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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拟南芥AT2G15020基因受氰化氢(HCN)显著诱导, 该基因编码一个未知功能蛋白。为

探究该基因的功能, 本研究对AT2G15020基因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 包括同源序列比、启动子分析、蛋白理

化性质及蛋白互作预测等。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表明, 与该基因同源蛋白均为未知功能蛋白, 但该基因启动子

中存在较多光响应元件, 与其互作蛋白也显示其与光响应或光信号调节有关。不同光照强度和盐胁迫研究结

果表明, AT2G15020基因响应光强变化和盐胁迫处理, 维持该基因较高表达水平有助于增强植株在逆境条件下

的光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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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氢(HCN)是一种小分子气体, 与NaCN和

KCN一样, 属剧毒类物质(Siegień和Bogatek 2006)。
也正因为其毒理特性, 早在19世纪初, 人们开始关注

其来源并研究其生理生化作用(Grossmann 1996)。
在植物体内, HCN可由生氰糖苷类物质代谢产生

(Gleadow和Woodrow 2002; Gleadow和Møller 
2014)。此外, HCN还可伴随乙烯合成时产生, 产生

一分子的乙烯即可同时产生一分子的HCN (Miller
和Conn 1980; Grossmann 1996)。值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低浓度的HCN可能是

细胞内重要的信号分子, 在种子萌发、植物抗逆

及生长发育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Gniazdowska等
2010; Seo等2011; Xu等2012b)。尽管HCN的功能

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但其作用机

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我们前期通过RNA-SEQ检测发现, 拟南芥

AT2G15020基因受HCN显著诱导, 但其编码一个未

知功能蛋白(数据未发表), 目前缺乏对该基因的研

究报道。因此, 为了解AT2G15020基因的潜在功

能, 本文对该基因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 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了该基因对不同光强度变化及盐胁迫

的响应研究,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AT2G15020基因功

能提供参考及为阐释HCN的作用机理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拟南芥AT2G15020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拟南芥AT2G15020基因外显子和内含子数目

分析利用在线工具Gene Structure Display Server 
(GSDS, http://gsds1.cbi.pku.edu.cn/index.php)进行

分析; 基因染色体定位利用NCBI数据库的Genome 
Data Viewer进行在线分析; 基因启动子分析利用

PlantCare (http://bioinformatics.psb.ugent.be/webtools/ 
plantcare/html/)进行在线分析。氨基酸序列分析及

二级结构预测利用ExPaSy在线程序SOPMA (https:// 
npsa-prabi.ibcp.fr/cgi-bin/npsa_automat.pl?page=npsa_ 
sopma.html)在线分析。三级结构预测采用pGen- 
THREADER (http://bioinf.cs.ucl.ac.uk/psipred/)在线

分析。蛋白同源比对及进化树构建利用MEGA 5.2
软件进行运算分析, 其中序列经过ClustalW比对

后, 采用Neighbor-Joining (邻位相连算法), 设定

bootstrap为重复1 000次后进行聚类分析。蛋白理

化性质分析使用ProtParam (http://web.expasy.org/
protparam/)进行预测分析。基因时空表达模式和

蛋白互作情况分别利用Araport (https://www.ara-
port.org/)和String (https://string-db.org/)进行在线

分析。

1.2  试验材料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L.)选用野生型

Col型为材料, 种子经84消毒液处理后用无菌水清

洗5次, 然后将种子播种在1/2MS培养基中暗培养2 
d (4°C), 再转入14 h光照(22°C)/8 h黑暗(18°C)培养, 
约3周龄大小幼苗用于光照或盐胁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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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光照及盐胁迫处理

为分析AT2G15020基因对光照强度变化的响

应情况, 所有材料进行暗培养2 h后, 设置50、100
和150 μmol·m-2·s-1不同光照强度进行处理。

盐胁迫实验参照Xu等(2012a)的方法, 采用100 
mmol·L -1 NaCl处理, 每天早晚各更新一次盐溶

液。盐胁迫处理前, 20 μmol·L-1 HCN预处理12 h在
密闭透明玻璃容器(20 L)中进行; 对照组材料放置

在同样大小的玻璃容器中。预处理期间, 所有材

料置于正常光照和温度条件下。

1.4  基因表达检测分析

AT2G15020基因表达检测分析采用实时荧光

定量PCR (ABI7500, Applied Biosystems)的方法, 
其中RNA的提取及检测参照Zhang等(2010)的方

法。AT2G15020基因引物: 上游引物5' ATCAC-
CCGTTCCCCTACCAC 3'; 下游引物5' GAAAAC-
CCCAACGAATGACG 3'。内参基因ACTIN2引物: 
上游引物5' CCTTGAAGTATCCTATTGAGC 3'; 下
游引物5' GGTCTTTGAGGTTTCCATCT 3'。
1.5  叶绿素荧光参数检测分析

植物叶片叶绿素荧光参数检测采用调制叶绿

素荧光成像系统IMAGING-PAM (MAXI, 德国

WALZ)进行检测分析。具体操作和检测参数参照

Xu等(2012b)的方法进行。所有材料暗适应0.5 h
后, 进行叶绿素荧光参数检测, 包括最大光系统II
光能转换效率(Fv/Fm)和非光化学猝灭(NPQ)等。

1.6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为重复测量3次以上结果, 并计算标

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SD)。采用Graphpad 
Prism 7.0软件分析数值的变化。以最小显著差异值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小于0.05判断各

种结果差异是否显著。

2  实验结果

2.1  AT2G15020基因的基本信息、蛋白理化性质

及结构预测

通过NCBI数据库获悉AT2G15020基因mRNA
全长(起始密码子到终止密码子)为1 581 bp, 可编

码526个氨基酸, 该基因定位于拟南芥2号染色体

(图1-A)。利用在线工具Gene Structure Display Server
比对AT2G15020基因DNA序列及mRNA序列后, 表
明AT2G15020基因不具有内含子(图1-B)。

利用ProtParam在线分析AT2G15020蛋白理化

性质表明, AT2G15020蛋白分子量为59.41 kDa, 等

图1  AT2G15020基因及蛋白结构分析

Fig.1  Analysis of gene and protein structure of AT2G15020
A: 基因染色体定位(6491425..6493512); B: 基因外显子数目分析; C: 蛋白二级结构预测; D: 三级蛋白结构预测, 其中红色为预测出的α

螺旋, 黄色为β折叠, 蓝色为未预测出结构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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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点6.72。蛋白稳定性分析显示该蛋白不稳定性

指数43.51, 因此被归为不稳定蛋白。另外, 该蛋白

总平均亲水性估值为–0.216, 表明该蛋白是亲水性

蛋白。

利用ExPaSy在线程序SOPMA在线分析发现, 
AT2G15020蛋白氨基酸组分中, 有170个氨基酸组

成α螺旋, 占比32.32%; 有126个氨基酸组成β折叠, 
占比23.95%; 有61个氨基酸组成β转角, 占比11.6%; 
有169个氨基酸组成不规则卷曲, 占比32.13% (图
1-C)。此外, 本研究拟通过氨基酸同源建模(SWISS- 
MODEL在线分析)预测其三级结构, 但未获得成

功。改为折叠识别建模(pGen-Threader在线分析)方
式进行预测后, 也仅模拟出部分二级结构(图1-D), 因
此暂无法通过蛋白空间结构分析其功能结构域。

2.2  AT2G15020蛋白同源比对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AT2G15020蛋白的功能, 我们

利用NCBI blast进行了在线比对分析, 拟通过蛋白

序列同源性预测其功能。Blast结果显示, E值(E值
表示匹配度, E值越低, 匹配度越高)为0的共有68个
氨基酸片段。本实验挑选E值为0且相似度在70%
以上的氨基酸片段(共计14个)进行同源进化树分

析。结果如图2所示, 与AT2G15020蛋白序列相似

度较高的蛋白均是未知功能蛋白, 包括来自拟南

芥、亚麻芥、荠菜、盐芥和甘蓝等多个物种。其中, 
与AT2G15020蛋白相似度最高的蛋白为野生拟南

芥(Ler型)AXX17蛋白(基因登录号AT2G10240), 氨
基酸序列相似度达99%, 因此推测两者应是不同野

生型拟南芥背景下的同一基因。总之, 通过同源序

列比对分析, 并未找到已注释功能的相似蛋白。

2.3  AT2G15020基因启动子顺式作用元件分析

为了分析该基因启动子顺式作用元件, 我们从

NCBI中获取AT2G15020基因启动子序列后(起始

密码子前1 500 bp), 利用PlantCare在线分析AT2G-
15020基因启动子中可能存在的响应元件。如图3
中各区块碱基标注可以看出, AT2G15020基因启动

子中存在较多的光响应元件, 以及部分与逆境胁

迫相关响应元件。因此, 我们推测该基因在植物

正常生长条件可能主要与光响应调控有关, 而在

逆境条件下可能与胁迫响应及光系统修复有关。

2.4  AT2G15020基因时空表达分析

利用Araport在线分析结果表明, AT2G15020
基因在地上部分表达高于地下部分, 其中在叶片

中表达量高于种子、茎和根等部位(图4-A)。值得

注意的是, AT2G15020基因表达在不同叶片部位及

叶片发育时期也存在差异, 其中茎生叶中表达量

最高, 其次为衰老叶片、莲座叶和子叶等。这些

数据结合基因启动子分析表明, AT2G15020基因可

能与植物叶片发育有关。鉴于叶片是光吸收及光

合作用的主要部位, 因此这也进一步暗示其可能

直接或间接与光响应有关。

图2  AT2G15020蛋白的系统进化树构建

Fig.2  Phylogenetic tree construction of AT2G15020 protein
Arabidopsis thaliana: 拟南芥; Arabidopsis lyrata: 深山筷子芥; Arabis alpina: 台湾筷子芥; Brassica napus: 甘蓝型油菜; Brassica oler-

acea var. oleracea: 野生甘蓝; Brassica rapa: 芜菁; Camelina sativa: 亚麻芥; Capsella rubella: 荠菜; Eutrema salsugineum: 盐芥; Raphanus 
sativus: 萝卜; Tarenaya hassleriana: 醉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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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T2G15020基因启动子顺式作用元件分析

Fig.3  Analysis the cis-acting elements of AT2G15020 gene promoter

图4  AT2G15020基因时空表达和蛋白互作分析

Fig.4  Temporal and spatial expression of AT2G15020 gene and 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A: 取自Araport网站分析结果(不同颜色代表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B: 取自STRING网站分析结果。

2.5  与AT2G15020互作蛋白分析

通过蛋白互作分析可了解与目标蛋白共表达

(co-expression)相关蛋白情况, 是预测未知蛋白功

能的常用方法之一。因此, 本研究利用STRING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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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析系统, 查找与AT2G15020共表达及可能发生

互作的蛋白, 从而为进一步分析AT2G15020基因功

能提供参考(表1)。从图4-B和表1可以看出, 与
AT2G15020蛋白互作分值在0.5以上的蛋白有10个, 
其中与AT1G64500蛋白互作得分最高。AT1G64500
是谷氧还蛋白, NCBI注释中显示该蛋白与叶绿体

电子传递及叶绿体位移有关。其次 ,  BBX16、
SIGE、AFR和COL2这四个蛋白在GO分析中显示

均与光响应有关(参见GO:0009416)。此外, BBX16、
SIGE和AFR响应红光和远红光调节, 而SIGE还参

与对蓝光响应调节, 包括蓝光介导的光系统II反应

中心重建过程。这些信息再一次表明, AT2G15020
基因可能与光响应及光系统修复调节有关。

2.6  AT2G15020基因对不同光照强度的响应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得知AT2G15020基因可

能参与了植物光响应调节。为验证这一结果, 本
实验用不同光照强度处理后检测基因表达变化。

实验结果表明, 光照1 h的AT2G15020基因在150 
μmol·m-2·s-1光照条件下表达量最高, 50 μmol·m-2·s-1

光照条件下最低(图5)。但是, 随着时间延长, 150 
μmol·m-2·s-1光照条件下的基因表达下降最快, 50 
μmol·m-2·s-1光照条件下的基因表达较稳定。100 
μmol·m-2·s-1光照条件下AT2G15020基因表达为先

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图5), 表明该基因

不仅响应光照变化, 而且在低光和中等光照条件

下更加稳定。

表1  与AT2G15020互作蛋白预测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proteins interaction with AT2G15020

  目标蛋白                     互作蛋白                                           互作蛋白功能注释 互作分值

AT2G15020 AT1G64500 运载电子及参与叶绿体迁移等 0.750
 BBX16 B-box结构域蛋白16; 响应光刺激 0.678
 SIGE Sigma因子E; 对编码光系统II反应中心蛋白D2的psbD的蓝光介导的 0.667
  转录有关

 AT3G56290 未知功能蛋白 0.659
 AFR F-box蛋白AFR; 响应红光和远红光而调节基因表达和下胚轴伸长等 0.651
 AT1G55960 聚酮化合物环化酶/脱水酶和脂质转运超家族蛋白 0.650
 AT2G27420 半胱氨酸蛋白酶样蛋白质 0.644
 AT5G42760 亮氨酸羧甲基转移酶 0.615
 COL2 (CONSTANS-like 2) 与光响应有关 0.607
 STH (salt tolerance homologue) 耐盐同系物 0.597

图5  不同光照强度对AT2G15020基因表达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AT2G15020 gene expression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光照强度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 *表示光照条件与黑暗条件下差异显著(P<0.05)。

2.7  盐胁迫下AT2G15020基因表达变化及其对植

物光合效率的影响

为分析AT2G15020基因表达对植物逆境胁迫响

应的影响, 同时鉴于AT2G15020基因受HCN诱导, 因
此本文分析了盐胁迫下HCN预处理和对照组AT2G-
15020基因表达差异。从图6-A可以看出, 盐胁迫处

理能显著诱导AT2G15020基因的表达, 但随着盐胁

迫时间的加长, 对照组AT2G15020基因的表达量

逐渐下降, 而HCN预处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AT2G-
15020基因表达。通过叶绿素荧光参数检测表明, 在
盐胁迫3 d后, 对照组植株的光合效率降低, 热耗散

增加; 与之相比较, HCN预处理能较好维持植株的光

能转换效率(图6-B~E)。因此, 结合前面光照实验结

果可初步表明, 该基因可能与胁迫条件下的光系统

修复有关, 从而增强植株对逆境胁迫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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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如前所述, 拟南芥AT2G15020基因编码一个

未知功能蛋白, 以往并没有相关研究报道。因此, 
本文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拟南芥AT2G15020
基因的结构、启动子顺式作用元件、蛋白理化性

质、蛋白互作及时空表达等进行了预测分析, 以
期为阐释该基因的功能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

基础。一般而言, 未知蛋白功能研究常采用同源

进化树的构建, 找出同源性较高的蛋白, 从而预测

蛋白功能(Marchler-Bauer等2011)。本研究通过同

源蛋白比对分析表明, 与AT2G15020蛋白同源性较

高的蛋白共计14个。尽管如此, 这些同源蛋白也

均是未知功能蛋白, 因此暂且未能通过同源性比

对获析该基因编码蛋白可能存在的功能。

通过AT2G15020基因启动子进行了顺式作用

元件分析发现, 该基因启动子中存在较多的光响

应元件, 以及部分响应逆境胁迫相关元件。因此, 
该基因可能参与光响应调控。其次, 通过蛋白互

作预测分析也表明, 与AT2G15020互作蛋白大多与

光响应直接或间接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BBX16、
SIGE和AFR响应红光和远红光调节, 而SIGE参与

对蓝光响应调节, 包括蓝光介导的光系统II反应中

心重建过程。这些信息进一步暗示, AT2G15020基
因可能与光响应及光信号调节有关。此外, 时空

表达分析显示AT2G15020基因主要在拟南芥植物

叶片中表达, 而叶片是光吸收的主要部位, 因此也

预示着该基因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光响应过程。

事实上, 通过光照实验研究表明, AT2G15020
基因对较高光照强度比较敏感, 但并不稳定; 相反, 
该基因对中等光照尤其是低光照强度响应虽慢但

较稳定。以往的研究表明, 植物在接收光照以后, 
会启动光系统进行光能转换(Osborne和Raven 1986; 
Xuan等2017)。同时, 植物也进化出一套对不同光

强变化的适应机制, 一方面避免光损伤, 另一方面

达到合理利用光源的目的(董潇潇等2016)。因此, 
AT2G15020基因对光强变化的响应表明其可能直

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光信号的应答, 但具体的作用

机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

尽管如此, 通过盐胁迫实验表明, AT2G15020基因

受盐胁迫诱导, 尤其在胁迫后的第1天。但随着胁

迫时间的延长, 该基因表达下降, 同时植株光能转

换效率也明显降低。相反, 若能维持该基因高表

图6  盐胁迫下AT2G15020的基因表达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变化

Fig.6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of AT2G15020 and plant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s under salt stress
A: 盐胁迫下AT2G15020基因表达量变化; B~E: 盐胁迫处理3 d后叶绿素荧光参数比较; Fv/Fm代表光系统II的最大光能转换效率, NPQ

代表非光化学猝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检测值间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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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如HCN预处理), 可促进植株对盐胁迫的适应

性。一般而言, 逆境会造成光系统损伤, 长期的不

利环境会增强光抑制 ,  从而影响光能转换效率

(Murata等2007; Takahashi等2007)。事实上, 在逆

境胁迫条件下, 植物光系统II的快速修复与植物抗

逆能力成正相关(刘文娟等2007; Nath等2013; Chen
等2016)。抗逆性强的植物光系统更加稳定, 尤其

表现为光系统II的修复能力会更强(Theis和Schroda 
2016; Chen等2017)。本实验研究也发现, AT2G15020
基因的高表达可维持盐胁迫条件下光系统II的光

能转换效率, 同时鉴于蛋白互作分析表明其直接

或间接参与光系统II反应中心重建, 因此该基因很

可能与胁迫条件下的光系统修复有关。

总之, 本研究初步探究了AT2G15020基因的

功能, 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今后的工作还可从

蛋白结构、亚细胞定位、突变体分析等多个方面

研究该基因在植物生长发育及光响应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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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HCN-inducible gene AT2G15020 and its 
possible function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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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Genetics Development and Germplasm Innov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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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genome sequencing of Arabidopsis thaliana has already been uncovered for a long 
time, a large number of gene functions are still unknown. Our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the AT2G15020 gene 
was significantly induced by hydrogen cyanide (HCN), but it is an uncharacterized protei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AT2G15020 gene, th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protein se-
quences align, promoter analysis,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s and protein interactions prediction. 
The results of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homologous proteins of AT2G15020 are all uncharacter-
ized proteins. However, promot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is-acting elements in the promoter of 
the AT2G15020 gene, and the 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AT2G15020 gene further indicates that it is possi-
ble related to light response or light signal regulation in plants. Additio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AT2G15020 gene is sensitive to light intensity and salt stress, and the higher expression level of AT2G15020 
gene contributes to plant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under adverse condition. 
Key words: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hydrogen cyanide; light response; stress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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