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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矮牵牛ＰＭＡＤＳ９基因是ＭＡＤＳ—ｂｏｘ基因ＡＧＬｌ５亚家族的成员。该亚家族基因可能具有调控开花时间、抑制花器官
衰老脱落和促进体胚形成等功能。本文应用ＹＡＤＥ和ｈｉＴＡＩＬ—ＰＣＲ等方法，克隆了ＰＭＡＤＳ９基因５’端翻译起始住点上游
１８５３ｂｐ的启动子区域序列（ＦＪ７９８９７７）；ＲＡＣＥ分析发现该基因至少有４个转录起始位点，２个位于编码区第一外显子内。启
动子调控元件分析显示，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富集花粉和种子发育过程中特异表达元件和与环境应答相关的元件；ＡＧＬｌ５同源基
因启动子存在非常保守的ＲＹ．ｒｅｐｅａｔ元件。启动子的保守性与物种的遗传距离不一致；推测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翻译起始位点上
游２００—４００ｂｐ和８００一１０００ｂｐ区域具重要功能。
关键词：矮牵牛；启动子；ＰＭＡＤＳ９；转录起始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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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表达是其功能实现的基础，表达模式

子区域决定。对启动子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植物多

的变化是植物进化的动力。基因的表达模式主要

样性，同时为利用生物技术改变基因的表达模式

由转录起始位点上游与转录调控因子结合的启动

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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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牵牛（Ｐｅｔｕｎｉａ ｈｙｂｒｉｄａ）ＰＭＡＤＳ９基因是ＡＧＬｌ５
亚家族的一员“。拟南芥中ＡＧＬｌ５亚家族有ＡＧＬｌ５

动子序列进行分析，寻找转录调控元件。
１．４

统发育足迹分析

和ＡＧＬｌ８两个成员。分析显示ＡＧＬｌ５在种子发育过
程中表达量高，种子萌发后的发育过程中有低水平的
表达‘２。３１。

ＡＧＬｌ５直向同源基因启动子序列的获取及系

矮牵牛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序列来自本研究；拟南
芥：２。】、油菜‘２４１、毛果杨：ｌｏ］、番茄：¨１和葡萄［１２１等物

超量表达ＡＧＬｌ５或ＡＧＬｌ８能够提高合子胚产

种的基因编码区和上游调控区序列根据文献报道的

生次级胚、茎尖产生体胚的能力，并能使胚性愈伤组

登录序列结合对相应数据库的搜索获取。黄瓜，番

织长期维持体胚发生能力一‘５ ｏ，其转基因植株表现

木瓜和木薯的序列从ｐｈｙｔｏｚｏｍｅ数据库（ｈｔｔｐ：／／

开花延迟、授粉受精后花萼花瓣宿存一。１。对

ＷＷＷ．ｐｈｙｔｏｚｏｍｅ．ｎｅｔ／）中获取。具体步骤为，先以

ａｇｌｌ５ａｇｌｌ８双突变体的分析也证实ＡＧＬｌ５亚家族基

ＡｔＡＧＬｌ５蛋白质序列在ｐｈｙｔｏｚｏｍｅ中对双子叶植物

因有调控开花时间和促进体胚发生的作用Ｊ’“。矮

各物种预测的蛋白质逐一进行ＢＬＡＳＴＰ搜索，每物

牵牛是重要的观赏植物，在条件适宜时可周年开花，

种获取同源性最高的４条序列，再将这些序列与拟

并且存在授粉受精后花萼宿存的现象，与拟南芥明

南芥的ＭＡＤＳ—ｂｏｘ基因进行初步的进化树分析，然

显不同，推测ＰＭＡＤＳ９与拟南芥ＡＧＬｌ５基因的功能

后选取ＡＧＬｌ５亚家族基因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可能存在差异。在研究ＰＭＡＤＳ９表达情况时发现，

ＡＧＬｌ５的直向同源基因，并从ｐｈｙｔｏｚｏｍｅ获取这些基

它在雌蕊中的表达量比种子中更高，与ＡＧＬｌ５基因

因的上游调控序列。每个基因取翻译起始位点上游

有差异。因此，本研究克隆了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序列，

１．２ｋｂ启动子序列（ＢｎＡＧＬｌ５．Ｊ为９８６ｂｐ；ＢｎＡＧＬｌ５．

对其转录调控元件及其与其他物种ＡＧＬｌ５同源基

２为１０６９ｂｐ）。进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ｒ¨副分析时，“Ｓｕｂｒｅ－

因启动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ｇｉｏｎ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

ｓｉｚｅ”设为１００ｂｐ．“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ｓｔ”设为

１；元件长度（ｍｏｔｉｆ ｓｉｚｅ）和允许的突变数（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序列克隆及鉴定
植物材料为南方山地园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选

育的矮牵牛自交系Ａ０１。取成株叶片用ＣＴＡＢ法提
取基冈组ＤＮＡ，经ＲＮＡ酶处理、酚一氯仿多次抽提
纯化。ＹＡＤＥ（Ｙ—ｓｈａｐｅｄ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据不同数据组进行调整。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序列克隆
用矮牵牛ＰＭＡＤＳ９基因序列（ＡＹ３７０５２６）在

ａｄａｐｔｏ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ＮＣＢＩ网站对ｎｒ数据库进行ｂｌａｓｔｎ搜索，发现登录

依靠Ｙ形接头延伸未知序列）法和ｈｉＴＡＩＬ—ＰＣＲ

序列ＡＹ３７０５１０含有一段ＰＭＡＤＳ９基因的５’端上游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ｔｅｒｌａｃｅｄ ＰＣＲ，

序列，但这段序列仅包含了从翻译起始密码子开始

高效热不对称ＰＣＲ）的实验原理和操作程序参见文

的５３９ｂｐ序列，比通常认为的植物基因的启动子短。

献博４１。所有目的扩增产物经回收、克隆测序后，通

因此，设计合成了用ＹＡＤＥ法进行染色体步移的引

过比较序列重叠来鉴定序列是否正确，然后根据重

物，用ＥｃｏＲＩ、ＥｃｏＲＶ和ＢａｍＨｌ分别酶切矮牵牛基因

叠群两端的序列设计引物扩增全长序列、测序确认

组ＤＮＡ，并与相应的接头连接，然后进行ＰＣＲ扩增，

序列的正确性。

经两轮ＰＣＲ反应后，用ＥｃｏＲＶ或ＢａｍＨＩ酶切连接

１．２

接头的模板没有理想的扩增带，而用ＥｃｏＲＩ酶切后

ＰＭＡＤＳ９转录起始位点的鉴定
通过５’ＲＬＭ－ＲＡＣＥ（ＲＮＡ

ｌｉｇａｓ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ａｐｉｄ

扩增出约８００ｂｐ的条带（图１Ａ）。回收该条带，测

ｅｎｄｓ）确认转录起始位点

序表明序列的３’端与预期的序列吻合。随后，在

ｓｉｔｅ），具体操作按ＧｅｎｅＲａｃ—

拼接序列的两端设计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进一步

ｅｒ７”试剂盒（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的说明进行。用成株矮牵牛

验证延伸出去的序列是５’端上游序列。经过

各器官提取的总ＲＮＡ混合样３斗ｇ进行ＲＡＣＥ反转

ＹＡＤＥ步移后，获得了ＰＭＡＤＳ９翻泽起始位点上游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ＤＮＡ

（ＴＳ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录操作，取ｌ¨ｌ
１．３

ｓｔａｒｔ

ＲＡＣＥ

ｃＤＮＡ作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

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转录元件分析
应用在线分析丁具ＰＬＡ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ｎａ．

共１０５３ｂｐ序列。由于此长度依然较短，继续用
ＹＡＤＥ步移遇到困难，用ｈｉＴＡＩＬ—ＰＣＲ进行了进一
步延伸。

ａｆｆｒｃ．ｇｏ．ｊｐ／ＰＬＡＣＥ／）和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ｈｔｔｐ：／／ｂｉｏｉｎｆｏｒ－

经３轮扩增后，引物ＬＡＤＩ—ｌ、ＬＡＤｉ．２和ＬＡＤＩ．

ｍａｔｉｃｓ．ｐｓｂ．ｕｇｅｎｔ．ｂｅ／ｗｅｂｔｏｏＩｓ／ｐＩａｎｔｃａｒｅ／ｈｔｍｌ／）对启

３分别与特异引物配对扩增都得到明显的扩增带

万方数据

郭余龙等：矮牵牛ＰＭＡＤＳ９基阏启动子的克隆及分析

２期

２７７

（图１Ｂ），分别回收ＬＡＤＩ一２和ＬＡＤｌ—３的扩增产物，

下游＇－３Ｉ物，ＰＣＲ扩增２５循环后得到一条约２ｋｂ的条

测序结果表明ＬＡＤｌ．２的产物不是目的扩增产物，

带（图ｌｃ），克隆测序表明，该片段１９９４ｂｐ，含推测

ＬＡＤｌ－３的扩增序列能与已知序列拼接。随后根据

的翻译起始位点上游１８５３ｂｐ序列（图２）。序列已

延伸得到的序列设计上游引物，据ＯＲＦ区序列设计

在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登录号为ＦＪ７９８９７７。

图ｌ
Ｆｉｇ．１

ＰＭＡＤＳ９基因启动子克隆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ＭＡＤＳ９

ｇｅｎ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Ａ：ＹＡＤＥ法扩增５’端上游序列，Ｂ：ｈｉＴＡＩＬ．ＰＣＲ扩增５’端上游序列。Ｃ：全长启动子序列扩增
Ａ：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５ ７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ｙ

ＹＡＤＥ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５’－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ｙ ｈｉＴＡＩＬ－ＰＣＲ，Ｃ：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图２矮牵牛ＰＭＡＤＳ９基因启动子序列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ＭＡＤＳ９ ｇ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Ｐｅｔｕｎｉａ ｈｙｂｒ材

推测的翻译起始位点标记为＋ｌ，ＴＳＳ指示５’Ｒｌ，Ｍ·ＲＡＣＥ确定的转录起始位点。图中只标示ｒ ＰＬＡＣＥ预测的部分元件。
方框内为町能的ＴＡＴＡ－ｂｏｘ所在位置，ＣＡＡＴ－ｂｏｘ标记为大写字母。Ｗ—ｂｏｘ用阴影显示，其余元件用文字在图中标明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

ａｒｅ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ｗｉｔ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５’ＲＬＭ—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ＴＡ—ｂｏｘ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２

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ｂｏｘ．ｔｈｅ

ｔｈｅ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ＡＴ·ｂｏｘｅｓ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ｓ＋Ｉ．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ｌｌｅ Ｗ—ｂｏｘｅｓ ｉｎ

ＰＭＡＤＳ９转录起始位点分析
为确定ＰＭＡＤＳ９的转录起始位点（ＴＳＳ），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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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ｒｔ ｓｉｔｅ

ｂｅｎｔ ａｒｒｏｗｓ．Ｏｎｌｙ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ｒｌ

ＰＬＡＣＥ

ｓｉｔｅｓ（ＴＳＳ）

ｍ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ｈａｄｏｗ，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究进行了５’ＲＬＭ．ＲＡＣＥ扩增（图３）。将目的片段
克隆后，挑取６个克隆进行序列测定。测序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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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ＰＭＡＤＳ９至少有４个ＴＳＳ，分别位于推测的翻译

们多出现在那些表达量高、特异性表达的基因中，可

起始位点上游５１ｂｐ（ＴＳＳｌ），１８ｂｐ（ＴＳＳ２）和下游

能产生一类新的功能尚不清楚的ｍＲＮＡ【１４。引。目

５３ｂｐ（ＴＳＳ３），９７ｂｐ（ＴＳＳ４）处（图２），两个起始位点

前，关于此现象的研究报道尚不多见。

位于第一外显子区。长期以来，只有具有最长５’端

２．３

Ｐ批Ｄ锣启动子上游调控元件分析

的ｃＤＮＡ被假定为真正的全长转录本。ＮＣＢＩ在构建

将克隆的翻译起始位点上游的序列提交

ＲｅｆＳｅｑ数据库时也是这样。但最近对哺乳动物和

ＰＬＡＣＥ和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进行在线分析，结果表明ＴＳＳ２

拟南芥等物种启动子的详细研究显示，一个基因常

上游３３ｂｐ前后的两段Ｔ／Ａ富集区（图２）包含多个

有多个启动子，一个启动子又常具有多个ＴＳＳ形成

已报道过的其他物种基因的ＴＡＴＡ—ｂｏｘ序列，但在

一簇，在不同组织中，ＴＳＳ是选择性使用的¨４““。另

ＴＳＳｌ上游１００ｂｐ内没有与ＴＡＴＡ—ｂｏｘ序列相似的区

一方面，５’ＲＬＭ—ＲＡＣＥ是获得真正全长ｃＤＮＡ序列

域，可能有其他转录起始机制存在。ＣＡＡＴ盒是一

公认的传统方法。因此，测定的这４个ＴＳＳ可能代

个植物启动子中常见的元件，通常位于ＴＳＳ上游

表了ＰＭＡＤＳ９基因转录起始的真实情况。

８０～３００ｂｐ处’１引。克隆的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中，在上
游距ＴＳＳｌ １５６ｂｐ和２１４ｂｐ处各有一个ＣＡＡＴ元件，
它们可能促进转录起始（图２）。
ＰＬＡＣＥ分析表明，ＰＭＡＤＳ９基因５’调控区至少有
８个潜在的ＭＡＤＳ蛋白结合位点ＣＡｒＧ（Ｃ－Ａ／Ｔ—ｒｉｃｈ．
Ｇ），其中２个是规范的ＣＣ．（Ａ／Ｔ）。一ＧＧ型（ＣＡｒＧ：和
ＣＡｒ（；，，图２），６个是ＡＧＬｌ５偏好结合的Ｃ一（Ａ／Ｔ）Ｂ—Ｇ
型Ⅲ１。拟南芥ＡＧＬｌ５基因５ ７调控区有３个ＣＡｒ（；，两

圈３
Ｆｉｇ．３

个为Ｃ－（Ａ／Ｔ）。．Ｇ型，它们与ＡＧＬｌ５结合，自主调节

ＰＭＡＤＳ９基因５’ＲＡＣＥ扩增结果
５’ＲＡＣ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Ｌｌ５的表达水平＂ｏ。共同具有的ＣＡｒＧ元件暗示，

ＰＭＡＤＳ９

ＡＧＬｌ５亚家族基因在不同物种中具有相同的反馈调

ｇ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Ｐｅｔｕｎｉａ ｈｙｂｒ甜

节模式，表达水平自主调节。

Ｍ：ＤＮＡ分子量标记。Ｒｌ：第１轮ＰＣＲ扩增，Ｒ２：第２轮ＰＣＲ扩增，
ｗ：水对照；Ｍ：Ｍａｒｋｅｒ。Ｒ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Ｗａｔｅｒ

ｒｏｕｎｄ

除上述元件外，ＰＬＡＣＥ在线预测还表明，

ｏｆ ＰＣＲ，Ｒ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ｕ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存在大量种子和花粉发育过程中表

ＲＡＣＥ结果表明，ＰＭＡＤＳ９有基因内部转录起

达所需的调控元件，以及与环境应答反应有关的顺

始位点（ＴＳＳ３和ＴＳＳ４）存在，从这两位点起始的转

式调控元件，如：Ｗ—ｂｏｘ（１０个，图２）、光应答元件、

录产物若无选择性剪接，是不可能翻译成蛋白的。

ＧＴ．１、ＡＲＲＩ、与干旱和病原菌侵染等生物或非生物

这两位点的使用是否具有组织特异性，以及转录产

胁迫反应相关的其他元件等；从真双子叶Ｃ，植物鉴

物是否具有某种调控功能是令人感兴趣的。拟南芥

定的元件统计结果见表１。运用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数据库

和哺乳动物也有大量的外显子内转录起始位点，它

预测的结果与ＰＬＡＣＥ的有相同的趋势。

表１

ＰＬＡＣＥ和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预测的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上游调控元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ＭＡＤＳ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

’一般性应答元件ｔｊ光、多种逆境环境应答等途径有关
Ｔｈｅ

２．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ＡＧＬｌ５直向同源基因启动子分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ｔｈ

扫描常可发现上百个潜在的“ＴＦＢＳ”，但其中多数并

由于转录因子结合位点（ＴＦＢＳ）通常较短（５—

不具备生物学功能…１。与序列扫描互补的一个预

１２ｂｐ），且能允许ｌｂｐ甚至更多的碱基变异而不丧

测启动子中ＴＦＢＳ的方法是系统发育足迹法（ｐｈｙｌｏ·

失其功能，利用ＰＬＡＣＥ和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Ｅ对启动子序列

ｇｅｎ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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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该方法认为启动子中的ＴＢＳ序

郭余龙等：矮牵牛ＰＭＡＤＳ９基闪启动子的克隆及分析

２期

２７９

列在自然选择中更加保守，那些在直向同源基因的
调控区序列中保守的区域可能对启动子发挥调控功
能是重要的…１。因此，为了鉴定ＰＭＡＤＳ９启动子中
重要的元件和区域，利用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ｒ对ＡＧＬｌ５直向
ｂ

同源基因启动子序列进行了分析。
ＢｎＡＧＬＩＳ．１
Ｂ“ＧＬ｜５ ２
ＡｔＡＧＬｌ５

ｃｐＡＧＬｌ５

ｆ油菜日ｎａｐｕｓ）
ｔ瓶鬟Ｂ ｎｍｒｍ－

蝴嘲一！宝搿锚艘

（拟南弄’Ａ，幻乏ｋ；

＝！＝竺比邕＝！＝＝！！＝ｉ兰ｊ＝＝＝ｎ馏ｇ嬲
—三——ＪＬＬ——ｔ—ＬＬ上Ｌ—————Ｊ‘———Ｊ—————Ｌ——－—一删Ｇ￡，ｊ，

ｆ番木瓜ｃｐａｐａｙａ）
ＣｓＡＧＬｌ５
ｆ黄瓜Ｃ．ｓａｔｒｎｚＱ
ＰｔＰＭＡＤＳ４０（毛果扬Ｐ ｔｒｗｈｏ（ａｒｐａ）
ＭｅＡＧＬｌ５，
（木薯Ｍ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ＭｅＡＧＬｌ５．２
（木譬Ｍ．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ＶｖＡＧＬｌ５．Ｊ

ＳＩＭＢＰＩＩ
ＰｈＰＭＡＤＳ９

＝＝Ｉ！＝芒＝＝＝＝＝＝！芏兰直＝＝＝Ｐ洲
至耋璧至三至塞蔫喜渊

｛葡萄ｙ、－ｉｍ］ｅｒａ）

（番茄量船ｏｐｅｒｉｃｏｎ）
（矮牵牛Ｐ．ｈｙｂｒｉｄａ）

图５

ＡＧＬ坩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ｒ鉴定的ＡＧＬｌ５直向同源

ＰｔＰＭＡＤＳ３９
ｎ，＾ＧＬｌ５ ２

图４
Ｆｉｇ．４

基因启动子的保守元件

ＡＧＬｌ５亚家族幂因进化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ｍｏｔｉｆ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ｒ

Ｆｉｇ．５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Ｌｌ５ ｏｒｔｈｏｌｏｇｏｕｓ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ＡＧＬｌ５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ｇｅｎｅｓ

ａ：所有１１个启动子中存在的保守元件；

取全长氨基酸序列使用ＭＥＧＡ４．１软件进行分析，比对采用

ｂ：蔷薇分支物种翻泽起始位点卜游２００—４００ｂｐⅨ域保守；

ＣｌｕｓｔａｌＷ，建树用邻接法，参数皆为默认值。５００次重复自

ｃ：茄科和蔷薇分支非十字花科物种在翻译起始位点

展值大于５０％的标示在节点处

上游２００－４００ｂｐ和８００一１０００ｂｐ两区域保守

经文献检索和数据库搜索后选取了亲缘关系远

启动子间的保守元件平均数为１８个，低于番茄／矮

近不同的９个物种的１１个ＭＡＤＳ—ｂｏｘ基因，它们可

牵牛一杨树／番木瓜／木薯／黄瓜／葡萄问的２８个，但

靠地与ＡＧＬｌ５聚于一支（图４），这些基因编码区序

前者同属蔷薇分支（ｒｏｓｉｄｓ），它们之间的距离比后者

列的进化关系与来源物种间的亲缘关系（据ｈｔｔｐ：／／

更近。当允许的突变数为２ ｂｐ时，保守元件的数目

ＷＷＷ．ｎｃｂｉ．ｈｉｍ．ｎｉｈ．ｇｏｖ／ｔａｘｏｎｏｍｙ）基本一致ｏ

Ｆｏｏｔ．

大为增加，有的启动子间共有元件数超过了Ｆｏｏ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分析发现：这１１个启动子中都有１个长度为

Ｐｒｉｎｔｅｒ在线分析系统的上限，但遗传距离与启动子

９ｂｐ的保守元件，而当长度设定为８ｂｐ时则增加至４

间保守性的关系与允许的突变数为１时相似。

个（图５ａ）。在遗传距离较远的９个物种的同源基

由于发现以上十字花科和茄科物种间启动子的

因都存在保守的超过８ｂｐ长度的元件暗示，这些元

差异，将蔷薇分支中十字花科两物种的启动子置换

件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几个元件主

成茄科两物种进行对比分析，为了保证两组数据中

要分布在近翻译起始位点２００～４００ｂｐ区间。分析

启动子序列总数的一致，每物种只取一个基因的启

这几个元件的序列发现，它们都有ＣＡＴＧＣＡ序列，

动子序列。当元件的长度设为９，允许突变为２时，

即“ＲＹ ｒｅｐｅａｔ”元件，它是种子发育过程中特异表达

所需的元件¨…。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物种ＡＧＬｌ５直向同源基

蔷薇分支７物种基因的启动子在距翻译起始位点
２００—４００ｂｐ区间有较多的保守元件（图５ｂ）。而将
蔷薇分支中十字花科两物种换成茄科两物种后，７

因启动子区元件的保守性，首先将所有的启动子序

物种的启动子在翻译起始位点上游２００～４００ｂｐ和

列一对一配组分析，将元件长度设为１２ｂｐ，每元件

８００—１０００ｂｐ两区域皆有保守元件（图５ｃ）。

允许的突变数为ｌ或２ ｂｐ。发现启动子的保守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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