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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棉转录因子 GhWRKY91 基因的原核表达及鉴定
顾丽姣 1,2，魏恒玲 1，喻树迅 1*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安阳 455000；2.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保定 071000)
摘 要：为了筛选出高表达棉花 GhWRKY91 可溶性蛋白的原核表达载体。以中棉所 10 号叶片的 cDNA 为模
板 PCR 扩增 GhWRKY91 基因，扩增产物分别构建到 4 个不同的原核表达载体 pET-22b(+)、pET-32a(+)、pMAL-c5x
和 pGEX-4T-1 。 将 重 组 载 体 pET-22b(+)-GhWRKY91 、 pET-32a(+)-GhWRKY91 、 pMAL-c5x-GhWRKY91 和
pGEX-4T-1-GhWRKY91 转化到大肠杆菌菌株 BL21(DE3)或 Arctic-Express™(DE3)RP 中，IPTG 诱导表达，SDS-PAGE
电泳分析不同原核表达载体的蛋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pET-22b(+)-GhWRKY91 和 pET-32a(+)-GhWRKY91 在
BL21(DE3)中以及 pMAL-c5x-GhWRKY91 在 Arctic-Express™(DE3)RP 中均未见明显蛋白表达，而 pGEX-4T-1GhWRKY91 在 Arctic-Express™(DE3)RP 中表达的蛋白基本存在于上清中，可获得可溶性蛋白。因此，将 GhWRKY91
基因构建到 pGEX-4T-1 原核表达载体上可成功获得可溶性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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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karyotic expression and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GhWRKY91 gene in cotton (Gossypium hirsu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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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aimed at screening out 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cotton GhWRKY91 soluble protein. The GhWRKY91 gene was amplified by PCR using cDNA of CCRI10 leaves
as template, and the amplified products were constructed into four different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s,
pET-22b(+), pET-32a(+), pMAL-c5x and pGEX-4T-1, respectively. The recombinant vectors, pET-22b(+)GhWRKY91, pET-32a(+)-GhWRKY91, pMAL-c5x-GhWRKY91 and pGEX-4T-1-GhWRKY91 were transformed
into Escherichia coli strains BL21(DE3) or Arctic-Express™(DE3)RP. The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was induced
by IPTG, and SDS-PAGE electrophore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by different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obvious protein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pET-22b(+)-GhWRKY91
and pET-32a(+)-GhWRKY91 in BL21(DE3) and pMAL-c5x-GhWRKY91 in Arctic-Express™(DE3)RP. However,
the protein expressed by pGEX-4T-1-GhWRKY91 in Arctic-Express™(DE3)RP was presented in the supernatant,
and a soluble protein could be obtained. Therefore, GhWRKY91 soluble protein can be successfully obtained by
constructing GhWRKY91 gene into 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of pGEX-4T-1.
Key words: cotton; GhWRKY91gene; SDS-PAG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expression analysis
WRKY 转录因子是植物中最大的转录调控因
子家族之一[1]。WRKY 转录因子的典型特征是包含
1~2 个由 60 个氨基酸残基构成的 WRKY 结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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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构域的 N 末端含有保守的 WRKYGQK 序列，
C 末端含有一个锌指结构域（Cx4–5Cx22–23HxH
或 Cx7Cx23HxC）
。根据 WRKY 结构域的数目和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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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结构的特征，WRKY 转录因子家族可以分为 3 个
亚家族[1-2]。1994 年 Ishiguro 等[3]从甘薯中克隆了第
一个 WRKY 基因 SPF1。随着测序成本的降低，越来
越多物种的基因组数据被释放出来，这为鉴定更多的
WRKY 转录因子提供了基础。例如，目前分别在拟南
芥中鉴定了 74 个[2] 、水稻 101 个[4]、油菜 145 个[5]、
陆地棉 239 个[6]和雷蒙德式棉 120 个[7]WRKY 转录因
子，并初步鉴定了它们在进化、植物发育和非生物
胁迫中的功能。WRKY 转录因子具有丰富的生物学
功能，如拟南芥 AtWRKY27 参与雄性不育[8]，棉花
GhWRKY68 参与盐和干旱胁迫[9]，黄瓜 CsWRKY50
参与病菌抵抗[10]，日本黄连 CjWRKY1 参与次生代
谢 物 苯 基 异 喹 啉 生 物 碱 的 合 成 [11] ， 锦 鸡 儿
CiWRKY40-4 参与调控叶片衰老[12]等过程。
高华等[13]通过原核表达苹果 MdWRKY 蛋白鉴
定了其蛋白大小；刘蕾等[14]构建了银杏抗菌肽 GBA
基因原核表达载体表达重组蛋白，鉴定了其抗菌活
性；孙威 [15] 和刘裕峰 [16] 等分别构建了日本蛇根草
OjCHS 基因和板栗 CmWRKY 基因的原核表达载
体，鉴定了其重组蛋白的最佳诱导条件，为制备大
量可溶性蛋白并进行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洪克前
等[17]构建香蕉 MaWRKY1 原核表达载体表达重组蛋
白用于免疫新西兰兔获得多克隆抗体；程先坤等构
建了水稻 OsWRKY45 基因的全长和截断的原核表达
载体表达重组蛋白，通过凝胶组织电泳和晶体生长
解释 W-box 侧翼序列对 WRKY 蛋白核酸位点的偏
好性的影响[1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原核蛋白表达在
研究蛋白质大小、蛋白纯化以及功能分析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WRKY 基因在生物胁迫、非生物胁迫、次生物
质代谢和生长发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 WRKY
转录因子进行原核表达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蛋白的功
能。棉花是世界上重要的纤维作物，为纺织工业提
供了大量的天然纤维，研究 WRKY 基因在棉花中的
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中棉所 10 号为材料
克隆 GhWRKY91 基因，构建不同的原核表达载体表
达 GhWRKY91 重组蛋白来获得可溶性蛋白，以期
进一步阐明 GhWRKY91 蛋白的功能，为棉花育种
提供理论基础和基因资源。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棉 花 品 种 中 棉 所 10 号 ； 大 肠 杆 菌 感 受 态
BL21(DE3) 购 自 天 根 生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Arctic-Express™(DE3)RP 感受态细胞来自南京钟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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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核表达载体 pET-22b(+)和
pET-32a(+)购自北京华越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MAL-c5x 和 pGEX-4T-1 来自南京钟鼎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1.2 方法
1.2.1 GhWRKY91 基因的克隆 使用多糖多酚植物
总 RNA 提取试剂盒（天根）提取中棉所 10 号叶片
总 RNA，用 PrimeScript™ II 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TAKARA）进行反转录。根据 Dou 等[19]
提交到 NCBI GeneBank 中的 GhWRKY91 (KF669793)
序 列 设 计 原 核 表 达 引 物 ， 分 别 为 ： pET-22b(+)GAATTAATTCG GATCCATG
WRKY91 上游引物：
5＇
GACAGCGGTGGTAG-3＇
，pET-22b(+)- WRKY91 下
游引物：5＇
-GTGCGGCCGCAAGCTTGCAGATCCC
AACCTGTGG-3＇
；pET-32a(+)-WRKY91 上游引物：
5＇
-GGCTGATATCGGATCCATGGACAGCGGTGG T
AG-3＇
，pET-32a(+)-WRKY91 下游引物：5＇-GTGCGG
CCGCAAGCTTTCAGCAGATCCCAACCT-3＇
；pMALc5x-WRKY91 上游引物：5＇
-GAAGGATTTCACATAT
GATGGACAGCGGTGGTAG-3＇
，pMAL-c5x-WRKY91
下游引物：5＇
-CAGG GAATTCGGATCCTCAGCAG
ATCCCAACCT-3＇
；pGEX-4T-1-WRKY91 上游引物：
pGEX5＇
-CGCGGATCCATGGACAGCGGTGGTAG-3＇
，
4T-1-WRKY91 下游引物：5＇
-CCGCTCGAGTCAGCA
GATCCCAACCT-3＇
。用高保真酶 PrimeSTAR® GXL
DNA Polymerase（TaKaRa）从 cDNA 中 PCR 扩增
GhWRKY91 基因并进行片段纯化。PCR 的扩增条件
为：98 ℃变性 10 s，55 ℃退火 15 s，68 ℃延伸 1
min，30 个循环。
1.2.2 原 核 表 达 载 体 的 构 建
原核表达载体
pET-22b(+)和 pET-32a(+)分别用 BamHⅠ和 Hind Ⅲ
进行双酶切，pMAL-c5x 用 NdeⅠ和 BamHⅠ进行双
酶切，pGEX-4T-1 用 BamHⅠ和 XhoⅠ进行双酶切，
载体酶切后进行片段纯化。用 ClonExpress® Entry
One Step Cloning Kit (C114)试剂盒将 1.2.1 中纯化的
GhWRKY91 目 的 片 段 无 缝 连 接 到 pET-22b(+) 、
pET-32a(+)和 pMAL-c5x 载体上，完成 pET-22b(+)GhWRKY91、pET-32a(+)-GhWRKY91 和 pMAL-c5xGhWRKY91 载体构建。同时，将用 pGEX-4T-1WRKY91 上游引物和 pGEX-4T-1-WRKY91 下游引物
PCR 扩增的 GhWRKY91 片段用 BamHⅠ和 XhoⅠ双
酶切，用 T4 连接酶连接到双酶切后的 pGEX-4T-1
载体上，完成 pGEX-4T-1-GhWRKY91 载体构建[20]。
1.2.3 原核表达载体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 将构建
好 的 载 体 pET-22b(+)-GhWRKY91 和 pET-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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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WRKY91 转化至大肠杆菌感受态 BL21(DE3)菌株，
pMAL-c5x-GhWRKY91 和 pGEX-4T-1-GhWRKY91
转化 Arctic - Express™(DE3)RP 菌株，涂布在含有
氨苄抗生素的 LB 固体平板上，挑取单克隆测序，
选取测序正确的单克隆用于原核蛋白表达。
1.2.4 原核蛋白表达和检测 目的菌株接种于 30
mL 含有氨苄抗生素的 LB 培养基中，37 ℃培养至
取出 1 mL 的培养物 12 000 r·min-1
OD600 为 0.6 ~ 0.8。
室温离心 2 min，弃上清后用 100 μL 的 1×上样缓冲
液重悬菌体。向剩余培养物中加入终浓度为 0.5
mmol·L-1 的异丙基-β-D-硫代半乳糖苷（Isopropylβ-D-thiogalactopyranoside, IPTG）
，20 ℃条件下 220
r·min-1 震荡培养 4 h（含 pMAL-c5x-GhWRKY91 载体
的菌株为 37 ℃条件震荡培养）
，诱导融合蛋白表达
[20]。取出 1 mL 的培养物 12 000 r·min-1 室温离心 2
min，弃上清后用 100 μL 的 1×上样缓冲液重悬菌体。
剩余培养物 5 000 r·min-1 室温离心 10 min，弃上清，
用 PBS 缓冲液重悬菌体。重悬液超声波破碎细胞，
分别取上清液与沉淀液加入上样缓冲液重悬，进行
12% SDS-PAGE 检测分析，考马斯亮蓝染色显带。

2
2.1

结果与分析

pET-22b(+)-GhWRKY91 融合蛋白在 BL21(DE3)
中的表达鉴定
GhWRKY91 基因的编码蛋白，预测的蛋白质的
分子量为 29.82 kDa。pET-22b(+)-GhWRKY91 融合
蛋白在 C-端含有 His 标签，包含标签的蛋白的分子
量约为 33 kDa。以未加入 IPTG 诱导剂的重组菌落
做对照，在加入 IPTG 诱导剂 20 ℃条件下诱导的重
组菌和诱导破碎后的上清中均未检测到明显条带
。在 IPTG 诱导破碎后的沉淀中检测到了条
（图 1）
带，以蛋白包涵体表达（图 1）
。
2.2 pET-32a(+)-GhWRKY91 融合蛋白在 BL21(DE3)
中的表达鉴定
pET-22b(+)-GhWRKY91 融合蛋白未见明显表达，
将 GhWRKY91 构建到另一载体含 His 标签的载体
pET-32a(+)上，鉴定融合蛋白表达情况。在融合蛋白
的N-端含有His 标签，
融合蛋白的分子量约为47 kDa。
用 IPTG 诱导剂 20 ℃条件下诱导融合蛋白表达。从
SDS-PAGE 结果可以看出，目标蛋白在对照，经 IPTG
诱导的菌体，IPTG 诱导超声破碎后的上清和 IPTG 诱
导超声破碎后的沉淀中均未见明显表达（图 2）
。
2.3 pMAL-c5x-GhWRKY91 融合蛋白在 ArcticExpress™(DE3)RP 中的表达鉴定
上述含有 His 标签的 pET-22b(+)和 pET-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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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得到可溶性蛋白，因此将 GhWRKY91 构建到了
含有麦芽糖结合标签（MBP-Tag）pMAL-c5x 载体上。
MBP 可以减少目的蛋白的降解，
提高目的蛋白的水溶
性。融合蛋白的分子量约为 74 kDa。结果显示，37 ℃
条件 IPTG 诱导后，目标蛋白在对照、 IPTG 诱导的
菌体、IPTG 诱导超声破碎后的上清和 IPTG 诱导超声
破碎后的沉淀中均未见明显表达（图 3）
。

M,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1.未经 IPTG 诱导的 pET22b(+)-GhWRKY91；2. IPTG 诱导 pET-22b(+)- GhWRKY91；
3. IPTG 诱导 pET-22b(+)-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上清；
4. IPTG 诱导 pET-22b(+)-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沉淀。
图 1 pET-22b(+)-GhWRKY91 表达产物的 SDS-PAGE 分析
Figure 1 SDS-PAGE analysis of pET-22b(+)-GhWRKY91
expression products

M, 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1. 未经 IPTG 诱导 pET-32a(+)GhWRKY91；2. IPTG 诱导 pET-32a(+)-GhWRKY91；3. IPTG 诱
导 pET-32a(+)-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上清；4. IPTG 诱
导 pET-32a(+)-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沉淀。
图 2 pET-32a(+)-GhWRKY91 表达产物的 SDS-PAGE 分析
Figure 2 SDS-PAGE analysis of pET-32a(+)-GhWRKY91
expression products

2.4

pGEX-4T-1-GhWRKY91 融合蛋白在 ArcticExpress™(DE3)RP 中的表达鉴定
为了能够得到可溶性蛋白，我们将 GhWRKY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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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到了含有谷胱甘肽巯基转移酶标签（GST-Tag）
的 pGEX-4T-1 载体上。GST 也可以提高目的蛋白的
水溶性。融合蛋白的分子量约为 57 kDa。结果显示，
20 ℃条件 IPTG 诱导后，融合蛋白在对照，IPTG
诱导的菌体和 IPTG 诱导破碎后的沉淀中有少量表
达，在 IPTG 诱导破碎后的上清中有相对较多的重
组蛋白表达（图 4）
，表明用 pGEX-4T-1 载体表达可
以获得可溶性蛋白。

M,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1.未经 IPTG 诱导的 pMAL-c5xGhWRKY91；2. IPTG 诱导 pMAL-c5x-GhWRKY91；3. IPTG 诱导
pMAL-c5x-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上清；4. IPTG 诱导
pMAL-c5x-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沉淀。
图 3 pMAL-c5x-GhWRKY91 表达产物的 SDS-PAGE 分析
Figure 3 SDS-PAGE analysis of pMAL-c5x-GhWRKY91
expression products

M, 蛋 白 质 分 子 质 量 标 准 ； 1. 未 经 IPTG 诱 导 的
pGEX-4T-1-GhWRKY91；
2. IPTG 诱导 pGEX-4T-1- GhWRKY91；
3. IPTG 诱导 pGEX-4T-1-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上清；4.
IPTG 诱导 pGEX-4T-1-GhWRKY91 超声波破碎后的沉淀。
图 4 pGEX-4T-1-GhWRKY91 表达产物的 SDS-PAGE 分析
Figure 4 SDS-PAGE analysis of pGEX-4T-1-GhWRKY91
expression products

3

讨论与结论
前人在研究 WRKY 转录因子的功能过程中，

881

通过构建 WRKY 基因的原核表达载体表达重组蛋
白，利用凝胶阻滞电泳或制备免疫抗体进行染色质
免疫共沉淀，进而鉴定和验证下游调控靶基因。例
如在研究 AtWRKY53 基因调控叶片衰老机制过程
中，Miao 等构建 pQE30-AtWRKY53 原核表达载体
表达重组蛋白，利用凝胶阻滞电泳验证了蛋白质体
外结合实验获得的下游靶基因 [21] 。Gu 等在研究
GhWRKY27 调 控 叶 片 衰 老 通 路 过 程 中 ， 将
GhWRKY27 基因构建到 pET-32a(+)原核表达载体表
达重组蛋白免疫小鼠获得单克隆抗体，通过染色质
免疫共沉淀测序技术获得了 98 个潜在靶基因，通过
凝胶阻滞电泳验证到 GhCYP94C1 和 GhRipen2–2 是
GhWRKY27 的下游靶基因[22]。本研究的目的是构
建 GhWRKY91 基因的原核表达载体并成功表达可
溶性蛋白，为后续研究 GhWRKY91 的功能奠定基
础。
甘玉迪等将多酚氧化酶基因（CsPPO）分别构
建到含 His 标签的 pET-32a(+)和含 MBP 标签的
pMAL-c5x 载体上，pET-32a(+)载体表达的蛋白出现
在沉淀中，而 pMAL-c5x 载体可以在上清中表达可
溶性蛋白[23]。胡威等研究了含有不同标签的原核表
达载体对 PR-1 融合蛋白表达的影响，pET-30a 和
pET-P16P 载体为包涵体表达，而 pET-ELP 载体为可
溶性表达[24]。李赛赛等构建了 7 个含有不同标签的
原核表达载体，其中含 MBP 标签的载体可以表达出
高可溶性的 VP2-LS3 重组蛋白[25]。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对于一些包涵体表达或沉淀表达，可以通过更
换具有不同标签的原核表达载体获得可溶性蛋白。
本研究构建了 GhWRKY91 基因的 4 个原核表达载体，
包括含有 His 标签的载体 pET-22b(+)和 pET-32a(+)、
含有 MBP 标签的 pMAL-c5x 以及含有 GST 标签的
pGEX-4T-1 。 结 果 显 示 pGEX-4T-1 载 体 可 以 使
GhWRKY91 蛋白在上清中成功表达，表明通过更换
不同标签载体可以获得 GhWRKY91 的可溶性蛋白。
MBP（麦芽糖结合蛋白标签）和 GST（谷胱甘肽巯
基转移酶标签）与 His（组氨酸标签）标签相比，均
属于高度可溶的标签蛋白，但是只有 GST 标签获得
了可溶性蛋白，表明并不是所有的高度可溶标签蛋
白都可以使重组蛋白进行可溶性表达[25-26]。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 GhWRKY91 基因的不
同原核表达载体，经过诱导表达和 SDS-PAGE 检测，
成功表达了 GhWRKY91-GST 可溶性融合蛋白，为
进一步进行 GhWRKY91 的蛋白纯化和功能研究提
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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