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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Ifuchit2）结构基因
及上游序列的克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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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玫烟色棒束孢作为一类可致昆虫死亡的虫生真菌，是生物防治中极具开发应用潜力的种类。运用 PCR
技术与 DNA 步移技术，从玫烟色棒束孢中克隆得到几丁质酶的结构基因及其上游序列。结构基因总长 1 425 bp，
扩出的结构基因 DNA 与其 cDNA 比较含有 3 个内含子，分别位于距离起始密码子的 121 碱基至 176 碱基处，277
碱基至 331 碱基处和 380 碱基至 431 碱基处，大小分别为 54 bp、53 bp 和 51 bp。在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 Ifuchit2
结构基因的基础上，克隆得到了其上游序列。该基因上游序列大小为 1 794 bp，其中有 209 bp 与该基因 cDNA 序
列相互重叠。序列分析表明，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 Ifuchit2 上游序列中，含有真核生物基因典型的 TATA-盒，以
及多个高度保守的潜在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如 Oct1、GATA-1、GATA-2 和 CdxA 等。另外，该上游序列还存在一
些特异的应答元件，如热激应答元件（HSE）、胁迫应答元件（ST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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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gene and upstream sequence
of chitinases (Ifuchit2) from Isaria fumosor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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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aria fumosorosea is a kind of entomogenous fungi causing insect death with great potentials of
exploit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biological control. The structural gene of chitinases, with 1 425 bp, was cloned
from Isaria fumosorosea, and the amplified structural gene have three introns compared with its cDNA.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upstream sequence of chitinases (Ifuchit2) from Isaria fumosorosea was cloned by genome
walking based on its structural gene. The obtained upstream sequence was 1 794 bp, and 209 bp was overlapped
with its cDNA sequences. The sequen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upstream sequence has a typical eukaryotic
gene TATA-box of several hidden highly conserved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such as Oct1, GATA-1,
GATA-2, CdxA and contains some specific response elements, such as the heat responsive element (HSE), stress
response elements (STRE).
Key words: genome walking; upstream regulation sequence; response element; structural gene
昆虫病原真菌是昆虫病原微生物中最大的一个
类群，寄主极为广泛。在害虫自然种群的控制和害
虫的微生物防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昆虫病
原真菌主要通过穿透昆虫体壁而侵入寄主。在昆虫
的表皮中，几丁质镶嵌于蛋白质基质中，是这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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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最初侵染和侵入的位点。昆虫病原真菌依靠酶
解作用，产生一系列的胞外酶（如蛋白酶、几丁质
酶、脂酶等）降解昆虫体壁，以便菌丝的进入[2]。
几丁质酶作为一类诱导酶，既能在穿透寄主体壁时
表达，也能在以昆虫体壁为唯一碳氮源的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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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是虫生真菌在侵染昆虫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水
解酶类[3]。近年来对昆虫病原真菌毒力基因的研究
发现，通常同一菌株往往产生几种几丁质酶，分别
由不同的基因编码产生，或由相同基因编码的前体
酶蛋白通过不同方式的剪切产生[4]。例如：从球孢
白僵菌 Beauveria bassiana 菌株中就克隆到 2 个几丁
质 酶 基 因 Bbchit1 （ AY145440 ） 和 Bbchit2
(AY147011)[5]，同样从蜡蚧轮枝菌 Verticillium lecanii
菌株（DAOM 175104）也获得了预测分子量分别为
40.93 kDa 和 45.95 kDa 的两个几丁质酶[6]。在金龟
子绿僵菌 Metarhizium anisopliae 菌株（ARSEF324）
中也克隆得到 Chi2(AJ293217)和 Chi3(AJ293218)2
个几丁质酶基因。通过 Blast 对保守区进行预测，
发现 Ifuchit2 几丁质酶基因也含有几丁质的活性位
点（DGIDIDWE）和结合区域（SIGG），属于糖基
水解酶 18 家族。
玫烟色棒束孢(Isaria fumosorosea)作为一种常
见的昆虫病原真菌，被广泛用于生物防治[7]。本试
验在对玫烟色棒束孢中几丁质酶 cDNA 基因研究的
基础上，利用 PCR 技术与基因步移法对几丁质酶
（Ifuchit2）结构基因和上游序列进行了克隆，并对
结构基因中内含子及上游序列中的启动子顺式调控
元件以及一些重要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进行了分
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菌株来源及试剂
供试的玫烟色棒束孢 RCEF3304 菌株由安徽农
业大学微生物防治省重点实验室分离、保存，其寄
主为双翅目蛹，采自江西庐山。
TaqDNA 聚合酶、pMD18- T 载体、DNA 胶回
收试剂盒及 DNA 步移试剂盒均购自大连宝生物公
司，引物合成和测序分别由上海生工和北京六合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其他常规试剂均为国产。
1.2 玫烟色棒束孢菌丝的培养获得
取玫烟色棒束孢新鲜孢子悬浮液 0.5 mL，涂布
于铺有灭菌玻璃纸的 SDAY 平板上，用涂棒涂抹均
匀，放入 25℃培养箱内培养 4 d。
1.3 玫烟色棒束孢基因组 DNA 的提取
取 0.2 g 菌丝分别采用 CTAB 法[8]和氯化苄法[9]
提取玫烟色棒束孢基因组 DNA，比较 2 种方法的提
取效果，确定最佳方法。
1.4 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结构基因的克隆
根据已知的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Ifuchit2）
cDNA 序列，在 5’与 3’端设计特异引物 Chitin-up 和
1.1

583

Chitin-down。
Chitin-up: 5’ATGCTGGGTTTCCTCAGGAAAT
CAATCGCTACGGTCG 3’
Chitin-down: 5’ACTATTCCTGATATTGTCGA
ACTTC 3’
反应体系(25 μL)为：ddH2O 18.5 μL，模板 1
μL，dNTP（10 mmol·L-1 ）0.5 μL，Chitin-up 和
Chitin-down（10 μmol·L-1）各 1 μL，Dream 酶 0.5 μL，
10×PCR Buffer（Mg2+plus）2.5 μL。
PCR 反应参数：95℃预变性 5 min，然后经过
35 个循环（95℃ 1 min，52℃ 1 min，72℃ 90 s），
72℃延伸 10 min 结束反应。
1.5 DNA 步移法扩增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
上游序列
根据获得的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
Ifuchit2（GenBank 登录号:HQ267382）的结构基因
序列，在其 5’端设计 3 条下游引物 c-SP1、c-SP2、
c-SP3，以扩增其上游序列。
c-SP1：GCATCCAAAAACGTTATTACCGGGT
c-SP2：TTATAGCCACCATCACGCTTTGG
c-SP3：TGCTCGCAGCGCCACGACCGTA
参照 DNA 步移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 3 次热
不对称 PCR。第 1 次扩增反应用试剂盒自带引物
AP1 与 c-SP1 进行扩增，PCR 反应体系（25 μL）为：
16.2 μL ddH2O，1 μL 基因组 DNA（60 ng·μL-1），2.5
uL 10×PCR Buffer（Mg2+plus），0.5 uL AP1（100
μmol·L-1），0.5 μL SP1（10 μmol·L-1），4 μL dNTP（2.5
mmol·L-1），0.3 μL LA TaqDNA 聚合酶（5 U·μL-1）。
扩增循环条件参照说明书。扩增结束后，用 1%琼
脂糖电泳检测。
以第 1 次扩增产物稀释 50 倍后作为模板，以引
物 AP1 与 c-SP2 进行第 2 次扩增并电泳检测。将第
2 次扩增产物稀释 50 倍后作为模板，以引物 AP1
与 c-SP3 进行第 3 次扩增并电泳检测。第 2 和第 3
次扩增反应条件相同。将第 3 次 PCR 扩增的特异性
产物纯化测序。
1.6 DNA 回收及克隆、测序
在紫外灯下切下含目的片段的凝胶块，用
Takara 的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DNA。回收片段按试剂
盒说明书连接到 pMD18-T 载体上。大肠杆菌感受
态细胞制备及克隆转化具体方法参考《分子克隆实
验指南》。测序由北京六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1.7 序列及进化分析
序列分析用 DNAMAN 软件、BioXM2.6 和
NCBI 网 站 （ http://www.ncbi.nlm.nih.gov ）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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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T 程序来完成。利用真核生物启动子在线分析
软 件 （ http://www.cbrc.jp/research/db/ TFSEARCH.
html）分析克隆得到的上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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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接位点 5’-GT…AG-3’规则。这是普遍存在于真核
基因中 mRNA 剪接的识别信号。

结果与分析

2

玫烟色棒束孢基因组 DNA 的提取
用两种方法所提取的玫烟色棒束孢基因组
DNA 均无 RNA 污染（图 1），CTAB 法 OD 值在
1.8~1.9，氯化苄法其 OD 值在 1.9~2.0。

2.1

1. CTAB 法提取的基因组 DNA；
2. 氯化苄法提取的基因组 DNA
1. Genomic DNA extraction by method of CTAB;
2: Genomic DNA extraction by method of Beazyl chloside
图 1 玫烟色棒束孢的基因组 DNA
Figure 1 Genomic DNA of Isaria fumosorosea

图 2 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结构基因
Figure 2 The structural gene of chitinase from Isaria fumosorosea

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 Ifuchit2 结构基因的克
隆与分析
以 DNA 为模板用引物 Chitin-up 和 Chitin-down
进行 PCR 扩增，经 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得
到一条特异性很好的条带（图 2），经测序分析玫烟
色棒束孢几丁质酶（Ifuchit2）的结构基因长为 1 425
bp，其结构基因与 cDNA 比较含有 3 个内含子，分
别位于距离起始密码子 121 碱基至 176 碱基处，277
碱基至 331 碱基处和 380 碱基至 431 碱基处，大小
分别为 54 bp、53 bp 和 51 bp。符合真核生物内含子
2.2

M. DNA marker; 1. 第 1 轮 PCR 产物; 2. 第 2 轮 PCR 产物;
3. 第 3 轮 PCR 产物
M. DNA Marker; 1. 1st PCR product; 2. 2nd PCR product;
3. 3rd PCR product
图 3 DNA 步移扩增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上游序列
产物
Figure 3 The upstream sequence of chitinase gene from Isaria
fumosorosea was amplified using gene walking

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上游序列的克隆
与分析
利用 DNA 步移，获得了 1 794 bp 的上游序列
（图 3），命名为 Ifuchit2U (GenBank 登录号：
JF323024)。Ifuchit2U 与 Ifuchit2 有 209 bp 的序列完
全重叠。因此可以确定 Ifuchit2U 就是玫烟色棒束孢
几丁质酶（Ifuchit2）的上游启动子序列。利用真核
生 物 启 动 子 在 线 分 析 软 件 （ http://www.fruitfly.
org/seq_tools/ promoter.html）预测出该基因转录起
始 位 点 位 于 1 569 bp A 处 。 通 过 在 线 分 析 软
（http://www.cbrc.jp/ research/db/TFSEARCH.html）
对上游序列分析发现，Ifuchit2U 具有真核生物的基
本启动子序列 TATA-盒，该启动子能够选择正确的
起始位点，从而保证精确起始。Ifuchit2U 同时含有
CdxA、Oct-1、HSF (热激转录因子)等重要的转录因
子结合位点，以及 GATA 等启动子顺式调控元件。
2.3

3

讨论

结构基因 5′端上游调控序列不仅包含启动子的
核心结构序列, 能够指导全酶同模板正确结合，活
化 RNA 聚合酶，启动基因转录[10]。同时也有一些
特异的反应元件和转录因子结合位点，这些元件是
起始转录和调控转录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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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则数字为核酸位置，TATA-box 、GATA-1、GATA-2 用方框标出，STRE 、CdxA、NIT2、HSF、和 Oct-1 用下划线标出，
灰色阴影部分为预测的可能存在的启动子区域，大写黑体字母为起始密码子和预测的转录起始位点，斜体为与 cDNA 重叠
部分
Numbers to the left are the nucleotide position. The TATA-box, GATA-1and GATA-2 are boxed. STRES, CdxA, NIT2, HSF and
Oct-1 are underlined. The putative basal promoter is shaded .The start codon ATG and the potential initial points of transcription are
bold capital letters. The overlapped section with the cDNA is bold and italics
图 4 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上游序列
Figure 4 The upstream sequence of chitinase gene from Isaria fumosorosea

本研究中，通过 PCR 技术获得的 Ifuchit2 结构
基因与其 cDNA 比较含有 3 个内含子，分别位于距
离起始密码子 121 碱基至 176 碱基处，277 碱基至
331 碱基处和 380 碱基至 431 碱基处，大小分别为
54 bp、53 bp 和 51 bp。由 DNA 步移法得到的玫烟
色棒束孢 Ifuchit2 几丁质酶上游 Ifuchit2U 序列，经
测序与其 cDNA 编码序列（Ifuchit2）有 209 bp 重合，
因此可以确定 Ifuchit2U 是 Ifuchit2 基因的 5’上游序

列。该序列中含有的 TATA 框具有选择正确的起始
位点，保证精确起始的功能，同时，还能影响转录
速率。如兔的珠蛋白基因中 TATA 框的保守序列
ATAAAA 人工突变为 ATGTAA 时，其转录效率会
下降 80 %[11]。另外，本研究克隆的 Ifuchit2U 序列，
还包含其他一些如 GATA-1、GATA-2、CdxA、Oct-1，
具有特异性调节基因转录功能的转录因子结合位
点。在真菌中氮阻遏主要是通过氮阻遏子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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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克隆了多个氮阻遏蛋白，如构巢曲霉 Aspergillus nidulans 的 AREA，粗糙脉孢菌 Neurospora
crassa 的 NIT2[12]和金龟子绿僵菌的 nrr1[13]。它们
的共同特征是都含有 C-X2-C-X17-C- X2-C 型的锌
指结构，在 DNA 上的结合位点是相隔很近的序列
——GATA，因此又被称为 GATA 蛋白。经分析发
现在 Ifuchit2U 中含有多个 GATA 元件。
在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上游序列分析
中，还发现该序列含有压力反应元件 STRE。STRE
该元件在酵母中，主要调控一些与抗逆有关的基
因[14]，当酵母菌处于高温、高渗透压、低 pH 以及
营养饥饿等胁迫条件时，STRE 元件就会介导酵母
相关抗逆基因的转录激活[15]。因此，我们推测该元
件在玫烟色棒束孢几丁质酶基因上游序列中，也具
有类似的调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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