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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产植酸酶青霉的分类鉴定及其植酸酶基因克隆
和在毕赤酵母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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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酸酶是催化植酸盐水解成磷酸盐的一类酶的总称，添加到猪和家禽动物的饲料中可以提高植酸磷的利
用率和促进对矿质元素的吸收利用。根据形态特征和 ITS 分子序列，作者对该实验室筛选得到的高产植酸酶菌株青霉
RCEF4908 进行了鉴定，确定该菌株在系统分类上属于草酸青霉 Penicillium oxalicum Currie & Thom。利用特异性引物
扩增出植酸酶成熟肽基因片段，蛋白质序列含有保守区域 RHGXRXP 和 HD，属于组氨酸酸性磷酸酶家族。通过基因
操作成功实现了植酸酶在 Pichia pastoris GS115 的表达。转化子 P49 在诱导培养 144 h 后酶活性可以达到约 8 000
U·mL-1。重组植酸酶在 pH 2.5~7.0 之间都有活性，在 pH 5.5 时酶活性最高；在 90 ℃水浴处理 10、20 和 30 min 后酶
活性仍分别保留 53.8%、52.5%和 45.2%，具有较高的耐热性，适宜于作为饲料添加剂，有进一步开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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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a Penicillium isolate, gene cloning of phytase
and its expression in Pichia pastoris
BAO Jia-yuan1, MA Zhong-you1,2, Qi Ming-ling2, HUANG Bo1, FAN Mei-zhen1
(1. 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icrobial Pest Control,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2.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100)

Abstract: Phytases are a group of enzymes capable of releasing phosphate from phytate, and have been applied mainly to animal (swine and poultry) diets in order to improve phytate P digestibility and mineral bioavailability. RCEF4908, a strain with high phytase yield, was screened from a lot of phytase-producted fungal isolates.
According to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sequences of rDNA, and it was identified
as Penicillium oxalicum Currie & Thom. The fragment of the mature phytase was cloned directly from DNA of P.
oxalicum RCEF4908 with the special primers designed from phytase gene in GenBank No. AY071824.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is phytase with the conserved motifs RHGXRXP and HD belongs to a typical
histidine acid phosphatases. The phytase was overexpressed in the recombinant P49, and its specific activity could
reach 8 000 U·mL-1 after induced 144h at optimum pH 5.5, and showed high activity with phytic acid sodium salt
at a pH range of 2.5 to 7.0. This recombinant phytase studied here can retain 53.8%, 52.5% and 45.2% of its activity after denaturation at 90℃ for10, 20 and 30 min, respectively. The broad pH optima and high thermostability
of the phytase makes it a better candidate for feed-pelleting applications.
Key words: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Penicillium oxalicum; thermostable phytase; induced expression
植酸酶（EC 3.1.3.8）可以降解植物性饲料的植
酸盐类，释放出无机磷酸，解除植酸对一些矿质元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 通讯作者:

素的抗营养效应。在饲料中添加植酸酶可以提高饲
料中磷的利用率，减轻畜禽高磷排泄物对环境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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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以及促进单胃动物对饲料中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达到节磷减排的目的，因此对植酸酶的开发利用受
到了众多研究人员的重视[1-6]。研究人员从各种样品
中不断地分离筛选出新的产植酸酶微生物，高产植
酸酶菌株简青霉 Penicillium simplicissimumW46 是
从 83 个土壤样品中分离出的[2]，沙雷氏菌 Serratia
plymuthica IC1270 被从植物根际分离出来[4]，从印
度农村传统的牲畜发酵饲料中也分离出一些新的产
植酸酶微生物类群[3]。采用基因工程方法从大肠杆
菌克隆的植酸酶基因 AppA 被重组到巴斯德毕赤酵
母 MR33，在谷氨酸钠废水中发酵产植酸酶活性达
到 3 380 U·mL−1，酵母细胞干重 136 g·L-1，单细胞
蛋白含量达到细胞干重的 46.66%，适宜于作为动物
饲料添加剂[5]。
来源于黑曲霉和无花果曲霉的植酸酶已经作为
饲料添加剂应用到，然而它们不能够承受饲料造粒
时的短暂高温；来源于烟曲霉的植酸酶虽然能够耐
受这种高温，但是在 37℃下的酶活性很低，不适合
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因此需要开发出新的植酸酶
资源[7-8]。为此，作者对实验室筛选出的可产生耐热
植酸酶的青霉 RCEF4908 进行了分类鉴定，克隆到
耐热植酸酶基因（phyA）成熟肽片断，并转化到巴
斯德毕赤酵母中进行了表达，为植酸酶的应用提供
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菌株和质粒
供试菌株 Penicillium sp. RCEF4908、Pichia
pastoris GS115（His-）、Escherichia coli DH5α 和表
达质粒 pPIC9K 由本实验室保存。
1.2 试剂
植酸钠（P3168，Sigma 公司），酵母氮源基础
培养基 Yeast Nitrogen Base（YNB，Sigma 公司），
EcoRⅠ、NotⅠ、BglⅡ、碱性磷酸酶和 T4 连接酶
（Fermentation 公司）
，DNA 琼脂糖凝胶回收试剂盒
（上海华舜生物工程公司），质粒抽提试剂盒（道普
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Taq 聚合酶（大连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它药品均为国产分析纯试
剂。
1.3 试验方法
1.3.1 菌株 RCEF4908 的形态学鉴定 将菌株接种
到查氏酵母膏琼脂平板培养基（CYA），查氏琼脂平
板培养基（CA）上，并放在温度为 28℃的培养箱
中进行培养，定时观察[9]。
1.3.2 菌株 ITS1+5.8S +ITS2 rDNA 区域的扩增 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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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氯化苄法提取基因组 DNA[10]，ITS 序列扩增采用
真菌鉴定通用引物
ITS4（5′–TCCTCCGCTTATTGATATGC–3′）
ITS5（5′–GGAAGTAAAAGTCGTAACAAGG–3′
引物由上海 Invitrogen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扩增程序：94℃变性 5 min，（94℃变性 1 min，52
℃退火 1 min，72℃延伸 1 min）×30，72℃延伸 10
min，4℃保温。PCR 产物由上海 Invitrogen 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测序。
1.3.3 植 酸 酶 成 熟 肽 基 因 片 段 的 扩 增 根 据
GenBank 核酸序列数据库中已知植酸酶基因序列
（ No. AY071824 ） 设 计 特 异 性 引 物 PhyFor
（ 5′–AGCGAATTCATGTCACATCGTGTTCGGAC
CTG–3′，EcoRⅠ）和 PhyRev（5′–AAAGCGGCCGCT
CACTTTGAAGAAACGCCACATTTCGCCC–3′ ，
NotⅠ）。扩增程序：94℃变性 5 min，（94℃变性 1
min，52℃退火 1 min，72℃延伸 1 min）×30，72℃
延伸 10 min，4℃保温。
1.3.4 植酸酶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与转化 将植酸
酶基因 PCR 扩增产物采用 DNA 琼脂糖凝胶回收试
剂盒进行纯化，纯化产物和表达质粒 pPIC9K 分别
用 EcoRⅠ和 NotⅠ双酶切并用 T4 连接酶连接，转
化 E. coli DH5α 感 受 态 细 胞 ， 利 用 质 粒 引 物
（ α-Factor ： TACTATTGCCAGCATTGCTGC 和
3-AOX：GCAAATGGCATTCTGACATCC）进行菌
落 PCR 扩增法筛选阳性克隆并交由上海 Invitrogen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将测序正确的阳性克隆子
培养并提取质粒，按照毕赤酵母表达手册电击转化
到 P. pastoris GS115（His-）
，用 MD 培养基筛选 His+
转化子。将重组酵母 His+ 转化子接种在含有 3.0
mg·mL-1 Geneticin 的新鲜 YPD-Geneticin 培养基上
筛选多拷贝转化子。
1.3.5 转化子的诱导表达 将多拷贝重组酵母的单
菌落接种于装有 50 mL BMGY 培养基的 250 mL 三
角烧瓶中，于 30℃，200 r·min-1 培养 20 h，然后 4 000
r·min-1 离 心 5 min ， 将 菌 体 重 悬 于 装 有 10 mL
BMMY[11]培养基的 100 mL 三角烧瓶中，在 30℃，
200 r·min-1 摇床上继续培养，每隔 24 h 分别取菌液
样品 1.3 mL，置于 1.5 mL Eppendorf 管中，12 000
r·min-1 离心 3 min，收集菌体和上清液，同时向培养
基中添加 100%甲醇至终浓度 1%。
1.3.6 植酸酶的活性测定 采用钒钼酸铵法[2]并略
做改动，向每支干净的试管中加入 1 mL 经适当稀
释的发酵液，再加入 2 mL 植酸钠溶液（对照加入 2
mL 钒钼终止液），将试管放入 37℃的恒温水浴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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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温育 60 min。向每支试管中加入 2 mL 钒钼终
止液（对照加入 2 mL 植酸钠溶液)，静置 10 min，
在波长 415 nm 下进行比色测定，测定时用标准空白
调零。
酶活性单位（U）定义：在 37℃、pH5.50 条件
下，每分钟从 5.0 mmol·L-1 的植酸钠溶液中释放 1
μmol 无机磷，即为一个植酸酶活性单位，以 U 表
示。
重组植酸酶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酶活性测定参
[11]，
照
重组植酸酶的耐热性测定参照[8,12]。
1.3.7 重组植酸酶的 SDS-PAGE 电泳检测 毕赤酵
母转化子经甲醇诱导培养 144 h，12 000 r·min-1 离心
3 min，取上清粗酶液 1.0 mL 置于 1.5 mL Eppendorf
管中，加热浓缩至 0.1 mL，加入等体积上样缓冲液，
采用 4%的浓缩胶和 12%的分离胶进行电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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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马斯亮蓝 R-250 染色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青霉 RCEF4908 菌株的分类鉴定
该菌株在 CYA 培养基上菌落呈绒状，正面豆绿
色，反面黄色，致密，生长局限，边缘厚密；在 CA
培养基上菌落呈绒状，正面绿色，反面黄色，边缘
整齐透明，菌落 7 天直径 2.8~2.9 cm。培养时间延
长，菌落表面孢子堆积成壳状，有渗出液出现。显
微观察结果显示该菌株有青霉属典型的帚状枝，分
生孢子梗双轮或单轮，100~200 µm × 3.5~4.5 µm。
瓶梗 6~10 个平行排列，9.0~14.0 µm × 3.0~4.0 µm。
孢子形态圆柱形、椭圆形、光滑，孢子大小 4.5~6.5
× 2.9~4.0 µm（图 1）。这些形态特征与草酸青霉的
描述性状相符合。
2.1

A：早期的菌落；B：菌落表面的壳状突起和渗出液；C：二轮生不对称的帚状枝（400×）
A: colony at first stage; B: colony surface with crusts and exudate droplets; C: asymetrically biverticillate penicilli conidiophores (400×)
图 1 青霉 RCEF4908 菌株的形态特征
Figure 1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nicillium sp RCEF4908

从青霉 RCEF4908 的 DNA PCR 中扩增出的
ITS1+5.8S+ITS2 序列共计 502 bp，其中 ITS1 为 176
bp、5.8S 为 157 bp、ITS2 为 169 bp（GenBank No.
HM053477 ）。 将 测 得 的 RCEF4908 ITS 序 列 与
GenBank 数据库比对，和 RCEF4908 ITS 序列相似
率达到 99%的菌株均为草酸青霉 Penicillium oxalicum Currie & Thom。在 GenBank 核酸序列数据库中
下载相关菌株的 ITS 区域序列与供试菌株的序列放
在 一 起 ， 用 BioEdit 软 件 进 行 匹 配 排 列 。 使 用
MEGA4.1 软件，并采用 Bootstrap analysis 方法进行
1000 次重复抽样分析和 Neighbor-Joining 构建分支
发育系统树，RCEF4908 和草酸青霉聚在一组，自
举支持率 100%（图 2），和其他青霉菌株相距甚远。
综合比较该菌株的形态特征和 ITS1+5.8S +ITS2 序
列 结 果 ， 将 RCEF4908 菌 株 鉴 定 为 草 酸 青 霉
P.oxalicum。

植酸酶基因的扩增与表达载体构建
通过特异性引物 PhyFor 和 PhyRev 可以直接从
P. oxalicum 基因组 DNA 扩增出植酸酶成熟肽基因
片段，PCR 产物经双酶切连接到表达质粒 pPIC9K，
转化 E. coli DH5α 感受态细胞，涂布在含有氨苄青
霉素抗性的 LB 平板上，37℃下培养 18 h。随意挑
取 4 个菌落采用 PCR 扩增法筛选阳性克隆，结果如
图 3，扩增出的片段长度大约为 1 600 bp。测序结果
表明该片段全长 1 344 bp（GenBank No. HM053476）
。
PCR 产物序列和 EF197827、AY071824 的 BLAST
比对相似性均为 99%，说明扩增结果正确，表达载
体 pPIC9K-phyA 构建成功。推导出的蛋白质序列含
有保守区域 RHGXRXP 和 HD，属于组氨酸酸性磷
酸酶家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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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活性。结果显示在处理 10、20 和 30 min 后酶活
性仍分别保留 53.8%、52.5%和 45.2%，具有较高的
耐热性，能够承受饲料加工期间的短暂高温，适宜
于作为饲料添加剂开发利用。

图 2 青霉属部分菌株的 ITS 区域分支系统树
Figure 2 Neighbour-joining tree based on ITS region sequence
data of some strains from Penicillium spp

图 3 菌落 PCR 扩增法筛选阳性克隆
Figure 3 Screening of the positive recombinants by clone
PCR method

植酸酶基因工程酵母的构建与诱导表达
提取表达质粒 pPIC9K-phyA，酶切、线性化后
电击转化到 P. pastoris GS115，筛选 His+转化子。
将重组酵母 His+ 转化子接种在含有 3.0 mg·mL-1
Geneticin 的新鲜 YPD 培养基上筛选多拷贝转化子，
发现有四个酵母转化子菌落生长良好，菌株编号分
别为 P47、P49、P51 和 P57，经甲醇诱导培养后能
够分泌表达重组植酸酶，定时取样测定酶活性。从
图 4 可以看出转化子 P49 分泌表达的重组植酸酶活
性最高，144 h 后的酶活性可以达到约 8 000 U·mL-1。
2.4 重组植酸酶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酶活性测定
从图 5 可以看出重组植酸酶的 pH 活性范围很广，
在 pH2.5~7.0 之间都有活性，在 pH5.5 时酶活性最高，
适宜于作为饲料添加剂，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
2.5 重组植酸酶的耐热性测定
把重组植酸酶在 90℃水浴处理，定时取样测定

Figure 4

图 4 诱导表达的重组植酸酶活性
The activity of phytase from the recombinants
induced by methanol

图 5 重组植酸酶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酶活性
Figure 5 The activity of the recombinant phytase at different pH

2.3

1：蛋白质标准分子量；2：重组植酸酶；箭头表示重
组植酸酶条带的位置
Lane 1: Molecular weight standards of protein; Lane 2: The
recombinant phytase from Penicillium oxalicum RCEF4908; The
arrow indicates the position of the recombinant phytase
图 6 重组植酸酶的 SDS-PAGE 电泳图谱
Figure 6 SDS-PAGE analysis of the recombinant phytase

重组植酸酶的 SDS-PAGE 电泳
重组植酸酶蛋白共有 547 个氨基酸残基，含有
酸性氨基酸（Asp，Glu，Asn 和 Gln）87 个，碱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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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Lys，Arg 和 His）49 个。理论推测的蛋白
质分子量为 49.09 kDa，等电点 pI 为 6.38。从
SDS-PAGE 电泳结果（图 6）可以估算出重组植酸
酶的分子量约为 66.0 kDa，大于其理论预测值，这
是由于宿主 P. pastoris GS115 对表达蛋白进行糖基
化修饰的结果。

3

讨论

为了便于更深入的研究植酸酶高产菌株青霉
RCEF4908，对该菌株进行了分类鉴定，采用形态分
类学方法和现代的分子分类技术相结合，确定该菌
株在系统分类上属于草酸青霉。在 GenBank 数据库
中搜索直接获得草酸青霉植酸酶基因的已知序列，
大大方便了后续的基因工程操作，避免了不必要的
步骤，提高了实验效率。
尽管已有较多对植酸酶的研究，也有植酸酶产
品已经应用于饲料行业，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
决，如植酸酶在饲料加工中的耐热性问题、更高活
性的新类型植酸酶开发等。目前关于植酸酶的耐热
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烟曲霉植酸酶[7-8]，该酶虽然具有
耐热性，但是酶活性不高，没有应用价值。而 Chen
等将大肠杆菌的植酸酶基因 appA 融合 AOX1 启动
子，在巴斯德毕赤酵母中进行了高效表达，高密度
培养时，胞外植酸酶的产量达到 5 000 U·mL-1，但
没有报道耐热性[13]。
青霉 RCEF4908 菌株是从大量的产植酸酶丝状
真菌中筛选得到的高产植酸酶菌株，通过基因工程
操作成功实现了植酸酶在 P.pastoris GS115 的表达。
重组植酸酶在 pH2.5~7.0 之间都有活性，在 pH5.5
时酶活性最高，培养 144 h 后的酶活性可以达到约
8 000 U·mL-1。在 90℃水浴处理 20 min 后酶活性仍
保留 52.5%，具有很强的耐热性[12,14-15]，能够承受
饲料加工期间的短暂高温，可以通过 DNA 定向进
化技术进一步提高酶活性和耐热性，可以作为饲料
添加剂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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