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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抗玉米矮花叶病毒及粗缩病毒无选择标记
siRNA 复合表达载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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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GenBank 和 MaizeSeq 等数据库中的玉米矮花叶病毒和粗缩病毒外壳蛋白基因(CP)全序列设计特
异性引物，RT-PCR 扩增玉米矮花叶病毒及粗缩病毒的 CP 基因特异性 RNA 干扰片段，分别构建反向重复片段并串
联成 pBluscript + SM；Hind III-EcoR I 双酶切 2T-DNA 真核表达载体 pDTB，插入 Ubiquitin 启动子及 Nos 终止子，
构建 pDTBU；串联的反向重复片段插入 pDTBU，构建兼抗玉米矮花叶病毒和粗缩病毒的 siRNA 复合表达载体
pDTBUSM。酶切结果显示，目的片段均正确插入到相应的载体中。本研究对开展抗病毒 RNA 干扰调控技术研究，
创建高抗病毒玉米新种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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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arker-free siRNA complex expression vector against MDMV and MR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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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at protein gene sequence of MDMV and MRDV in GenBank and MaizeSeq database, six pairs of specific primers were designed and six specific fragments were amplified by RT-PCR to prepare
siRNA that corresponded to part of the MDMV CP or MRDV CP gene. In the first cloning step, an inverted repeat
sequence of pUCCRNAi + 2 F was constructed. Next, two inverted repeat sequences were inserted into pBluscript
SK in series to generate pBluscript + SM. Meanwhile, Ubiquitin promoter and Nos termination were cloned into
pDTB to generate pDTBU. In the third step, pDTBU and pBluscript + SM plasmids were digested and joined to
generate pDTBUSM. The study presented here provides a valuable tool for plant viral control using RNAi and the
PTG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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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矮花叶病和玉米粗缩病是我国玉米产区普
遍发生的两种重要病毒病害[1-2]。矮花叶病病原为玉
米矮花叶病毒（maize dwarf mosaic virus, MDMV）
和甘蔗花叶病毒（sugarcane mosaic virus, SCMV）[3]，
通过蚜虫传播；粗缩病是由玉米粗缩病毒（maize
rough dwarf virus，MRDV）引起的，由灰飞虱以持
久性方式传播。目前这两种病害在我国玉米产区大
面积暴发、流行呈明显上升趋势[4-5]。对这两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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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的防治，多采用农药控制传播病毒的蚜虫和
灰飞虱，但农药价格较高、易造成环境污染、费工
费时且防治效果差。培育推广抗病品种已成为病毒
病防治的迫切需求，而利用病毒基因转化植物已成
为解决植物病毒的主要手段[6]。利用病毒目的基因
进行抗病基因工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7-8]，
包括病毒外壳蛋白基因、病毒移动蛋白基因、病毒
复制酶基因等[9-12]。利用 RNA 介导的干扰技术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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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以筛选标记基因为基础的农杆菌介导法
将外源基因转化到植物体内为最多[13]。由于筛选标
记基因大多是编码抗生素抗性和除草剂抗性基因，
可能对生态环境和食物安全造成影响，同时选择标
记基因的存在还限制了转基因植物的进一步改良。
因此，培育无选择标记转基因植物成为植物基因工
程研究的一个新趋势[14-15]。
本研究以玉米矮花叶病毒（maize dwarf mosaic
virus，
MDMV）和粗缩病毒（maize rough dwarf virus，
MRDV）外壳蛋白基因的特异性片段为靶目标，构
建兼抗玉米矮花叶病毒及玉米粗缩病毒的无选择标
记 siRNA 复合表达载体，对开展抗病毒 RNA 干扰
调控技术研究，创建高抗病毒玉米新种质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玉米矮花叶病毒 MDMV 和玉米粗缩病毒 S10
质粒由安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惠赠并保存于玉米叶
片上，采用摩擦接种法接种玉米；干涉载体
1.1

233

pUCCRNAi、中间载体 pBluscript SK、双 T-DNA 载
体 pDTB 以及大肠杆菌 DH5α 均为本实验室保存。
限制性内切酶、T4DNA 连接酶和 DNA marker 购自
Takara 公司，琼脂糖购自 Promega 生物公司，Gel
Extraction Kit 购自上海华舜生物公司，其它常用药
品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1.2 方法
1.2.1 特 异 性 干 涉 片 段 的 选 取 与 扩 增 利 用
GenBank 和 MaizeSeq 等数据库中的 MDMV 和
MRDV 外壳蛋白基因(CP)全序列信息，与已知玉米
表达序列和基因组序列以及人类基因组序列进行同
源性比对，确定目的基因片段序列分别为
MDMV(GeneBank accession number：S77088)上游
512~658 bp，共 147 bp；下游 743~882 bp，共 140 bp。
MRDV（GeneBank accession number：AF227206）
ORF 框上游 555~685 bp，共 131 bp；下游 1 444~
1 573 bp，共 129 bp。设计特异性引物(表 1)，其中
划线部分为限制性内切酶 BamHI(ggatcc)及 SalI
（gtcgac）位点，RT-PCR 扩增 CP 基因特异性片段。

表 1

引物
Primer
1

2
3
4
5

6

玉米 MDMV 及 MRDV CP 基因特异性干涉片段 RT-PCR 扩增的引物序列及其参数
Table 1 Primers and parameters used for RT-PCR amplification
引物序列
片段大小
功能
Primer sequence
Fragment size /bp
Function
扩增 MDMV CP 基因上游正向特异干涉片段
M1： cccgtcgacctggctttaatggaaaaaac
147
Amplication of MDMV CP gene upstream specific
M12：cccggatccaggagtacgaaattgatga
fragment in forward orientation
扩增 MDMV CP 基因上游反向特异干涉片段
M2： cccgtcgacatgtatcgctctgtagagt
247
Amplication of MDMV CP gene upstream specific
M12：cccggatccaggagtacgaaattgatga
fragment in reverse orientation
M3： ggggtcgacggctttcatctgcatgtg
140
扩增 MDMV CP 基因下游正向特异干涉片段
M34：cccggatccctacagagcgatacatgcca
M4： cccgtcgactttccgtccagaccgaaca
187
扩增 MDMV CP 基因下游反向特异干涉片段
M34：cccggatccctacagagcgatacatgcca
R1：cccggatcctccaggtttagaagttca
扩增 MRDV CP 基因上游特异干涉片段
131
R2：cccgtcgacaatcgtaaccaccatcaa
R3：ccgggatccgacaagattgatgattggt
129
扩增 MRDV CP 基因下游特异干涉片段
R4：cccgtcgaccgctctactgataattact

1.2.2 pUCCRNAi + 2 F 载体的构建 利用 BamH I –
Sal I 双酶切干涉载体 pUCCRNAi 和正向目的片段，
分别构建 MDMVCP 及 MRDVCP 基因正向连接产
物 pUCCRNAi + F，再将反向目的片段插入到经
Bgl II – Xho I 双酶切的 pUCCRNAi+F 中，构建反向
重复载体 pUCCRNAi+2 F。
1.2.3 MDMVCP 及 MDRVCP 反向重复片段的串联利用
PstI–SalI 酶切 pBluscript SK，将粗缩病毒 MDRVCP

的 反 向 重 复 片 段 插 入 到 pBluscript SK 中 构 建
pBluscript + S，再利用 PstI 单酶切将矮花叶病毒
MDMVCP 反向重复片段插入到 pBluscript + S 中，
构建中间复合载体 pBluscript + SM；
1.2.4 pDTBU 中 间 载 体 的 构 建 利 用 HindIII–
EcoRI 酶切双 T-DNA 载体 pDTB，插入 Ubiquitin 启
动子及 Nos 终止子，构建 pDTBU 中间载体；
1.2.5 无选择标记复合表达载体 pDTBUSM 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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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al I–Sac I 酶切中间复合载体 pBluscript+SM，
回收串联重复片段，插入到经 Sac I 单酶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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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TBU 中间载体中，构建兼抗 MDMV 及 MRDV
的无选择标记复合表达载体 pDTBUSM（图 1）。

玉米兼抗 MDMV 及 MRDV 无选择标记 siRNA 复合表达载体的构建图谱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expressing vector pDTBUSM

结果与分析

玉米矮花叶病毒 CP 基因上游片段 M1 反向重
复载体 pUCCRNAi+2 F 的构建
2.1.1 玉米矮花叶病毒 CP 基因上游片段 M1 的

2.1

大

RT-PCR 扩增 提取感染玉米矮花叶病毒病的玉米
叶片 RNA，利用 Promega 反转录试剂盒进行反转录
成 cDNA，以此 cDNA 为膜板，分别扩增矮花叶病
毒病 CP 基因上游片段的正向（图 2 A）和反向（图
2 B）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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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玉米矮花叶病毒 CP 基因上游片段 M1 的反向
重复载体 pUCCRNAi+2F 构建 pUCCRNAi 载体由
pUC18 改造而成的，是以内含子为间隔序列，两边
是互为同尾酶的载体，其中 BamHI 与 BglII 是一对
同尾酶，SalI 与 XhoI 是一对同尾酶。将正向 PCR

235

产物插入到 BamH I–Sal I 位点，构建 pUCCRNAi + F
（图 3，A；346 bp），再将反向 PCR 产物插入到
pUCCRNAi + F 的 Bgl II – Xho I 位点，构建反向重
复载体 pUCCRNAi + 2F（正向 147 bp + 内含子 199
bp +反向 247 bp=593 bp）（图 3，A；593 bp）。

M：DNA 标准分子量（DL2000）；M′：DNA 标准分子量（DL2000 plus）；1-4：MDMV CP 基因的 PCR 产物 1：上游正
向 RT-PCR 产物； 2：上游反向 RT-PCR 产物；3：下游正向 RT-PCR 产物；4：下游反向 RT-PCR 产物；5-6：MRDV CP
基因的 RT-PCR 产物 5：上游片段 RT-PCR 产物；6：下游片段 RT-PCR 产物
M: DNA marker (DL2000); M′: DNA marker (DL2000 plus)；1-4: RT-PCR products of MDMV CP gene 1: upstream fragment in
positive orientation; 2: upstream fragment in reverse orientation; 3: downstream fragment in positive orientation 4: downstream
fragment in reverse orientation; 5-6: RT-PCR products of MRDV CP gene ;5: upstream fragments; 6: downstream fragment
图 2 目的片段 RT-PCR 产物
Figure 2 RT-PCR products of the target fragments

M: DNA 标准分子量 (DL2000)；1-2：MDMV CP 上游片段重组质粒的酶切验证；3-4：MDMV CP 下游片段重组质粒的酶切
验证；5-6：MRDV CP 下游片段重组质粒的酶切验证；1，3，5：pUCCRNAi + 2 F 质粒的 Sal I – Pst I 双酶切；2，4，6：pUCCRNAi
+ F 质粒的 Sal I – Pst I 双酶切
M: DNA marker (DL2000); 1-2: recombinant plasmid of MDMV CP upstream fragment; 3-4: recombinant plasmid of MDMV CP
downstream fragment; 5-6: recombinant plasmid of MRDV CP downstream fragment; 1,3,5: pUCCRNAi + 2 F plasmids digested by
Sal I – Pst I; 2,4,6: pUCCRNAi + F plasmids digested by SalI–PstI
图 3 重组质粒 pUCCRNAi + F 及 pUCCRNAi + 2 F 的 Sal I–Pst I 酶切电泳
Figure 3 Map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pUCCRNAi + F and pUCCRNAi + 2 F digested by Sal I – Pst I

玉米矮花叶病毒 CP 基因下游片段 M2 反向重
复载体 pUCCRNAi+2 F 的构建
2.2.1 玉米矮花叶病毒 CP 基因下游片段 M2 的
RT-PCR 扩 增
同 样 根 据 1.1 方 法 扩 增 得 到
MDMVCP 基因下游片段 M2 的正向（图 2，C；140
bp）和反向（图 2，D；187 bp）RT-PCR 产物。
2.2.2 玉米矮花叶病毒 CP 基因下游片段 M2 的反向
重复载体 pUCCRNAi+2 F 构建 同理将正向 RT-PCR
产物插入到 BamH I–Sal I 位点，构建 pUCCRNAi+F
（图 3，B；339 bp），再将反向 PCR 产物插入到
2.2

pUCCRNAi + F 的 BglII - XhoI 位点，构建反向重
复载体 pUCCRNAi + 2 F
（正向 140 bp + 内含子 199
bp + 反向 187 bp = 526 bp）（图 3，B；526 bp）。
2.3 玉米粗缩病毒 CP 基因上游片段 S1 及下游片段
S2 的反向重复载体 pUCCRNAi+2 F 的构建
2.3.1 玉米粗缩病毒 CP 基因上游片段 S1 及下游片
段 S2 的 RT-PCR 扩增 同样根据 1.1 方法扩增得到
MRDVCP 基因上游片段 S1 的 PCR 产物（图 2，E；
129 bp）和下游片段 S2 的 PCR 产物(图 2，F；
131 bp）
。
2.3.2 玉米粗缩病毒 CP 基因上游片段 S1 及下游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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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的反向重复载体 pUCCRNAi+2F 构建 将下游 PCR
产物分别插入到 pUCCRNAi 的 BamH I – Sal I 及
BglII– XhoI 位点，构建下游片段的反向重复载体
pUCCRNAi + 2 F（正向 129 bp + 内含子 199 bp + 反
向 129 bp = 457 bp）(图 3，C)；同理将上游 PCR 产物
分别插入到 pUCCRNAi 中构建 pUCCRNAi+2F (正向
131 bp + 内含子 199 bp + 反向 131 bp = 461 bp）
。
2.4 中间载体 pBluescript+SM 的构建
为了获得兼抗矮花叶病毒及粗缩病毒的材料，
以 pBluescript SK 作为中间载体，将 MRDVCP 基因
的反向重复序列利用 Pst I–Sal I 插入到 pBluescript
中构建成 pBluescript+S，再将 MDMVCP 基因的反
向重复序列通过 Pst I 单酶切插入到 pBluescript+S
中，构建 pBluescript+SM（593 bp+457 bp = 1.05 kb；
526 bp + 461 bp = 987 bp）
，通过 Sa lI – Sac I 酶切验
证重组子（图 4）。

M: DNA 标准分子量 (DL2000 plus)；1: pBluescript + SM2
质粒的 Sal I-Sac I 双酶切；2：pBluescript + SM1 质粒的
Sal I-Sac I 双酶切
M: DNA marker (DL2000 plus); 1: pBluescript + SM2
plasmids digested bySalI–SacI; 2: pBluescript + SM1 plasmids
digested by Sal I–Sac I
图 4 pBluescript+SM1 和 pBluescript + SM2 的
Sal I – Sac I 双酶切
Figure 4 Map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pSK+ SM1 and pSK +
SM2 digested by SalI – Sac I

M: DNA 标准分子量 (DL2000 plus)；1: pDTBU 质粒的
Hind III – EcoR I 双酶切
M: DNA marker (DL2000 plus); 1: pDTBU plasmids digested
by Hind III – EcoR I
图 5 pDTBU 质粒 Hind III–EcoR I 双酶切
Figure 5 Map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pDTBU digested by
Hind III – Eco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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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选择标记载体 pDTB 与 Ubiquitin 启动子及
Nos 终止子连接（pDTBU）
无选择标记载体 pDTB 是一个含有双 T-DNA
的真核表达载体，其中一个 T-DNA 区段含有除草剂
抗性基因—bar 基因，另一个 T-DNA 含有多克隆位
点。将 Ubiquitin 启动子（1.5kb）及 Nos 终止子（250
bp）通过 Hind III – EcoR I 位点插入到 pDTB 中构
建带有 Ubiquitin 启动子及 Nos 终止子的 pDTBU 表
达载体（图 5）。
2.6 无选择标记复合表达载体 pDTBUSM 的构建
将串联在一起的 2 个反向重复序列 pBluescript +
SM1、pBluescript + SM2 通过 Sac I-Sal I 双酶切，
分 别 插 入 到 pDTBU 的 SacI 位 点 ， 分 别 构 建
pDTBUSM1 和 pDTBUSM2，利用 Hind III-EcoR I
双酶切验证重组质粒。由图 6 可以看出，重组质粒
pDTBUSM1 能切出 1 条 2.7 kb 的条带（1.8 kb + 0.9
kb≈2.7 kb）
（图 6，左）
，重组质粒 pDTBUSM2 能
切出 1 条约 2.9 kb 的条带（1.8 kb+1.05 kb≈2.9 kb）
（图 6，右）
，而 pDTBU 只能切出 1 条约 1.8 kb 的
条带，说明无选择标记复合表达载体 pDTBUSM 构
建成功。
2.5

M: DNA 标准分子量 (DL2000 plus)；1：pDTBUSM1 质粒的
Hind III – EcoR I 双酶切； 4：pDTBUSM2 质粒的 Hind III –
EcoR I 双酶切；2，3：pDTBU 质粒的 Hind III – EcoR I 双酶切
M: DNA marker (DL2000 plus); 1: pDTBUSM1 plasmids digested by Hind III – EcoR I; 4: pDTBUSM2 plasmids digested
by Hind III – EcoR I; 2,3: pDTBU plasmids digested by
Hind III – EcoR I
图 6 pDTBUSM1、pDTBUSM2 及 pDTBU 的 Hind III –
EcoR I 双酶切
Figure 6
Map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pDTBUSM1,
pDTBUSM1 and pDTBU digested by Hind III –
EcoR I

3

讨论

RNA 沉默是一种真核生物固有的、转录后水平
起作用的同源依赖的基因沉默现象[17-18]。目前 RNAi
作为一种高效的反向遗传学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多
种动植物的功能基因组研究和代谢途径分析，并且

38 卷 2 期

张

姣等: 兼抗玉米矮花叶病毒及粗缩病毒无选择标记 siRNA 复合表达载体的构建

在植物的抗病毒育种中也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具
有抗病性强、抗性持久、抗性植株频率高和生物安
全性高，遗传稳定等优点，成为植物抗病毒基因工
程的热点[19]。利用 RNA 沉默的原理，从病毒自身
序列中扩增一段与其同源的基因片段，利用 RNA
干涉技术进行玉米抗病毒病的改良，为植物病毒防
治提供新思路。
本研究利用 RT-PCR 分别扩增玉米矮花叶病毒
MDMV 及粗缩病毒 MRDV 外壳蛋白 CP 基因 140 bp
左右的特异性片段，将来自不同病毒的干涉片段串
联一起，而且每个基因分别选择两个干涉片段，可
对这些片段或组合进行干涉效果的分析、优化，以
获得最有效的片段。本研究转化的 RNA 干涉片段
小，对受体其它农艺性状影响小，遗传稳定性高，
便于获得对目的基因干涉而其它农艺性状优良的转
基因植株。同时将 RNA 干涉技术与标记基因的分
离技术结合起来，构建的复合载体转入玉米后，在
后代的分离中获得无标记转基因植株的可能性大。
所以，无论是从安全性考虑，还是从转基因技术本
身考虑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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