相互作用的蛋白遥 Gu 等通过酵母双杂交的方

4 益条件下 3000 r窑min-1 离心 10 min袁将上清液通

纤维素的合成袁如

[10-13]

[14-15]

法筛选到 1 个与拟南芥 CesA6 相互作用的蛋白

渊Cellulose synthase interactive protein1, CSI1冤, 该

蛋白的突变可导致细胞伸长障碍和纤维素减少[16]曰

但不清楚该蛋白在复合体中的具体作用遥 通过
RNA 干扰技术渊RNA interfere, RNAi冤筛选到影响
导管次生壁形成的蛋白 Ted6 和 Ted7袁 通过免疫
共沉淀和双分子荧光技术证实 Ted6 与一个纤维

素合酶存在相互作用 遥同样袁该蛋白在复合体中
[17]

的具体作用及如何影响次生壁形成还不清楚遥 通
过免疫共沉淀的方法纯化活性复合体袁然后通过
质谱进行鉴定袁 可以发现复合体的组成蛋白袁这
一方法的主要障碍在于纯化活性复合体遥 但是袁
纯化的复合体不能合成晶体纤维素袁不代表纯化
的蛋白不是复合体的组成部分遥 这是因为院纯化
的蛋白是复合体的一部分袁这些蛋白不是以复合

过装有 2 层纱布的滤器过滤袁滤液在 4 益条件下尧
1.0伊105 离心 30 min袁所得沉淀即原生质膜遥

将上述沉淀用 Mops buffer
重悬袁 通过匀浆器匀浆后加入 2% Triton X-100袁

在 4 益下混合 1 h袁使原生质膜溶解遥 然后在 4 益

下尧1.0伊105

离心 20 min袁 取上清液按 1∶ 150

渊V/V冤加入 CESA1 抗体袁于 4 益下混合 1 h袁然后
按每 500 滋L 体系加入 40 滋L Protein A袁混合 1 h袁

4 益袁3000 r窑min-1 离心 3 min袁用移液枪小心移出

上清液袁 然后加入含 2% Triton X-100 的 Mops

buffer袁 上下颠倒离心管混匀后冰上静置袁4 益袁
3000 r窑min-1 离心 3 min曰用此法重复 3 次袁洗去沉
淀中非特异结合蛋白袁 然后用不含 Triton X-100
的 Mops buffer 洗 2 次遥 沉淀加入 40 滋L Loading

buffer遥

体的形式存在袁所以不能合成晶体纤维素遥 但这
些蛋白的集合应包含复合体的组成蛋白遥 Song 利
用这种方法分离并鉴定了杨树的复合体组成蛋
白 遥 棉纤维作为一种特异化的合成纤维素的细
[18]

上述样品

加入 Loading buffer 后袁再加入 5% 茁- 巯基乙醇袁
70 益水浴 5 min袁100 益水浴 5 min遥离心取上清液

备用遥 将样品点入 10%聚丙烯胺凝胶进样孔中袁

胞袁其复合体的组成更能体现作为合成纤维素复

待溴酚蓝带到达凝胶底部时取出凝胶袁加入染色

合体的特征遥 本研究用棉纤维 CESA1 为抗体进

液染色 3 h袁然后加入脱色液遥 Western-blotting 操

行免疫共沉淀袁 将沉淀蛋白通过 SDS-PAGE 分
离袁将分离蛋白通过 LC-MS 鉴定袁希望揭示棉花

作步骤同范建文章[1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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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胶条带袁用含 50%渊V/V冤乙腈和 25 mmol窑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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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tide prophet algorithm[20-21]的方法计算该蛋白概
率遥 概率大于 95%的蛋白可被认为是复合体蛋白遥

碳酸氢铵溶液处理蛋白胶条带以使蛋白胶条带
脱色遥 蛋白胶条带经脱水干燥后袁 加入包含 10

ng窑滋L-1 胰蛋白酶的碳酸氢铵溶液袁 于 37 益处理

结果与分析
免疫共沉淀效果的检测

12 h袁使蛋白质水解成肽段遥 水解肽段复合物通过

免疫共沉淀的目的是分离复合体蛋白袁因

含 50%渊V/V冤 乙腈和 0.5%渊V/V冤 甲酸的溶液抽

此袁有必要通过 Western-blotting 检测沉淀蛋白中

提袁 提取物通过氮吹仪吹干袁 然后加入含 5%

是否存在复合体蛋白遥 免疫共沉淀中所用的抗体

渊V/V冤乙腈和 0.1%渊V/V冤甲酸重悬袁用于 LC-MS
分析遥

是 CESA1 抗体袁因此袁首先检测免疫共沉淀中是
否存在 CESA1袁然后检测沉淀中是否存在其它已

LC-MS 中液相色谱为 LC-20AD 系统袁 质谱

经被证实为复合体成员的蛋白袁在此选定的是棉

为 LTQ Orbitrap 系统遥 色谱柱为 C18 反相柱袁样

花蔗糖合酶 SuSy遥可以看出袁通过 CESA1 抗体沉

品以 20 滋L窑min 注入色谱柱中袁 然后用 5%～

淀下来的蛋白中包含 CESA1渊图 1 A冤和蔗糖合

45%流动相渊流动相 A 为包含 5%乙腈的 0.1%甲

酶渊图 1 B冤遥 沉淀中包含 CESA1袁证明 CESA1 和

酸溶液袁 流动相 B 为包含 95%乙腈的 0.1%甲酸

抗体特异性结合遥 有报道[8]已证明蔗糖合酶是复

溶液冤线性梯度洗脱袁洗脱时间为 90 min遥 分离样

合体的一部分袁因此袁在免疫沉淀的蛋白中存在

品注入质谱仪袁 质谱仪喷雾电压设定为 1.8 kV遥

蔗糖合酶说明免疫共沉淀的方法是可靠的遥 通过

-1

质 谱 鉴 定 出 来 的 肽 段 通 过 软 件 Sequest 渊Ther-

moFisher, Version 28冤进行比对分析,Sequest 软件

参数设定如下院 肽段最低检测限为 50 滋g窑mL-1袁质
谱检出最低分子量为 1 Da遥 分析得到的蛋白通过
PM

Co-IP

▲

M

▲

kDa
250

TMHMM serve 2.0 预测 SuSy 为非跨膜蛋白袁而
在原生质膜中也能检测到它袁说明该蔗糖合酶很
有可能是和某种膜蛋白渊很有可能是 GhCESA1冤
结合在一起的遥
PM

Co-IP

M

kDa
250
130

130

▲

▲

95

95

72

72

55

55

36

36

28

28

A

B

免疫沉淀抗体为 CESA1渊U58283冤抗体袁A 的检测抗体渊一抗冤为 CESA1 抗体袁B 的检测抗体为 SuSy渊258489633冤抗
体曰PM 为原生质膜曰图 1A 中三角形所示为 GhCESA1 条带袁图 1B 图中三角形所示为 GhSuSy 条带遥
The antibody for precipitating the complex is the antibody of CESA1 (U58283); The antibody for detection of targeted protein is the antibody of CESA1 (u58283) in figure 1A; The antibody for dection of targeted protein is the antibody of SuSy
(258489633) in figure 1B; PM stands for plasma membrane; The triangles indicate the locations of the targeted proteins.
图 1 Western-blotting 检测免疫沉淀蛋白
Fig. 1 Detection of precipitation proteins by Western-blo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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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体蛋白的分离

蛋白条带遥 这些差异蛋白条分子量大多在 100～

如图 2袁Antibody+proteinA 是在 Mops buffer

130 kDa袁而棉花纤维素合酶分子量均位于这一范

中加入 CESA1 抗体和 Protein A 后的沉淀上样,

围袁且纤维素合酶是复合体的主体部分袁这些蛋

以此为对照遥 Co-IP 是在原生质膜经溶膜后的上

白在分离的复合体蛋白中丰度较高袁因此袁这些

清液中加入 GhCESA1 抗体和 Protein A 后的沉

条带很有可能是棉花纤维素合酶蛋白遥

淀上样袁与对照相比袁免疫共沉淀可以产生差异
Antibody+proteinA

Co-IP precipitation

M
kDa
250
130
100
72
55

36

28
图2
Fig. 2

SDS-PAGE 分离免疫共沉淀纯化的复合体蛋白
Isolations of precipitation proteins by SDS-PAGE

复合体蛋白的鉴定

体分离的复合体中发现初生壁 CESA 蛋白袁这再

取 PAGE 胶除抗体条带渊45～ 60 kDa冤之外

次说明在次生壁形成期的细胞中袁存在 2 种不同

的部分袁进行 LC-MS 鉴定遥 通过肽段比对数据库
Swissprot 共获得概率大于 95%的蛋白 68 个遥
对于纤维素合酶复合体的结构和组成袁已有
很多文献根据当时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许多复合
体的结构模型

遥 在这些结构模型中袁CESA 是

[22-24]

类型 CESA遥
在复合体结构模型中袁 除了 CESA 蛋白以

外 袁 还存 在其 它 非 CESA 蛋 白 遥 本 研究 通 过
LC-MS 鉴定出非 CESA 蛋白遥 根据这些蛋白在复
合体中的作用袁可将其划分为 2 类袁第一类是复

复合体的主体遥 本研究在通过免疫共沉淀分离的

合体中相对固定的组成部分袁第二类只是在某个

复合体蛋白中袁发现存在 8 个 CESA 蛋白袁通过

特定时期与某个复合体成员存在短暂的相互作

与拟南芥 CESA 蛋白比对发现袁CESA 1, CESA 2,

用遥 第一类蛋白包括院为 CESA 合成纤维素提供

CESA 4, CESA 7, CESA 8 与拟南芥次生壁 CESA

底物尿苷二磷酸葡糖渊UDPG冤的蛋白袁为复合体

同源度高袁而 CESA3, CESA 5, CESA 6 与拟南芥

在膜上滑动提供方向的细胞骨架蛋白及对合成

初生壁 CESA 同源度高遥 在杨树次生壁加厚的木

产物进行加工的纤维素内切酶渊KORRIGAN冤遥 已

质部细胞中袁发现存在 2 种类型的 CESA[18]遥 这 2

类不同的 CESA 是分别由初生壁和次生壁 CESA

抗体通过免疫共沉淀分离的袁据此作者认为在次

有报道证明拟南芥中的 CESA 蛋白是被磷酸化
的[25-26]袁因此认为袁棉花中 CESA 也很有可能被磷
酸化遥 CESA 在被磷酸化的过程中袁与对应的激酶

生壁中存在 2 种类型的复合体袁它们共同在次生

存在短暂的相互作用袁 这样就有可能随着 CESA

壁细胞壁加厚时期发挥作用遥 开花后 24 d 的棉纤

一起沉淀分离出来遥 按照以上的分类方法袁激酶

维处于典型的次生壁形成期袁 在通过 CESA1 抗

应属于第二类蛋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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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基于对纤维素合酶复合体的研究袁复合体中
应包含的蛋白可分为以下三类院CESA 家族袁SuSy
家族及细胞骨架类蛋白遥 在本研究和对杨树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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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提供 CESA 底物尿苷二磷酸葡糖渊UDPG冤的
问题上还相互矛盾[24]袁但蔗糖合酶很可能通过与
CESA 的非共价结合成为复合体的组成部分[8]遥本
研究中袁复合体中发现 4 种蔗糖合酶袁说明存在

体的研究中袁均发现存在以上三类蛋白袁说明通

这种可能院 不同的 CESA 与不同蔗糖合酶结合遥

过这种方法鉴定复合体组成是可靠的遥 纤维素内

CESA 是一个跨膜蛋白袁 在细胞膜上分布有一定

切酶渊KORRIGAN冤的作用是在纤维素合成过程

规律袁CESA 作为复合体的主体在膜上是滑动的袁

中切去引物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它是复合体的一

在滑动的过程中合成纤维素遥 CESA 在合成后到

部分袁 在杨树和棉花的复合体中均发现它的存

定位于原生质膜的过程及纤维素微纤丝在细胞

在袁 说明 KORRIGAN 很有可能作为复合体的一

膜表面有方向的沉积和排列是由微管为主体的

部分在纤维素合成过程中发挥作用遥 除了这些蛋

细胞骨架蛋白所介导的遥 本研究中发现许多微管

白种类外袁还有些类别的蛋白在杨树和棉纤维的

及相关蛋白袁这为研究微管蛋白在纤维素合成中

复合体鉴定中均出现袁 包括磷酸化及去磷酸化尧

的作用奠定了基础遥

热激蛋白尧蛋白降解尧氧化还原尧水通道蛋白等类

复合体的形成尧转运及膜定位是一个动态的

别遥 但是袁棉花复合体的鉴定结果中存在与脂类

过程袁这决定了通过免疫共沉淀的方法分离到的

代 谢 相 关 尧 与 合 成 三 磷 酸 腺 苷 渊Adenosine

复合体处在某一个动态过程袁而处在动态过程中

Triphosphate, ATP冤相关的蛋白袁这些蛋白在杨树

的复合体组成有可能是不同的袁因此袁分离到的

复合体鉴定结果中并未出现遥

复合体不可能是均一的遥 另外袁原生质膜也可能

植物细胞壁从初生壁到次生壁的发育过程

使分离的复合体在结构和组成不均一遥 因此袁许

中袁纤维素的结晶度和聚合度渊Degree of polymer-

多非 CESA 蛋白出现在免疫共沉淀分离的复合

ization, DP冤增加 [27-29]袁与此相伴的是 CESA 发生

体中袁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它们是否为复合

改变袁即 CESA 家族不同成员在从初生壁到次生

体的组成部分遥 但是袁这些结果为深入探索复合

壁的表达发生改变遥 纤维素的结晶度和聚合度与

体的结构和组成提供了线索遥

CESA 有关联袁 初生壁中的 CESA 构成一种类型
的复合体有助于合成低结晶度和低聚合度的纤
维素袁次生壁中的 CESA 构成另一种类型的复合
体合成高结晶度和高聚合度的纤维素遥 棉纤维作
为一种特殊的细胞袁在次生壁时期大量合成纤维
素袁 使纤维素在细胞壁中的含量高达 95%以上遥
本研究在纤维素合酶复合体中鉴定出 8 种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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