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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转化法获得HAK1基因高表达烟草提高植株钾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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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农杆菌介导, 将仅含钾转运体蛋白基因HAK1和烟草TMV抗性蛋白基因CN的pSH-TH表达载体和仅含选择标记

基因GUS::NPTII的pSH737表达载体共转化烟草K326, 从抗性转化苗中筛选出32株T0代转基因植株, 自交分离后经筛选获

得43株无选择标记的T1代转基因烟株, Southern blotting分析和 PCR产物测序结果证明HAK1及CN功能基因已整合到烟草

基因组中, 且不含标记基因。转基因植株中的钾转运相关基因表达分析表明, 细胞质膜P-H+-ATPase基因NHA1和烟草无机

焦磷酸酶基因NVP1表达上调, 烟草液泡膜V-H+-ATPase基因VAG1表达下调; 而烟草钾外流通道蛋白基因TORK1表达在株系

T1-87中下调, 其余株系均上调; HAK1表达量除了在株系T1-141中下调外, 在其他所有株系中均上调, 其中株系T1-12、T1-
51、T1-87和T1-100的HAK1表达量比野生型高3倍以上。株系T1-51、T1-87和T1-100的根系活力、ATPase活性、阳离子交换

量(CEC)及钾含量均显著高于野生型, 表明钾离子转运体基因HAK1超量表达显著提高了烟草植株的富钾能力, 所获得的无

标记的安全转基因株系可作为优质烟叶品质培育的亲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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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otassium-absorbing ability in tobacco plants, the leaf disks of tobacco 
variety K326 were transformed by using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mediated co-transformation method with 
two binary expression vectors, the pSH-TH and the pSH737. The pSH-TH contained tobacco high-affinity 
potassium transporter protein 1 gene (HAK1) and Nicotiana tabacum TMV resistance protein N (CN) gene and 
the pSH737 contained select maker genes. Thirty two T0 generation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were determined 
by GUS 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PCR detection. Forty three T1 marker-free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with 
HAK1 and CN were selected by sequencing of PCR products and Southern blotting from T1 generation 
population which was from T0 plant selfing. Compared with wild typ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roton P-ATPase 
gene (NHA1) increased in transgenic plants, while the V-ATPase subunit G gene (VAG1) declined. Mean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potassium outward-rectifying channel protein gene (TORK1) increased in transgenic 
lines except line T1-87, and HAK1 increased in transgenic lines except line T1-141.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HAK1 in line T1-51, T1-87 and T1-100 was about 3 folds of wild type. Besides, root activity, root ATPase 
activity, root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and K+ content in trangenic pla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wildtyp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over expression of HAK1 improved the ability of enriching 
potassium in tobacco plants, and these safely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without select-marker gene can be used 
as the parent materials for breeding high quality tobacco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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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离子是植物细胞中含量最丰富的阳离子, 
在促进细胞生长, 调节气孔开关, 稳定细胞内多种

酶的活性及维持渗透势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调

控作用(郭兆奎等2007)。植物主要通过钾离子通

道(Lebaudy等2007)和钾离子转运体(Gierth和Ma-
ser 2007)从外界吸收钾, 但当植物处于低钾环境时, 
高亲和性K+

转运体(high-affinity potassium trans-
porter, HAK)在植物吸钾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Bañuelos等2002)。有研究发现HAK家族的成员与

根部高亲和性K+
的吸收有关, 拟南芥中的AtKUP1

和AtHAK5及水稻中的OsHAK1等已被证实介导了

高亲和性K+
吸收及其动态平衡(Bañuelos等2002; 

Chen等2008; Gupta等2008)。植物所需的钾, 除由

种子提供外, 绝大部分靠根系从土壤中吸收, 根系

发育及其吸钾能力与植物体中的钾素含量密切相

关。根系越发达, 表面积越大, 根系活力和钾吸收

能力就越强(张永清等2006)。烟叶生产中, 提高烟

草对钾素的吸收和积累, 增加烟叶钾含量, 有助于

改善烟叶燃烧性和吸食品质。基因工程已经成为

提高烟草钾含量、改善烟叶品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以基因工程培育的转基因新品种, 存在安全性

的争论, 其中之一就认为选择标记基因的存在可

能引起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近年来, 多种安全转

基因技术应用于转基因品种的培育中, 共转化法

是其中之一。本文报道利用共转化法将含有来自

普通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的烟草高亲和钾离

子转运体蛋白HAK1基因和来自黄花烟草(Nicoti-
ana rustica L.)的TMV抗性蛋白CN基因导入烟草

品种K326, 筛选无选择标记基因且HAK1基因超量

表达提高富钾功能的研究结果。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 K326由贵州省烟

草科学研究院提供。植物表达载体pSH737 (含
GUS::NPTII)由贵州省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保存; 
限制性内切酶ApaI、HindIII、EcoRI和PstI购自Ta-
kara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普通质粒小提试

剂盒与新型植物总RNA提取试剂盒购自TIAN-
GEN BIOTECH公司; RT-PCR试剂盒购自ABI公司; 
Ubi.U4-CN片段扩增上下游引物(Pu和Put), rbcs-
HAK1片段扩增上下游引物(Pr和Prh)及real-time 

PCR相关引物均由上海旭冠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合成; Southern检测试剂盒(DIG High Prime DNA 
Labeling and Detection Starter Kit II)购自Roche公
司;  ATPase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

2  方法

2.1  载体构建

用BglII单酶切pSH737除去载体中的T-DNA
获得无T-DNA的载体片段, 同时用BglII酶切人工

合成的、两端含BglII单酶切位点的左右边界序列

的RB/LB片段(该片段中设计有EcoRI、KpnI等多

克隆位点), 以T4 DNA连接酶将无T-DNA的pSH737
载体片段与合成的RB/LB片段连接, 构建成pSH-
LB/RB中间载体, 再在多克隆位点中引进2个连锁

的功能基因表达元件, 一个是以N. tabacum Ubi.U4
基因的启动子驱动野生黄花烟草单显性抗病基因

CN、以Ubi.U4终止信号为终止子的表达元件; 另
一个表达元件是以N. tabacum的rbcs基因启动子驱

动烟草K+
转运蛋白(high-affinity potassium trans-

porter protein 1)基因NtHAK1、以N.tabacum Ubi.
U4的终止信号为终止子的表达元件, 构建的表达

载体命名为pSH-TH (图1)。

图1  植物表达载体pSH-TH
Fig.1  The plant expression vector of pSH-TH

2.2  农杆菌介导共转化

利用冻融转化法分别将载体pSH-TH和pSH737
转入农杆菌EHA105, 以叶圆盘转化法(Horsh等
1985)对烟草K326叶片受体进行遗传转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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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新鲜烟草叶片经灭菌消毒处理后, 切成0.5 
cm×0.5 cm小叶块, 分别置于携带有含pSH-TH和

pSH737两种植物表达载体且不同体积比(VpSH-TH: 
VpSH=1:1、2:1、3:1、4:1)的农杆菌混合菌液中进

行侵染共转化。共转化参考混合菌株法(Jeongmoo
等2004), 即2个T-DNA/2个质粒/2个菌株途径。转

化完毕的烟草叶块放于共培养基MS1 (MS+1.0 
mg·L-1 6-BA+0.1 mg·L-1 NAA)上, 28 ℃黑暗培养3 
d。共培后的叶块转移至脱菌筛选培养基MS 2 

(MS+1.0 mg·L-1 6-BA+0.1 mg·L-1 NAA+100 mg·L-1 
Kan+150 mg·L-1 Tim)上, 25 ℃, 16 h光照/8 h黑暗培

养2周, 以诱导抗性芽分化。待抗性芽长至1~2 cm
左右后, 切下并转接到生根培养基MS3 (1/2 MS+0.l 
mg·L-1 IAA+100 mg·L-1 Kan+100 mg·L-1 Tim)上诱

导抗性芽生根。抗性苗长至5 cm左右时, 移栽于

含培养基质(园土:Hawita泥炭土=3:1)的花盆(盆高

18 cm, 直径24 cm, 每盆装培养基质12 kg)中生长, 
每盆施2~3 g复合肥(N:P2O5:K2O=15:10:10)。
2.3  T0代转基因烟株的鉴定及T1代植株筛选

筛选的抗性植株经GUS组织化学染色鉴定后, 
以CTAB法提取GUS阳性植株的基因组DNA。以

N. tabacum Ubi.U4基因的启动子和CN基因接连部

分的807 bp片段(Ubi.U4-CN片段)设计的特异性引

物(Pu: 5′-AGGAGCCTCTTTGTTCCC-3′和Put: 5′-
TCATTCAAACACCACCTCG-3′)对抗性植株进行

Ubi.U4-CN片段的扩增。扩增条件: 94 ℃ 3 min; 94 
℃ 30 s, 58 ℃ 50 s, 72 ℃ 90 s, 35个循环; 72 ℃ 10 
min; 4 ℃; 以rbcs启动子和HAK1基因接连部分的

554 bp片段(rbcs-HAK1片段)设计特异性引物(Pr:  
5′-GTGGTGACTAAATGAAGAGTGG-3′和Prh 5′-
AAAGTCCCACCTTCACCACCAT-3′)对抗性植株

进行rbcs-HAK1片段的扩增。扩增条件: 94 ℃ 3 
min; 94 ℃ 30 s, 56 ℃ 50 s, 72 ℃ 90 s, 35个循环; 
72 ℃ 10 min; 4 ℃。播种自交的T0代种子获得T1代

烟株, 待烟苗长至5~6片真叶时, 采用GUS组织化

学染色和PCR鉴定 ,  筛选GUS染色阴性且Ubi.
U4-CN片段PCR扩增阳性植株, 即初步筛选的无标

记转基因植株移栽至花盆。取7~8叶期无标记转

基因株系的新鲜叶片5.0 g, 液氮研磨成粉末, 按照

TIANGEN BIOTECH公司试剂盒说明书提取叶片

总DNA进行Southern杂交分析, 用EcoRI和HindIII
对基因组DNA进行完全酶切, 之后Southern杂交步

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钾转运相关基因主要有烟草钾离子转运体基

因HAK1、胞质膜H+-ATPase (proton P-ATPase)基
因NHA1、液泡膜H+-ATPase (V-ATPase subunit G)
基因VAG1和烟草钾外流通道蛋白(potassium chan-
nel protein)基因TORK1等, 根据NCBI数据库中的

上述基因及作内参的烟草β-actin基因序列在线设

计real-time PCR引物(表1)。
取7~8叶期T1代转基因烟苗与野生型烟草从

底端向上数的第4片叶0.2 g, 液氮研磨至粉末, 按
TIANGEN BIOTECH公司植物总RNA提取试剂盒

步骤提取烟草植株总RNA并反转录为cDNA, 以烟

草β-actin基因作为内参, 利用SYBR Green I实时定

量PCR染料法分别对筛选的各T1代转基因株系与

表1 实时定量PCR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for real-time PCR

                         基因 GenBank登录号                     引物序列(5′→3′)

烟草β-actin基因      AB158612 GATCTTGCTGGTCGTGATCT
  ACTTCCGGACATCTGAACCT
高亲和钾离子转运体蛋白基因HAK1      DQ841950 ATCCACACCGAGCTTGTTTCAGGA
  TGGGTCCAATTCTTCCCACCAAGA
烟草钾外流通道蛋白基因TORK1      AB196792 CACGCATACAGCAGCTTGCATCTT
  TCACCGTAACCCACAGTTGCCATA
细胞质膜P-H+ -ATPase基因NHA1      AAR32129 GCAAGAGCAGGCATCCAAGA
  CCACAGCCAAGGAACGAAGA
烟草液泡膜V-H+ -ATPase基因VAG1      AJ005899 GGCACGTAACCACAGTGAAG
  AGAAGCAGCCATGCCTAGTC
烟草无机焦磷酸酶基因NVP1      X83730 GCTGGAGGAATAGCTGAGAT
  GTCATGGCAGAGAACCAG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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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型植株的钾转运相关基因的表达量进行分析

比较。参照ABI公司提供的仪器使用说明 ,  以
2–ΔΔCT

法计算和分析不同基因的表达水平。RT-
PCR反应体系(10 μL): 10×RT Buffer 2.0 μL, 
25×dNTP Mix (100 mmol·L-1) 0.8 μL, 10×RT Ran-
dom Primers 2.0 μL, MultiScribeTM Reverse Tran-
scriptase 1.0 μL, Nuclease-free H2O 4.2 μL。条件为: 
25 ℃ 10 min; 37 ℃ 120 min; 85 ℃ 10 min; 4 ℃保

持。Real-time PCR反应体系(20 μL): Power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 (2×) 10 μL, 正向引物1.0 
μL, 反向引物1.0 μL, cDNA 4 μL, ddH2O 4 μL。每

个样品设置3个平行重复。扩增条件为: 95 ℃ 10 
min; 95 ℃ 15 s, 60 ℃ 1 min, 40个循环; 4 ℃保存。

2.4  T1代烟株钾素吸收的理化分析

转基因T 1代及野生型种子分别播于盛有

Hawita泥炭基质的育苗盘中漂浮培养, 待烟苗长至

3~5片真叶时转移至以珍珠岩为种植基质、含有3 
mmol·L-1 K+

的Hoagland营养液中水培, 每穴1株。

每3 d更换一次营养液, 待烟苗长至7~8叶期时, 选
取长势一致的植株进行钾素吸收的理化分析。

根系活力测定参照赵世杰(1998), 根系阳离子

交换量(CEC)测定参照范进华(2006)的方法进行, 
ATPase活力测定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称取水培烟草根样品1~2 g, 浸没于盛有等体

积0.4% TTC和66 mmol·L-1
磷酸缓冲液(pH 7.0)的

10 mL烧杯中, 37 ℃保温3 h, 然后加入2 mL 1 
mol·L-1

硫酸终止反应。取出根, 小心擦干水分后与

3~5 mL乙酸乙酯和少量石英砂一起在研钵中充分

研磨、过滤, 以提取出TTF, 滤液移入10 mL容量

瓶, 再用少量乙酸乙酯把残渣洗涤2~3次, 一并移

入容量瓶, 最后补充乙酸乙酯至刻度, 用分光光度

计于485 nm处比色, 以空白试验(先加硫酸, 再加根

样品)作为参比读出OD485, 查标准曲线, 即可求出

TTC的还原量。按下式进行计算根系活力: 
TTC还原强度=TTC还原量(μg)/[根重(g)×时

间(h)]
标准曲线的制作: 取0.2 mL 0.4% TTC溶液放

入大试管中, 加入9.8 mL乙酸乙酯, 再少许加入连

二亚硫酸钠粉末摇匀, 则立即产生红色的三苯基

甲臜(TTF)。此时溶液浓度80 μg·mL-1 TTF, 分别取

此溶液0.25、0.50、1.00、1.50和2.00 mL置于10 
mL试管中, 用乙酸乙酯定容至刻度, 即得到含TTF 

分别为20、40、80、120和160 μg的系列标准溶

液, 以乙酸乙酯作参比, 在485 nm波长下测定吸光

度, 绘制标准曲线。

剪取水培烟苗根系若干, 80 ℃烘干、磨碎, 混
合均匀, 准确称取0.2 g根样, 放入400 mL烧杯中, 
加入200 mL 0.01 mmol·L-1 HCl溶液, 搅拌5 min并
过滤, 残渣用蒸馏水洗至无氯离子(3% AgNO3检

验), 用200 mL 1 mol·L-1KCl溶液将残渣洗入烧杯

中, 用pH计测定悬浮液pH值, 再用0.01 mol·L-1 

KOH溶液滴定至pH值为7.0 (5 min内保持不变)。
按如下公式计算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 

根系CEC (me·100 g-1)=0.01×KOH体积(mL)× 
100/根重(g)

称取水培烟草植株新鲜根样0.2 g与磷酸缓冲

液按1:9的比例研磨制备成10%匀浆液, 1 500×g, 离
心10 min, 取上清再用磷酸缓冲液按照1:4稀释成

2%的匀浆待测。ATPase活力测定及计算参照AT-
Pase试剂盒操作步骤进行。

另设置0.1 mmol·L-1 K+
和3 mmol·L-1 K+

浓度的

Hoagland营养液对转基因烟草进行水培。烟苗长

至3~5片真叶时, 每个株系各选3株长势一致的烟

苗, 洗净后假植于珍珠岩基质上进行水培, 每3 d更
换一次培养液, 待烟苗长至7~8叶时, 取烟草底部

向上数第5片叶用于钾含量测定。鲜叶采集后置

于105 ℃烘箱内杀青15 min, 70~80 ℃烘干至恒重, 
粉碎后过60目筛待测。钾含量测定参照NH4OAC
浸提——火焰光度法(王瑞新2009)。

以上研究的数据采用SPSS 16.0中的Dunca法
(P<0.05)进行显著性分析。

实验结果

1  表达载体pSH-TH的构建及分析鉴定

构建的含Ubi.U4启动子驱动野生黄花烟草

(Nicotiana rustica L.) TMV抗性CN基因以及含以

rbcs启动子驱动普通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 K+ 

转运体HAK1基因表达的植物载体pSH-TH如图1所
示, pSH-TH不含pSH737所具有的选择标记基因

GUS::NPTII表达元件。pSH-TH质粒经PCR扩增

Ubi.U4-CN片段和rbcs-HAK1片段可分别得到了预

期的807 bp (图2-A)和554 bp (图2-B)片段, 说明载

体构建正确。pSH-TH质粒经XmaI单酶切得到大

约13 436 bp和3 794 bp的2个片段(图2-C), 经Ec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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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nI双酶后可得到大约9 781 bp、4 623 bp、2 509 
bp三个片段(图2-D), 与预期片段大小一致。

2  优化筛选无标记转基因植株的共转化条件

以烟草叶片为外植体, 通过农杆菌介导的共

转化法将含有pSH-TH和pSH737的农杆菌混合菌

液对烟草K326进行转化, 共培养3 d后转入脱菌筛

选培养基上培养2~3周, 烟草叶缘出现绿色的愈伤

组织后, 再经继代培养诱导产生抗性芽, 将1 cm左

右的抗性芽切下于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待再

生苗长至3~5 cm后炼苗并移栽至营养土中培养(图
3)。通过配制不同体积比的菌液共同侵染烟草

K326, 发现菌液体积比为VpSH-TH:VpSH737为1:1时, 分
化率最高, 可达45.0%。随着pSH-TH菌液浓度比

值的升高, 其分化率有所下降。菌液比值为4:1时, 
分化率最低, 仅为22.14%。通过农杆菌介导的共

转化法共获得抗性植株171株, 抗性植株经GUS组
织化学染色(图4-A、B)以及Ubi.U4-CN片段(图
4-C)和rbcs-HAK1片段(图4-D)的PCR鉴定, 共获得

32株T0代植株。选择其中表型差异明显的8个T0代

株系, 通过自交获得了131株T1代烟株, 对部分T1代

烟株再通过GUS组织染色、Ubi.U4-CN片段和

rbcs-HAK1片段的PCR扩增(图5-A、B)筛选出无选

择标记的T 1代植株43株 ,  对其中部分植株Ubi.
U4-CN片段的PCR产物测序及rbcs-HAK1片段的

Southern blotting分析(图5-C), 证明所构建的连锁

遗传的外源基因已成功整合到烟草基因组中, 而
且不同T1代烟株的外源基因拷贝数不同, 3个株系

分别检测到了1~3条杂交带。

3  HAK1过量表达对钾转运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在同时期(7~8叶期)取T1代植株的6个株系

(T1-12、T1-51、T1-87、T1-100、T1-122、T1-141)
及野生型植株同部位叶片提取mRNA反转录为

cDNA, 以烟草β-actin为内参, 利用real-time PCR分
析各植株烟叶中钾转运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结

果表明, 与野生型烟草相比, T1代转基因烟草中细

胞质膜P-H+-ATPase基因(NHA1)和液泡膜无机焦

磷酸酶基因(NVP1)均显著上调(图6-A、D)。其中, 
株系T1-100中NHA1转录水平较野生型提高最大, 
达16倍; 株系T1-122中NVP1转录水平较野生型上

调幅度最大 ,  达1 4 1倍 ,  而钾离子转运体基因

图2  阳性菌落的PCR及质粒酶切鉴定  
 Fig.2  Confirmation of colony PCR and enzyme digestion of pSH-TH

 A: 阳性菌落Ubi.U4-CN片段的PCR鉴定, M: 2 000 bp的Marker, 1: 无模板对照, 2: pSH-TH质粒; B: 阳性菌落rbcs-HAK1片段的PCR鉴
定, M: 2 000 bp的Marker, 1~3: pSH-TH质粒, 4: 无模板对照; C: pSH-TH的XmaI单酶切, M: 15 000 bp的Marker, 1~5: pSH-TH质粒; D: pSH-
TH的EcoRI/KpnI双酶切, M: 15 000 bp的Marker, 1~2: pSH-TH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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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烟草K326的遗传转化

Fig.3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obacco K326
     A: 外植体叶片侵染; B: 愈伤形成; C: 愈伤分化; D: 抗性芽切离培养; E: 抗性芽继带培养; F: 抗性芽生根; G: 烟草移栽。

图4  T0代转基因烟草的GUS染色和Ubi.U4-CN及rbcs-HAK1片段的PCR检测

Fig.4  GUS staining and PCR detection of Ubi.U4-CN and rbcs-HAK1 fragments in T0 transgenic plants      
A: 非转基因植株GUS染色; B: 转基因植株GUS染色; C: 转基因烟草Ubi.U4-CN片段PCR检测; D: 转基因烟草rbcs-HAK1片段PCR检

测。C和D图中, M: 2 000 bp的Marker; 1: 无模板对照; 2: pSH-TH质粒; 3: 转基因植株; 4: 非转基因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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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1)除在株系T1-141下调外, 在株系T1-12、T1-
51、T1-87、T1-100及T1-122中分别提高3.3倍、3.1
倍、4.7倍、58.9倍及1.2倍(图6-B); 钾外流通道蛋

白基因TORK1的表达除株系T1-87表现下调外, 其
余株系都有不同程度上调(图6-C); 液泡膜H+-AT-
Pase基因VAG1在所有转基因表达均下调, 以株系

T1-100下调幅度最大, 表达量仅为野生型的0.07 
(图6-E)。
4  HAK1过量表达对烟株根系活力及阳离子交换

量(CEC)的影响

从6个转基因T1代株系中选择了3个钾吸收相

关基因表达差异较大的株系(T1-51、T1-87、T1-
100)研究其钾吸收相关理化特性。结果表明, T1-
51、T 1-87和T 1-100根系活力和阳离子交换量

(CEC)均显著高于野生型; 其中T1-51的根系活力最

强, 达到122.12 μg·g-1 (FW)·h-1, T1-100最低, 为
104.84 μg·g-1 (FW)·h-1, 但均显著高于野生型。3个
不同转基因株系的CEC比野生型(75.53 me·100 g-1)
高1.3倍以上(表2)。

5  HAK1过量表达对烟株根系ATPase活性的影响

ATPase定位于细胞质膜上, 通过ATP的水解

释放能量, 形成跨膜驱动势, 有利于养分的吸收。

ATPase活力与钾素吸收密切相关。对转基因烟草

与野生型烟草中的ATPase活性进行测定结果表明, 
3个转基因株系T1-51、T1-87、T1-100的酶活力均

显著高于野生型。不同ATPase在不同株系间的变

化幅度不尽相同(图7), 以Ca2+ Mg2+-ATPase变化幅

图5  T1代转基因烟草的Ubi.U4-CN片段和rbcs-HAK1片段的PCR检测及 Southern杂交            
Fig.5  PCR detection of Ubi.U4-CN and rbcs-HAK1 fragments and Southern blotting in T1 generation plants 

A: 转基因烟草Ubi.U4-CN片段PCR检测; B: 转基因烟草rbcs-HAK1片段PCR检测; C: T1代烟株Southern杂交。A和B图中, M: 2 000 bp
的Marker; 1: 无模板对照; 2: pSH-TH质粒; 3~5: 转基因植株; 6: 非转基因植株; C图中, P: 质粒; Line25、Line122、Line141: 转基因植株。

表2 野生型与转基因烟草苗期根系活力和阳离子交换量

(CEC)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root activity and CEC in wild type and 
transgenic tobacco seedlings

株系 根系活力/μg·g-1 (FW)·h-1 阳离子交换量/me·100 g-1

WT  55.89±1.03d  75.53±1.05d

T1-51 122.12±0.45a 114.67±0.12a

T1-100 104.84±0.36b 100.79±0.23b

T1-87 112.85±0.05c 103.69±0.17c

　　表中数据为3个重复的平均值±标准误, 同一列中的字母代表

不同株系之间的差异显著性(P<0.05), 下表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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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T1代株系钾转运相关基因的转录分析

Fig.6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of genes related to transport potassium ion
A: NHA1; B: HAK1; C: TORK1; D: NVP1; E: VAG1。

度最大。

6  HAK1过表达对叶片钾含量的影响

检测转基因烟草T1-51、T1-87和T1-100根系中

根系活力、阳离子交换量(CEC)和根系ATPase活
性, 发现均比野生型有显著提高, 推测转基因株系

在钾素富集能力上会相应上升, 检测结果证明了

这一推测, 无论是在低钾条件下或是常钾条件下, 
转基因烟株的钾含量均高于野生型(表3)。在低钾

水平(0.1 mmol·L-1)下, 野生型烟草的钾含量仅为

0.94%, 而转基因株系T1-51、T1-87和T1-100分别比

野生型高1.27倍、1.09倍和1.20倍; 常钾水平(3 

mmol·L-1)下, 转基因株系T1-51、T1-87和T1-100的
钾含量分别比野生型高1.15倍、1.12倍和1.13倍。

说明在常钾和低钾水培条件下, HAK1基因过表达

的T1代转基因株系均能提高钾素的富集能力。

讨　　论

烟草是喜钾植物, 而且烟叶中钾含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烟叶的品质、安全性及香吃味等(杨铁钊

等2002; 张娟等2009)。有研究报道, 优质烤烟的含

钾量一般应高于2.5%, 为保持烟叶较好的燃烧性, 
烟叶的含钾量应不低于2%。巴西烤烟含钾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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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国烤烟含钾量甚至达4%~6% (March-
and等1997), 而我国生产的烟叶含钾量普遍偏低, 
一直徘徊在1%~2%之间, 个别地区的烟叶含钾量

甚至还不足1% (曹志洪等1990)。因此, 提高烟叶

钾含量是我国烟叶生产的质量目标之一(杨铁钊等

2005)。提高烟草钾素吸收和累积的途径有多种, 
基因工程是重要途径之一, 但转基因生物安全性

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严重制约了转基因技术的应

用。近年来, 研究者探索了诸多技术策略解决转

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 主要包括安全标记基因

技术、终止子技术、叶绿体转化技术、外源基因

删除技术、雄性不育技术和无选择性标记基因技

术等。本研究利用创制无选择标记基因技术的农

杆菌介导共转化法, 获得43株无标记的T1代转基因

烟草植株, 对其中无选择标记基因的31株进行PCR
分析、PCR产物测序和Southern blotting分析, 确定

外源基因已成功整合到烟草基因组中, 并检测到

不同株系的外源基因拷贝数为1~3不等, 含选择标

记基因的植株已经通过杂交分离和人为选择被淘

汰。再次证明共转化法可以获得具有安全性的无

选择标记转基因植株。

利用real-time PCR技术研究本研究获得的超

量表达HAK1基因且表型变异较大的单拷贝转基

因烟草6个T1-代株系(T1-12、T1-51、T1-87、T1-
100、T1-122、T1-141), 证明不同株系间钾转运相

关基因的表达存在一定差异, 除T1-141外, HAK1表
达上调 ,  相应的钾外流通道蛋白基因TORK1除
T1-87外的其他所有株系中均表现上调, 说明各株

系钾内流基因的表达量与钾外流基因的表达量成

正相关, 即钾内流基因的表达量越高, 钾外流基因

的表达量也相应增高, 钾离子转运体基因HAK1表
达量高的株系, 更易从环境中获得钾离子, 但就细

胞而言, 胞内积累过多的钾离子必然会引起细胞

内外渗透势不均衡, 从而引起细胞凋亡。因此, 为
了稳定细胞内外渗透势的平衡 ,  钾外流基因

TORK1的表达量也随之增加。植物体内钾离子的

吸收与多种钾离子通道蛋白及钾离子转运体的表

达量有关, 各通道蛋白和转运体不仅对钾素吸收

的贡献不同, 而且两者间也存在一定联系。当植

物体内某一钾离子通道蛋白或钾离子转运体超量

表达时, 势必引起其他相关通道蛋白或转运体表

达量的上调或下调, 以维持植物体正常生长。如

在检测的转基因株系中, 钾内流液泡膜H+-ATPase
基因VAG1均有所下降 ,  这一结果与郭兆奎等

(2008)转拟南芥无机焦磷酸酶基因(H+-PPase) 

图7  野生型与转基因烟草旺长期根系ATP酶活性差异性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ATPase activity in wild type plant and transgenic plants

表3  野生型与转基因烟草旺长期叶片钾含量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potassium contents in wild type plant 
and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

株系
 0.1 mmol·L-1

钾浓度下 3 mmol·L-1
钾浓度下

 叶片钾(K2O)含量/% 叶片钾(K2O)含量/%

WT 0.94±0.01d 6.44±0.02d

T1-51 1.19±0.03a 7.40±0.04a

T1-100 1.13±0.01b 7.30±0.07b

T1-87 1.02±0.04c 7.22±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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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P2烟草液泡膜H+-ATPase基因转录降低一致, 但
这种降低所发挥的作用还不清楚。在离子胁迫时

该基因表达增强, 可能是过量表达HAK1基因植株

促进K+
积累, 不存在离子胁迫, 所以其表达量降

低。HAK1基因的过表达可能会影响ABA、2,4-D
的含量 ,  从而影响了N V P 1基因的表达 ,  因为

ABA、2,4-D会影响大麦的液泡膜无机焦磷酸酶

HVP1基因(Atsunori和Yoshiyuki 2006)。细胞质膜

H+-ATPase基因NHA1是属于P型的H+-ATPase基因, 
它与液泡内的pH值有关(Walter等2008), 可能正是

不同株系的叶片内pH有差异, 从而导致了NHA1的
表达在不同株系中有所不同。

植物吸钾能力在生理特性上的表现在小麦、

籽粒苋上已有很多报道(Zou等2001; 李廷轩和马

国瑞2004), 根系阳离子交换量(CEC)的大小也直接

影响植物根系对钾营养的吸收(张福锁1992)。一

般来说, 随着根系CEC的增大, 植物对矿质营养元

素的吸收量也就增多。烟叶钾含量高的基因型烟

草在根系形态学和生理学上也表现明显的优势, 
保证烟草对钾的高效吸收和积累(张喜琦等2008)。
在常钾水平下, 富钾基因型烤烟‘农大202’根系形

态良好, 且根系活力、CEC和ATPase活性等根系

生理指标均保持较高活性, 从而使富钾基因型烤

烟对钾具有较强的吸收、运输能力 (杨志晓等

2009)。已有研究表明, 植物根系对钾的吸收是一

个需要能量的主动吸收过程。ATPase是根系吸

收、运输物质过程中能量代谢的关键酶, ATPase的
活性是质体外与共质体之间养分和代谢产物交换

的决定性因素, K+
的存在使ATPase获得充足活性

(李佛琳和彭桂芳1999), ATPase的活力与钾素的吸

收密切相关(Memon等1985)。本研究获得的转

HAK1基因烟草不同T1代株系的生理特性虽在不同

转基因株系间差异不同, 但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根系活力、阳离子交换量(CEC)和根系ATPase
活性均显著高于野生型, 推测是由外源基因插入

受体植物基因组位置、转录子的调控及基因下游

调节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决定的。烟叶钾含量分

析结果表明, 低钾水平(0.1 mmol·L-1)和常钾水平(3 
mmol·L-1)水平下, 转基因株系钾含量都比野生型

高。由此说明HAK1基因过量表达的T1代转基因植

株富集钾素的能力提高, 且根系活力及根系AT-

Pase活性越高, CEC越多的烟株, 其钾素富集能力

也越强。此外, 本研究在导入HAK1基因同时, 也
导入了TMV抗性基因CN, 有关抗病接种实验及抗

病材料筛选仍正在进行中。本研究所有转入的功

能基因及其启动子、终止子序列均来自烟草, 所
获得无标记转基因株系, 为筛选农艺性状好富钾

能力提高的株系及培养优质烟草品种提供创新的

亲本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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