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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从棉花纤维中提取高质量的RNA用于构建酵母双杂交文库，采用4种不同的方法提取9天

和19天棉花纤维的RNA。琼脂糖凝胶电泳和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结果表明：热硼酸法适用于初生幼嫩

纤维和次生加厚纤维的RNA提取，CTAB-PVP法仅适用于初生幼嫩纤维的RNA提取，异硫氰酸胍法和

高盐高pH值法提取的RNA由于杂质含量较多而影响反转录效果。采用热硼酸法大量提取总RNA，纯

化后的 mRNA 反转录为 cDNA，通过重组将扩增的 cDNA 片段定向插入到 pGADT7-Rec AD 克隆载体

中，得到棉纤维 9 天和 19 天的酵母双杂交 cDNA 文库。2 个文库的滴度分别是 1.01×107 cfu /mL 和 8×

106 cfu /mL，cDNA插入片段长度集中分布在250~2500 bp之间。由此可以看出，构建的2个棉纤维文库

质量较高，可用于棉花纤维素合成和调控途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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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gh quality of RNA was essential for construction of yeast two hybrid library. In this work, four
methods were performed to extract total RNA from samples of 9 dpa (day post anthesis) and 19 dpa cotton
fibers. RNA integrity and purity was detected by using agarose gel and spectrophotometer. As a result, the hot
borate method worked well for 9 and 19 dpa cotton fibers, whereas CTAB-PVP was applicable only for 9 dpa
fibers. As a comparison, both guanidinium thiocyanate and high ion-density methods were not suitable for the
samples with high proteins and polysaccharides. The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by hot borate extraction, the
purified mRNA was reverse transcripted to cDNA. Then, the amplified cDNAs were inserted into
pGADT7-Rec vector through highly efficient recombination system. Hence, the titers of the 9 and 19 dpa
fibers cDNA library could respectively reach to 1.01×107 cfu/mL and 8×106 cfu/mL, and the cDNA insertions
varied from 250 bp to 2500 bp. The two libraries with high quality could be used for the research of cellulose
synthesis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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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棉花纤维是由胚珠表皮的单细胞分化而成，经过

细胞突起、纤维伸长、次生壁加厚和脱水成熟而形

成[1]。成熟的纤维细胞中含有 90%以上的纤维素，因

此棉纤维是研究纤维素合成的理想模式植物。

幼嫩的棉纤维富含酚类化合物和其他多糖，细胞

破碎后，酚类化合物释放并立即被氧化，氧化后的醌类

物质与 RNA 不可逆的结合，使 RNA 褐化并难以溶

解。多糖类会形成胶状物质，与RNA共沉淀并不易去

除[2]。进入次生壁加厚的棉纤维，由于细胞壁太厚而

难以破碎，并且发育后期RNA含量很低。各种原因使

得棉花纤维的RNA提取难度较大，杂质含量较高，难

以反转录为高质量的 cDNA，以满足后续RT-PCR或者

Northern blot的要求[3]。现有的棉花RNA提取有以下

几种常见方法：（1）异硫氰酸胍法[4]，异硫氰酸胍是最

常用的细胞裂解剂，能够抑制细胞释放的核酸酶活性，

通过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肌氨酸钠对蛋白质的

结合，可以提取出较纯的RNA。（2）CTAB-PVP法[5]，通

过CTAB（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溶解蛋白，氯仿异

戊醇抽提蛋白后，用氯化锂沉淀得到RNA。（3）高盐高

pH值法[6]，通过提高提取缓冲液的 pH和离子强度，加

入抗氧化剂PVP（聚乙烯吡咯烷酮）及β-巯基乙醇抑制

酚类物质的氧化，在高盐条件下选择性沉淀RNA。（4）

改良热硼酸法[7]，通过硼酸与酚类物质结合，抑制酚类

的氧化，被蛋白酶K水解的蛋白在去污剂SDS（十二烷

基磺酸钠）的作用下沉降，与RNA分离，最后使用氯化

锂沉淀得到高纯度的RNA。

酵母双杂交已成为研究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一

种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将已知蛋白（诱饵蛋白，bait

protein）的基因序列与DNA结合结构域(DNA binding

domain, BD)的序列融合，在酵母中表达产生融合蛋白

BD-Bait[8]。将未知蛋白（捕获蛋白，prey protein）的基

因序列与转录激活结构域 (Transcriptiobal activation

domain, AD)的序列融合，在酵母中表达另一融合蛋白

AD-Prey[9]。在同一宿主中，相互作用的 2个蛋白会结

合，将BD和AD联系在一起，激活下游报告基因的表

达。通常情况下，构建某特定组织的 cDNA文库作为

捕获蛋白池，用于筛选与已知蛋白相互作用的其他因

子。

本研究以开花后幼嫩的9天棉纤维和次生加厚的

19 天棉纤维为实验材料，分别用上述 4 种方法提取

RNA，比较产物质量，选出适合不同发育阶段的棉纤

维RNA的提取方法。在得到大量的纯度较高的RNA

后，构建了开花后 9 天和 19 天的棉纤维酵母双杂交

cDNA文库，用于筛选与纤维素合酶相互作用的调节

因子，进一步揭示棉花纤维发育过程中调控纤维素合

酶活性的分子机理[10]。

1 材料与方法

1.1 棉花纤维样品

本实验的棉花品种为‘华棉99’，2010年种植于华

中农业大学试验基地。分批收集开花后9天和19天纤

维样品，保存于-80℃。

1.2 转化载体和菌株

pGADT7-Rec2 AD克隆载体、酿酒酵母AH109菌

株购于 Clontech 公司的文库试剂盒（货号 630445）。

mRNA 纯化试剂盒购于 Invitrogen 公司的 Micro-fast

Track2.0（货号K1520）。

1.3 试剂

异硫氰酸胍、Nonide P-40购于BioSharp公司，柠

檬酸钠、硼酸钠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十二

烷基肌氨酸钠购于 Sigma公司，PVP购于Amresco公

司，脱氧胆酸钠购于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GTA 购于上海润捷化学试剂公司，蛋白酶 K 购于

Merk公司。

1.4 方法

1.4.1 异硫氰酸胍法提取棉花纤维总 RNA 提取缓冲

液配方：4 mol/L硫氰酸胍，42 mmol/L柠檬酸钠，0.83%

十二烷基肌氨酸钠，2%(w/v) PVP，1%(v/v) β-巯基乙醇

（现用现加）。经液氮研磨的0.5 g材料用5 mL冰预冷

的提取缓冲液混匀后，用等体积的氯仿-异戊醇(v:v/24:

1)去除蛋白。异丙醇沉淀 RNA 后，将 RNA 重悬于

1 mL提取缓冲液，再次用酚-氯仿-异戊醇(v:v:v/25:24:

1)去除蛋白。最后用无水乙醇沉淀得到RNA。具体

方法见文献[4]。

1.4.2 CTAB-PVP 法提取棉纤维总 RNA 提取缓冲液

配方：1.4 mol/L NaC1，0.1 mol/L Tris HC1 (pH 8.0)，

20 mmol/L EDTA，2% (w/v) CTAB，2% (w/v) PVP，1%

(v/v)β-巯基乙醇（现用现加）。经液氮研磨的 0.5 g样

品转移至预热过的 5 mL 提取缓冲液后，65℃水浴

10 min。用等体积的氯仿-异戊醇(v:v/24:1)抽提蛋白，

LiCl沉淀 RNA 后再次使用酚-氯仿-异戊醇(v:v:v/25:

24:1)抽提蛋白，最后用无水乙醇沉淀RNA。具体方法

见文献[5]。

1.4.3 高盐高pH值法提取棉花纤维总RNA 提取缓冲液

配方：200 mmol/L Tris HCl (pH 8.5)，300 mmol/L LiCl，

10 mmol/L EDTA，1.5% (w/v) SDS，1.5%(w/v)脱氧胆

酸纳，1.5%(v/v)Nonide P-40。使用前加入 75 mmol/L

β-巯基乙醇，1%(w/v)PVP。经液氮研磨的0.3 g材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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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 5 mL提取缓冲液，氯仿-异戊醇(v:v/24:1)去除蛋

白后，用无水乙醇、异丙醇、LiCl和无水乙醇逐次沉淀

RNA，以去除其他杂质。具体方法见文献[6]。

1.4.4 改良热硼酸法提取棉花纤维总 RNA 提取缓冲

液 配 方 ：200 mmol/L 硼 酸 钠 (pH 9.0)，30 mmol/L

EGTA，l% (w/v)SDS、1% (w/v)脱氧胆酸钠，2% (w/v)

PVP，10 mmol/L DTT（现用现加）。经液氮研磨的 1 g

材料转移至预热过的5 mL提取缓冲液，加入蛋白酶K

(20 mg/mL)后，42℃温育 1.5 h。KCl 处理去除多糖。

LiCl 沉淀RNA，KAc去除SDS等杂质后用无水乙醇沉

淀RNA。具体方法见文献[7]。

1.4.5 mRNA 纯 化 在 500 μg 总 RNA 中 加 1 mL

binding buffer，65℃水浴 5 min，冰上放置 1 min。将溶

液转移到oligo(dT)管中，室温放置2 min。轻轻摇晃离

心管 20 min，4000 r/min，室温离心 5 min，弃上清。将

oligo(dT) 用 1.3 mL binding buffer 洗 3 次 ，每 次

4000 r/min，室温离心 5 min。用 0.3 mL binding buffer

将 oligo(dT)全部转移到 spin-column 中。用 500 μL

binding buffer 洗 oligo(dT) 直至流出的液体 OD260<

0.05。 用 200 μL 低 盐 wash buffer 洗 oligo(dT)，

4000 r/min，室温离心10 s。将 spin-column转移到新的

离心管中，用 200 μL elution buffer 重悬 oligo(dT)，

4000 r/min，室温离心 10 s。在 200 μL RNA溶液中加

入 10 μL 糖原，30 μL 2 mol/L 乙酸钠，600 μL 无水乙

醇，混匀，-80℃放置 20 min。16000 r/min，4℃，离心

15 min。沉淀用 75%乙醇洗一遍。室温风干乙醇，用

1~10 μL DEPC H2O溶解mRNA。

1.4.6 第一链 cDNA的合成 将 2 μL mRNA，1 μL CDS

Ⅲ引物（表 1），0.5 μL RNasin 混合，混匀后 70℃水浴

5 min，立即冰浴2 min。加入5×buffer 2 μL，10 mmol/L

dNTP 1 μL，M-MLV 1 μL，DEPC H2O 1 μL，42℃水浴

20 min。加入 SMART Ⅲ引物（表 1）1 μL，42℃水浴

1 h。 75℃水浴 10 min。冷却至室温，加入 1 μL

RNaseH，37℃，放置 20 min。第一链 cDNA 合成完毕

后冻存于-20℃。

1.4.7 第一链 cDNA的扩增与纯化 cDNA扩增体系如

下：第一链 cDNA 1 μL，5’PCR 引物（表 1）0.5 μL，3’

PCR 引物（表 1）0.5 μL，10 × PCR buffer 2.5 μL，50 ×

dNTP 0.5 μL，GC buffer 2.5 μL，ddH2O 17 μL，

Advantage taq 酶 (clontech) 0.5 μL。PCR 扩增程序：

95℃，1 min；95℃，30 s，68℃，6 min，24 或 25 个循环；

68℃ ，5 min。 PCR 产 物 用 Chroma spin column

(clontech，PT1300)纯化。纯化后的产物置于 1%的琼

脂糖凝胶进行电泳检测。

1.4.8 酵母感受态的制备 将原始菌株 AH109 在

YPDA平板上划线培养。挑取单菌落，在 3 mL YPDA

培养基中，30℃，220 r/min，培养至OD6001~2之间。接

种 50 μL活化的菌至 50 mL YPDA液体培养基中扩大

培养，30℃，220 r/min，培养至 OD6000.15~0.3。室温离

心收集菌体。将菌体重悬于 100 mL YPDA液体培养

基中，30℃，220 r/min，培养至OD600为0.4~0.5。室温离

心收集菌体。将菌体重悬于60 mL灭菌ddH2O中。室

温离心后将菌体重悬于3 mL 1.1×TE/LiAc溶液中。将

菌 液 分 装 到 2 个 1.5 mL 离 心 管 中 ，室 温 ，

16000 r/min，离心15 s。弃上清，将菌体重悬于600 μL

1.1×TE/LiAc溶液中。

1.4.9 cDNA转化酵母AH109感受态 在15 mL灭菌离

心 管 中 加 入 ：20 μL 纯 化 的 ds cDNA，6 μL

pGADT7-Rec (0.5 μg/μL)，20 μL herring tests carrier

DNA（使用前，取50 μL carrier DNA于新的离心管中，

100℃加热 5 min，立即冰浴 5 min，重复 1次），600 μL

新鲜感受态，轻轻震荡混匀。加入 2.5 mL PEG/LiAc，

混匀后置于 30℃培养 45 min，每 15 min混匀 1次。加

入 160 μL DMSO，混匀，42℃水浴 20 min。室温，

700 r/min，离心 5 min。菌体重悬于 3 mL YPD plus培

养 基 中 。 30℃ ，120 r/min，培 养 90 min。 室 温 ，

700 r/min，离心 5 min。菌体重悬于 30 mL 0.9% NaCl

溶液中。将菌液涂布在SD/-Leu平板上，每个100 mm

的平板涂菌液 100 μL（按照 1/100、1/1000的比例稀释

菌液，检测转化效率）。将平板倒置于30℃培养箱中，

培养3天，长出单菌落。

1.4.10 文库菌体收集 用含25%甘油的YPD冷冻培养

基将所有 SD/-Leu 平板上的转化子克隆悬浮、合并。

取100 μL文库混合液，按1/100、1/1000和1/l0000的比

例稀释，分别涂100 μL稀释液至SD/-Leu平板，计算克

隆数。滴度的计算公式：

滴度=平板上的单克隆数×稀释倍数×10 cfu/mL

1.4.11 文库插入片段大小检测 取文库混合液 20 μL

至1.5 mL离心管中，用液氮速冻2 min，然后70℃水浴

3 min，如此重复 5次。酵母破碎后，12000 r/min，离心

2 min。取上清作为模板，用 pGADT7载体上的F和R

引物（表 1）进行菌落 PCR检测。扩增体系及程序见

1.4.7。1%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文库插入片段大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方法提取的RNA质量检测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和分光光度计测定OD值来

检测提取的RNA质量。完整的RNA在凝胶电泳中清

晰地呈现28S RNA和18S RNA两条主带，且前者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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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后者的 1.5~2.5 倍 [11]。当 A260/280 在 1.8~2.0 之间

时，RNA 中蛋白质的污染较少，RNA 纯度较好，当

A260/230大于 2.0时，说明其中存在的杂质较少，核酸纯

度很高[12]。

异硫氰酸胍法提取的9天RNA（图1）有较严重的

DNA污染，且点样孔有残留的物质，可能为蛋白质；19

天和 24天RNA（图 1）的 28S RNA和 18S RNA的比例

不正确，说明RNA的完整性不好。A260/280和A260/230的比

值偏低，说明该方法提取的RNA中蛋白及杂质的含量

较高，RNA不纯。

CTAB-PVP法提取的 9天和 19天RNA（图 1）28s

和 18S条带之间有很明显的拖带，说明此方法提取的

RNA存在一定的降解。A260/280和A260/230的比值在正常

范围内，说明此方法提取的RNA较纯。

高盐高 pH值法提取的 9天和 19天RNA（图 1），

28S和18S 2个条带清晰，并且亮度比值大于2:1，表明

RNA的完整性较好。但是A260/280和A260/230的比值很低，

即提取的RNA中蛋白质和多糖的污染较严重。

热硼酸法提取的 9天和 19天RNA（图 1）质量很

好，且点样孔无残留杂质。A260/280和A260/230的比值显示

RNA的纯度很高。

4种方法提取的RNA质量评价见表1。

9 d 9 d 19 d 24 d 9 d 9 d 19 d 19 d 9 d 19 d 9 d 19 d

5000 bp

1000 bp

异硫氰胍法 CTAB-PVP法 高盐高pH值法 热硼酸法

DNA标准分子量条带依次为5000、3000、2000、1000、750、500、250、100 bp

图1 4种方法提取的RNA电泳图

方法

异硫氰酸胍法

CTAB-PVP法

高盐高pH值法

热硼酸法

9天纤维

A260/280

1.69

1.82

1.42

1.87

A260/230

1.17

2.69

0.76

2.59

19天纤维

A260/280

1.68

1.88

1.66

1.88

A260/230

0.93

2.20

1.16

2.40

RNA质量

杂质多，质量差

纯度较高，但易降解

完整性好，但杂质多

完整性好，且纯度高

表1 4种方法提取的RNA OD值检测及质量评价

2.2 mRNA的纯化

经过上述分析和比较，最终采用热硼酸法大量提

取 9天和 19天棉纤维的RNA。9天纤维RNA含量较

高，10 g纤维样品（液氮中的鲜重）即可提取 800 μg的

总RNA，而 19天纤维的RNA含量较低，约 100 g纤维

样品（液氮中的鲜重）提取了 450 μg 的总 RNA。当

RNA总量达到约500 μg时，用oligo(dT)进行mRNA纯

化[13-14]。纯化出的RNA稀释100倍后测OD值，结果见

表 2。纯化出的mRNA纯度较高，但由于经过醋酸钠

沉淀浓缩，所以盐离子含量较高，导致 A260/230比值偏

低。

2.3 第一链cDNA的合成、扩增和纯化

由于纯化后的 mRNA 浓度不一样，取 2 μL 9 天

mRNA 反转录为第一链 cDNA，PCR 用 24 个循环扩

样品

9天

19天

稀释100倍浓/(μg/mL)

10.1

2.0

A260

0.143

0.021

A280

0.252

0.024

A230

0.025

0.003

A260/280

1.77

1.77

A260/230

1.76

1.14

总体积/μL

10

10

表2 纯化后的mRNA稀释100倍测OD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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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取 4 μL19天 mRNA反转录为第一链 cDNA，PCR

用26个循环扩增。扩增后的 cDNA纯化后，各取2 μL

用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纯化后的 cDNA，除去

了蛋白和一些小片段核酸，条带集中分布于 500~

5000 bp之间，RNA反转录较完全（图2）。

2.4 cDNA转化酵母感受态

9 天 纤 维 cDNA 和 19 天 纤 维 cDNA 与 载 体

pGADT7-Rec 共转化酵母 AH109 后，涂布于 SD/-Leu

固体培养基中。在 30℃生长 4天，酵母菌落圆润并呈

现粉红色，生长良好（图3）。

2.5 文库容量和滴度的计算

9天棉花纤维文库共涂于 176个平皿，稀释 10倍

后平皿长出的菌落数分别为 210、153、172，文库的容

量为 3.2×105，文库的转化效率 1.06×105。19天纤维文

库共涂于180个平皿，稀释10倍后平皿长出的菌落数

分别为130、125、162，文库的容量为2.5×105，文库的转

化效率8.3×104。

2个文库的混合菌液按照1/100、1/1000、1/l0000的

梯度稀释，每个稀释度涂2个平板，用于计算文库的滴

度。稀释度为 1/100、1/1000的平板菌落太多，无法计

引物名称

SMART Ⅲ
CDS Ⅲ
5’PCR

3’PCR

pGADT7 F

pGADT7 R

引物序列

5’-AAGCAGTGGTATCAACGCAGAGTGGCCATTATGGCCGGG-3’

5’-ATTCTAGAGGCCGAGGCGGCCGACATG-d(T)30VN-3’

5’-TTCCACCCAAGCAGTGGTATCAACGCAGAGTGG-3’

5’-GTATCGATGCCCACCCTCTAGAGGCCGAGGCGGCCGACA-3’

5’-CGATGATGAAGATACCCCACC-3’

5’-TTGCGGGGTTTTTCAGTATCT-3’

表3 引物序列

5000 bp

2000 bp

500 bp

1 2 M

1：纯化后的9天纤维cDNA；2：纯化后的19天纤维cDNA

图2 PCR扩增纯化后的cDNA质量检测

原液 稀释10倍 稀释100倍

9天文库

19天文库

1~3：9天cDNA转化AH109，原始菌液、稀释10倍菌液、稀释100倍菌液涂平皿；

4~6：19天cDNA转化AH109，原始菌液、稀释10倍菌液、稀释100倍菌液涂平皿

图3 cDNAs转化酵母感受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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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9天文库稀释度为1/10000的平板菌落数分别为81

个 和 119 个 ，则 9 天 文 库 的 滴 度 =

[(81+119)/2]×10000×10=1.01×107 cfu/mL。19天文库稀

释度为1/10000的平板菌落数分别为84个和75个，则19

天文库的滴度=[(84+75)/2]×10000×10=8×106 cfu/mL。

2.6 文库插入片段大小检测

收集文库的所有菌落后，取少量破碎后的酵母上

清为模板，用 pGADT7-Rec载体上的引物进行PCR检

测，得到文库中所有插入到载体上的片段大小的分布

范围。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显示，9天文库的插

入片段分布在 250~3000 bp，主要条带集中在 250~

2000 bp 之间。19 天文库的插入片段分布在 250~

2000 bp之间，主要条带集中在250~1500 bp之间（图4）。

3 结论

采用 4种不同的方法提取棉花纤维的RNA，琼脂

糖凝胶电泳和分光光度计检测RNA质量，结果显示：

异硫氰酸胍法和高盐高pH值法提取的RNA杂质含量

高，不适用于反转录。CTAB-PVP法提取的RNA纯度

很好，但容易降解，此方法适用于幼嫩纤维的RNA提

取，且成本较低。热硼酸法提取的RNA纯度和完整性

均很好，适用于幼嫩纤维及次生加厚纤维的RNA提

取。

酵母双杂交文库构建完成后，分别用文库容量、文

库滴度及插入片段大小来检测文库的质量。结果显

示，9天文库的容量为3.2×105，滴度为1.01×107 cfu/mL，

插入片段分布在 250~3000 bp。19 天文库的容量为

2.5×105，滴度为 8×106 cfu/mL，插入片段分布在 250~

2000 bp之间。2个文库的质量都比较高。

4 讨论

成熟的棉花纤维细胞含有 90%以上的纤维素，

通过研究不同发育时期的棉纤维基因及蛋白的表达

模式，可以了解纤维素合成的过程 [15]。RNA 的提取

是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础。由于棉花纤维在发

育的过程中酚类及多糖类物质含量较高，且细胞壁

坚固，给RNA的提取带来很大困难。液氮研磨可以

提高棉纤维细胞的破碎效率。提取缓冲液需要抑制

细胞破碎后释放的酚类物质的氧化以及 RNA 酶的

水解作用。CTAB-PVP 法提取的 RNA 容易降解，可

能是因为加入缓冲液后需要在 65℃加热 10 min，此

时RNA酶虽有CTAB抑制其功能，但部分RNA依然

会被水解。异硫氰酸胍法提取的 RNA，由于异硫氰

酸胍很难完全去除，杂质含量过高必将影响反转录

的效果。高盐高 pH 值法通过多重沉淀 RNA 的步

骤，试图将 RNA 从杂质中纯化出来，虽然用了酚氯

仿去除蛋白，但是该过程中没有去除多糖类物质，所

以导致提取的RNA多糖等杂质含量较高，而且多次

纯化操作较复杂，会使RNA的得率降低。热硼酸法

使用蛋白酶 K 抑制各种酶类的水解作用，并且用硼

酸钠以及 KCl 沉淀多糖类物质 [7]，使得提取的 RNA

纯度较高，且完整性好。在本研究尝试的 4 种方法

中，热硼酸法提取的 RNA 质量最高，所以采用该方

法提取 9 天和 19 天棉纤维的 RNA，用于酵母双杂交

文库的构建。

酵母双杂交广泛地运用于筛选与目的蛋白相互作

用的蛋白质 [16]。本研究构建了棉纤维伸长时期和次生

壁合成时期的 2个 cDNA文库，用于筛选与纤维素合

酶相互作用的调节因子。目前用于构建全长cDNA文

库 的 方 法 有 6 种 ，包 括 Oligo-Capping、CAPture、

SMART、CAP-trapper、CapSelect、CAP jumping 等 [17]。

本研究采用SMART技术构建全长cDNA文库，期望获

得全长序列的蛋白质。

文库质量主要受RNA的质量和cDNA插入片段大

小的影响，插入的大片段越多，文库质量越高。从检测

插入片段结果可以看出，9天文库的插入片段主要集中

在250~3000 bp之间，19天文库的插入片段主要集中在

250~2000 bp之间，文库大片段cDNA的转化效率较高。

2个发育时期的棉花纤维酵母双杂交 cDNA文库

构建完成后，将与实验室现有的细胞壁及纤维素生物

合成相关研究结果结合[18]，展开次生壁纤维素合成调

控的研究。

1 2 M

2000 bp

250 bp

1：9天纤维cDNA文库插入片段大小；

2：19天纤维cDNA文库插入片段大小

图4 文库插入片段大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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