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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桉树苯丙氨酸解氨酶基因（ＰＡＬ），分析其序列特征及在焦枯病菌诱导下的表达特征，为探究桉
树抗焦枯病机理提供理论支撑。［方法］通过 ＳＯＥＰＣＲ技术从尾细桉 Ｍ１中克隆 ＰＡＬ基因，利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分析其在焦枯病菌诱导下的表达特性。［结果］克隆得到尾细桉Ｍ１ＰＡＬ基因，其ＯＲＦ序列长２１４２ｂｐ，编码７１３
个氨基酸，与其他已发表的桉树ＰＡＬ相似性均在９９％以上。序列分析发现，其编码蛋白是一类稳定的亲水性蛋
白，含有丝氨酸、苏氨酸和酪氨酸３个磷酸化位点，二级结构以α螺旋和β折叠为主，具有典型的苯丙氨酸和组
氨酸解氨酶保守结构域。进一步分析桉树不同品系ＰＡＬ基因的表达趋势，结果发现，不同品系ＰＡＬ基因在焦枯
病菌诱导下均表现为明显的上调表达，且抗性越强，ＰＡＬ基因越早上调，上调表达量越大。［结论］从尾细桉 Ｍ１
中克隆得到的ＰＡＬ基因具有典型的ＰＡＬ家族成员特征，推测该基因可能通过参与酚类防御性物质或者信号分
子ＳＡ等物质的合成，进而在桉树抵抗焦枯病菌侵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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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桉树焦枯病是由丽赤壳属（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ｓｐｐ．）真
菌引起的世界性病害，主要发生在桉树幼苗和４年
生以下的人工幼林［１－２］。该病原菌可侵染桉树幼

茎、叶片、枝杆、树梢等多个部位，使苗木猝倒、根腐，

叶片焦枯、卷曲脱落，枝条枯死，造成桉苗腐烂病以

及生长后期的焦枯、顶枯、叶枯病。在我国广东、广

西、海南、福建、台湾等桉树苗圃和人工林都有不同

程度的发生，每次病害流行均导致大面积桉树林枯

萎死亡，造成桉树人工林生产量明显下降 ［３－４］。据

估计，福建省因该病害造成的年经济损失达０．５１８
亿元［５］。桉树具有丰富的遗传资源，不同品系对焦

枯病菌的抗性存在明显差异［６－８］。

苯丙烷代谢途径是植物体中一条重要的代谢途

径［９－１０］。苯丙氨酸解氨酶（ＰＡＬ）是苯丙烷类代谢
的关键酶和限速酶，主要负责催化 Ｌ苯丙氨酸脱氨
形成反式肉桂酸，后者是植物合成木质素、植保素、

黄酮、类黄酮等多种酚类次级代谢产物的前体物质，

这些次级产物在调节植物生长发育及提高抗逆性中

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从植物中克隆到多个 ＰＡＬ
基因并研究了相应功能［１１－１２］。大多数植物 ＰＡＬ基
因的编码序列长度约为２１００ｂｐ，包含２个外显子
和１个内含子，其中，外显子长度分别约为 ４００、
１７００ｂｐ，内含子的位置相对保守，但长度差异很大。
植物ＰＡＬ蛋白一般含有ＰＡＬＨＡＬ、ＰＬＮ０２４５７及ｐｈｅ
＿ａｍ＿ｌｙａｓｅ三个保守结构域，其中，酶活性位点在
ＰＡＬＨＡＬ结构域上。植物 ＰＡＬ活性与其抗病性密
切相关［１３］，在病原物侵染后，ＰＡＬ活性往往呈现出
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且抗病品系 ＰＡＬ活性高于感
病品系［１４］。水稻感染稻瘟病、小麦感染白粉病和赤

霉病、玉米感染黑穗病、锥栗感染疫病后的 ＰＡＬ活
性均出现上述变化趋势［１５－１９］。桉树 ＰＡＬ基因较少
研究，ＰＡＬ基因对桉树抗焦枯病菌的作用也未见报
道。本研究从尾细桉 Ｍ１基因组中克隆到１个 ＰＡＬ
基因，并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探讨了接种 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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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后不同品系 ＰＡＬ基因的表达特征，为
进一步研究ＰＡＬ基因在桉树抵抗焦枯病菌侵染的作
用机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植物材料及其处理

抗病品系尾细桉Ｍ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
ｔｅｒｅｔｉｃｏｒｎｉｓＭ１）和中感品系尾巨桉３２２９号（Ｅ．ｕ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Ｅ．ｇｒａｎｄｉｓ３２２９）、感病品系巨桉５号（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５）扦插苗及桉树焦枯病菌（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ｐｓｅｕｄ
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ＹＡ５１）由福建农林大学森林保护研究所提
供［６］。质粒ｐＤｏｎｅｒ２０７由福建农林大学功能基因组
研究中心惠赠。孢子悬浮液的配制参照 Ｆｅｎｇ等［２０］

的方法。

将１５棵桉树扦插苗（苗龄 ３个月，苗高 ２５
ｃｍ）栽植于带土花盆，并置于人工气候箱（昼夜温
度分别为 ２５℃和 ２３℃，相对湿度 ９０％，光暗时间
比１４／１０）中适应性培养７ｄ后，用７５％酒精消毒，
再用ｄｄＨ２Ｏ冲洗２ ３遍，将浓度为２．０×１０５个·
ｍＬ－１的分生孢子悬浮液均匀地喷洒于植株上，再
置于人工气候箱保湿培养。分别于接种后 ０、１２、
２４、４８、７２ｈ采集叶片，每个时间点从不同幼苗上
采集的叶片混合在一起，液氮速冻后 －８０℃冰箱保
存备用。

１．２　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
按照Ｐｌａｎｔ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Ｋｉｔ（ＴＩＡＮＧＥＮ）的说明

书提取尾细桉Ｍ１的基因组ＤＮＡ。
１．３　总ＲＮＡ提取及ｃＤＮＡ的合成

采用改良ＣＴＡＢ法提取桉树总 ＲＮＡ［２１］。检测

合格后，以总 ＲＮＡ为模板，按照 ＳｃｒｉｐｔＴＭ ＲＴｒｅａｇｅｎｔ
ＫｉｔｗｉｔｈｇＤＮＡＥｒａｓｅｒ（ＴａＫａＲａ）说明书合成ｃＤＮＡ，
置于－２０℃备用。
１．４　ＰＡＬ基因的克隆

根据 巨 桉 （Ｅ．ｇｒａｎｄｉｓ）ＰＡＬ基 因 （Ｅｕｃｇｒ．
Ｊ０１０７９．１）ｃＤＮＡ序列在其可能的开放阅读框两端
设计引物（表１）。以尾细桉 Ｍ１的基因组 ＤＮＡ为
模板，分两段克隆 ＰＡＬ基因。反应程序：９５℃预变
性３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５ｓ，６０℃退火１５ｓ，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保温５ｍｉｎ，４℃保存。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测 ＰＣＲ产物，并回收目的片段。采用
重叠延伸扩增技术（ＳＯＥ）连接两个目的片段。第
一步反应体系：１０×ＬＡＢｕｆｆｅｒ５μＬ，ｄＮＴＰｍｉｘ２
μＬ，Ｔｅｍｐｌａｘ１１μＬ，Ｔｅｍｐｌａｘ２０．５μＬ，ＬＡＴａｇ

０２５μＬ，ｄｄＨ２Ｏ补足 ４８μＬ，反应程序：９５℃预变
性３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６４℃退火１ｍｉｎ，７２℃延伸
１ｍｉｎ，１０个循环；７２℃保温７ｍｉｎ，４℃保存。第二
步反应体系：第一步反应产物 ４８μＬ，引物 Ｆ１
１μＬ，Ｒ２１μＬ，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４ｍｉｎ；９４℃
变性４０ｓ，６０℃退火４０ｓ，７２℃延伸２ｍｉｎ，３０个循
环；７２℃保温７ｍｉｎ，４℃保存。电泳检测目的条带，
回收纯化后连接到 ｐＤｏｎｅｒ２０７，并用 Ｇａｔｅｗａｙ技术
进行 ＢＰ反应，转化 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菌液 ＰＣＲ
鉴定为阳性克隆后，送至上海华大基因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测序。

表１　基因克隆及荧光定量ＰＣＲ引物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ｒｉｍｅｒ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ｌ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基因名

称Ｇｅｎｅ
ｎａｍｅ

用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序列

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片段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ｂｐ

ＰＡＬ Ｃｌｏｎｅ
Ｆ１：ＡＴＧＧＡＧＡＴＧＧＡＧＡＧＣＡＣＣ
Ｒ１：ＣＴＴＡＴＡＡＧＴＴＣＣＴＴＣＴＧＣＡＡＡＧ

　３９８

ＰＡＬ Ｃｌｏｎｅ
Ｆ２：ＴＴＧＣＡＧＡＡＧＧＡＡＣＴＴＡＴＡＡＧＧＴＴＣ
ＴＴＧＡＡＴＧＣＣＧＧＧＡＴ
Ｒ２：ＣＴＡＡＧＡＧＡＴＧＧＧＡＡＧＡＧＧＡＧ

１７５０

ＰＡＬ ＲＴＰＣＲ
Ｆ３：ＴＣＧＡＧＴＣＣＡＧＴＡＣＧＡＧＡＣＡＧＧ
Ｒ３：ＣＴＡＡＧＡＧＡＴＧＧＧＡＡＧＡＧＧＡＧＣＡＣ

　２４１

Ａｃｔｉｎ ＲＴＰＣＲ
Ｆ：ＴＴＣＴＡＣＴＡＴＧＴＴＣＣＣＡＧＧＴＡＴＣＧＣ
Ｒ：ＧＡＣＣＡＧＡＴＴＣＡＴＣＡＴＡＣＴＣＡＣＣＣＴ

　１９４

１．５　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ＯＲＦｆｉｎｄｅｒ预测基因的开放阅读框（ＯＲＦ）

和编码序列；采用 ＮＣＢＩ的 Ｂｌａｓｔ工具分析核苷酸和
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利用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ｈｔｔｐ：／／ｅｘｐａｓｙ．
ｏｒｇ／ｔｏｏｌｓ／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ｈｔｍｌ）在线分析氨基酸序列的
理化性质；采用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分析蛋白质的疏水性／亲水
性；采用ＮｅｔＰｈｏｓ分析蛋白的磷酸化位点；利用ＳＯＰ
ＭＡ分析蛋白的二级结构；利用ＭＥＧＡ７．０软件及邻
接（ＮＪ）法构建进化树。
１．６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以 Ａｃｔｉｎ（Ｅｕｃｇｒ．Ｉ００２４１．１）为内参基因，根据
ＳＹＢＲＰｒｅｍｉｘＥｘＴａｑＴＭ（ＴｌｉＲＮａｓｅＨＰｌｕｓ）（ＴａＫａＲａ）
的操作说明，在荧光定量ＰＣＲ仪（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上分析
不同桉树品系ＰＡＬ基因在焦枯病菌胁迫下的表达情
况。反应体系：１μＬｃＤＮＡ，０．３μＬＦ３，０．３μＬＲ３，５
μＬＳＹＢＲＰｒｅｍｉｘＥｘＴａｑ，ｄｄＨ２Ｏ补足１０μＬ。反应条
件：９５℃ ２ｍｉｎ；９５℃ ３０ｓ，６０℃ １５ｓ，６８℃ ２０ｓ，４０
ｃｙｃｌｅｓ。每个样品技术重复３次，以０ｈ为对照，以
２－△△ＣＴ方法分析相对表达量。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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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ＰＡＬ基因序列的获得

根据巨桉ＰＡＬ基因片段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
获得长度分别约为４００、１８００ｂｐ的目的条带，ＳＯＥ
连接获得２２００ｂｐ左右的条带（图１）。对随机取得
的３个重组质粒进行双向测序，得到长度为 ２３５０
ｂｐ的基因序列，其中，含１个长达２１４２ｂｐ的ＯＲＦ，
推测编码７１３个氨基酸，含有苯丙氨酸和组氨酸解
氨酶保守结构（序列第１９５ ２１１位）（图２）。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Ⅲ；泳道１：片段１；泳道２：片段２；泳道３ ５：

ＳＯＥ连接。

Ｎｏｔｅｓ：Ｍ：ＭａｒｋｅｒⅢ；Ｌａｎｅ１：Ｃｌｏｎｅ１；Ｌａｎｅ２：Ｃｌｏｎｅ２；Ｌａｎｅ３－

５：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Ｅ．

图１　尾细桉Ｍ１ＰＡＬ基因扩增结果
Ｆｉｇ．１　ＰＣＲ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ｇｅｎｅ

２．２　ＰＡＬ蛋白的理化性质分析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分析表明：尾细桉ＰＡＬ蛋白的理论分

子量为７６９４２．７９Ｄａ，等电点（ｐＩ）为６．０２，分子式为
Ｃ３３９６Ｈ５４４１Ｎ９４９Ｏ１０３６Ｓ２５，负电荷氨基酸残基总数（Ａｓｐ
＋Ｇｌｕ）为７８，正电荷氨基酸残基总数（Ａｒｇ＋Ｌｙｓ）
为６７，不稳定系数为３４．０４，是一类稳定蛋白。脂溶
性指数为９４．２９，总平均疏水性为－０．０９９，预测为亲
水性蛋白。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进一步分析ＰＡＬ蛋白的疏水曲
线（大于０为疏水，小于０为亲水）（图３），ＰＡＬ蛋白
序列存在明显的疏水区和亲水区，其中，第２７９位最
高，为２．４２２，第３４５位最低，为 －２．６５６，因此，ＰＡＬ
蛋白为亲水性蛋白。

ＮｅｔＰｈｏｓ分析（图 ４）表明：ＰＡＬ蛋白存在丝氨
酸、苏氨酸和酪氨酸３个磷酸化位点，其中，丝氨酸
磷酸化位点最多，有２９个，其次是苏氨酸磷酸化位
点１６个，酪氨酸磷酸化位点最少，仅７个。

ＳＯＰＭＡ分析（图５）发现：共有３８７个氨基酸参
与形成 α－螺旋，占总氨基酸的５４．２８％，２３５个氨

注：方框内是起始密码子 ＡＴＧ和终止密码子 ＴＧＡ；ＧＴＩＴＡＳＧＤＬＶ

ＰＬＳＹＩＡＧ为苯丙氨酸和组氨酸解氨酶保守结构序列。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ｏｎ（ＡＴＧ）ａｎｄ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ｏｎ（ＴＧＡ）ｗｅｒｅ

ｌａｂｅｌｅｄｂｙｂｏｘ．ＧＴＩＴＡＳＧＤＬＶＰＬＳＹＩＡＧ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ｉｄ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ｓ．

图２　尾细桉Ｍ１ＰＡＬ基因的核酸及推测氨基酸序列
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ａｎｄｄｅｄｕｃｅｄ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ＰＡＬｇｅｎｅｆｒｏｍ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基酸参与形成无规则卷曲，占总氨基酸的３２．９６％。
另外，有４５个氨基酸参与形成延伸链（６．３１％），４６
个氨基酸参与形成 β－转角（６．４５％），表明尾细桉
Ｍ１ＰＡＬ蛋白的二级结构以 α－螺旋和无规卷曲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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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尾细桉Ｍ１ＰＡＬ蛋白疏水性／亲水性预测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ｏｆ

ＰＡＬｆｒｏｍ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图４　尾细桉Ｍ１ＰＡＬ磷酸化修饰预测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

ｆｒｏｍ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注：Ａ：α－螺旋；Ｂ：延伸链；Ｃ：无规则卷曲；Ｄ：β－转角。

Ｎｏｔｅｓ：Ａ：Ａｌｐｈａｈｅｌｉｘ．Ｂ：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ｒａｎｄ．Ｃ：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Ｄ：

Ｂｅｔａｔｕｒｎ．

图５　尾细桉Ｍ１ＰＡＬ蛋白二级结构预测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ｏｆ

ＰＡＬｆｒｏｍ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２．３　ＰＡＬ基因及其蛋白的系统进化分析
利用ＮＣＢＩ的ＢＬＡＳＴ进行序列比对，结果表明：

尾细桉 ＰＡＬ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与大叶桉（Ｅ．ｒｏｂｕｓ
ｔａ，ＩＤ：ＡＢ６９６６７７．１）的相似性为９９．３９％以上，此外
与桑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ＩＤ：ＫＸ３８７３７２．１）和石榴（Ｐｕｎｉ
ｃａｇｒａｎａｔｕｍ，ＩＤ：ＫＹ０９４５０４．２）等的相似性也较
高［２２－２４］。该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与大叶桉（Ｅ．
ｒｏｂｕｓｔａ，ＩＤ：ＢＡＬ４９９９５．１）的相似性最高，达到
９９．３０％，与桑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ＩＤ：ＡＩＤ１６０７７．１）、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ｇｒａｎａｔｕｍ，ＩＤ：ＯＷＭ６９７０７．１）、漆树（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ＧＨ１３３３３．１）和川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ＡＪＲ２０９９４．１）相似性也较高，均在８４％以上［２５－２６］。

以尾细桉Ｍ１及其他１１植物的 ＰＡＬ蛋白序列为基
础，构建系统进化分析，结果（图６）表明：尾细桉 Ｍ１
的ＰＡＬ蛋白序列与大叶桉亲缘关系最近，单独为一
小分支，再与桑树、石榴、漆树和川杨等其他双子叶

植物聚为一类，单子叶植物水稻和毛竹聚为一类，裸

子植物银杏和油松聚为一类。

注：分支上的数值表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验证中基于１０００次重复该节点

的可信度。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ｂ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ｅ

ｃｅｎｔｏｆ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ｖａｌｕ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１０００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６　尾细桉Ｍ１与其他植物 ＰＡＬ蛋白的系统进化树分析
Ｆｉｇ．６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ｏｍ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ｌａｎｔｓ

２．４　焦枯病菌诱导下ＰＡＬ基因的表达分析
对桉树焦枯病菌侵染下的抗病品系尾细桉Ｍ１、

中感品系尾巨桉３２２９号和感病品系巨桉５号等叶
片的表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图７）表明：以０ｈ为
对照，随着侵染时间的推移，３个桉树品系的 ＰＡＬ基
因均呈上调表达趋势，但抗病品系的 ＰＡＬ基因表达
量于２４ｈ就出现最高点，中感品系和感病品系则在
４８ｈ出现高峰，且表达高峰的水平呈现为抗病品系
＞中感品系＞感病品系。说明 ＰＡＬ基因的早表达、
高表达可能在桉树抵御焦枯病菌侵染的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

３　讨论
ＰＡＬ是调节和控制植物体苯丙烷类代谢途径的

关键酶，在植物的生长发育、抗逆及抗病反应中起重

要作用［２７－２９］。甜椒ＰＡＬ沉默后，该突变体对病原菌
的敏感性增加，而过表达 ＣａＰＡＬ１基因则提高拟南
芥对病原菌的抗性［３０］。大豆ＧｍＰＡＬ敲除突变体ＳＡ
的合成减少，对病原菌的抗性随之减弱［３１］。一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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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焦枯病菌诱导下桉树ＰＡＬ基因的表达模式
Ｆｉｇ．７　Ｒｅａｌ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Ｌｇｅｎ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

为，植物受病原菌侵染后，ＰＡＬ基因上调表达，从而
合成一些次级代谢产物来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如

大量积累木质素以强化细胞壁，产生植保素抑制病

原菌的生长，合成水杨酸（ＳＡ）以诱发系统获得性抗
性（ＳＡＲ），进而产生一种更持久的广谱抗性反
应［３２－３３］。因此，ＰＡＬ基因在植物抗病反应中发挥着
重要角色。

本研究通过ＳＯＥＰＣＲ技术从尾细桉Ｍ１中克隆
到一个ＰＡＬ基因，其开放阅读框长２１４２ｂｐ，编码一
个具有７１３个氨基酸的亲水性蛋白，该蛋白具有典
型的苯丙氨酸和组氨酸解氨酶保守结构域、

ＰＬＮ０２４５７特异结合位点和ＰＬＮ０２４５７超家族保守结
构域。进而分析桉树不同品系 ＰＡＬ基因的表达趋
势，结果发现，不同品系ＰＡＬ基因在焦枯病菌诱导下
均表现为明显的上调表达，且抗性越强，ＰＡＬ基因越
早上调，上调表达量越大。该结果进一步佐证了笔

者的前期研究，即焦枯病菌入侵后，桉树多酚类物质

和黄酮类化合物含量增加，ＳＯＤ及ＰＯＤ等防御酶活
性也会提高，且抗病品系的增加水平均超过中感品

系和感病品系［３４－３５］。综合 ＰＡＬ在其他植物抗病中
的研究结果，推断桉树 ＰＡＬ可能通过促进植保素、
木质素及酚类化合物等防御性物质的合成来提高不

同品系的抗病能力。此外，ＰＡＬ也可能通过合成信
号分子ＳＡ，启动ＳＡＲ反应，进而增强桉树对焦枯病
菌的抵抗能力，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４　结论
从尾细桉Ｍ１中获得１个 ＰＡＬ基因，其编码的

蛋白序列具有典型的ＰＡＬ家族成员特征。根据其在
焦枯病菌诱导下的表达情况推测，该基因可能通过

参与酚类防御性物质或者信号分子 ＳＡ等物质的合
成，进而在桉树抵抗焦枯病菌侵染的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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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虞光辉，王桂平，王　亮，等．小麦ＰＡＬ基因的克隆及赤霉菌

３０１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３２卷

诱导下的表达分析［Ｊ］．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５，１６（５）：

１０５５－１０６１．

［１７］张江涛．苯丙氨酸解氨酶（ＰＡＬ）与水稻抗稻瘟病的关系［Ｊ］．

植物生理学通讯，１９８７（６）：３４－３７．

［１８］贺字典，高增贵，庄敬华，等．玉米丝黑穗病菌对寄主防御相

关酶活性的影响［Ｊ］．玉米科学，２００６，１４（２）：１５０－１５１．

［１９］郭文硕．锥栗对栗疫病的抗性与苯丙氨酸解氨酶的关系［Ｊ］．

林业科学，２００１，３７（１）：９０－９３．

［２０］ＦｅｎｇＬＺ，ＧｕｏＷＳ，ＸｉｅＷＦ，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ａＳＳＨｃＤＮ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ｇｒａｎｄｉｓ×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９２２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ｃｌａｄｉｕｍｑｕｉｎｑｕｅｓｅｐｔａｔｕｍ［Ｊ］．Ｂｏｔａｎｙ，

２０１２，９０（１２）：１２７７－１２８３．

［２１］杨　婕，郭文硕，叶小真，等．巨桉叶片总ＲＮＡ提取方法比较

［Ｊ］．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２０１５，３４（６）：１２７２－１２７６．

［２２］ＡｋｉｍｏｔｏＳ，ＩｓｈｉｎｏＴ，ＴｅｒａｄａＴ，ｅｔａｌ．Ａ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

ｌｙａｓｅｇｅｎｅ（ＥｒＰＡＬ１）ｆｒｏｍ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ｌｏｎ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

Ｆｏｒｅｓｔ，２０１３，１２８：１２１－１３７．

［２３］ＺｈａｏＳ，ＰａｒｋＣＨ，ＬｉＸ，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ｔｉｎａｎｄｂｅｔｕｌｉｎ

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ｄａｎｄ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ｂｉｏ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ｇｅｎｅｓｉｎｍｕｌｂｅｒｒｙ（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ａｎｄ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６３（３８）：８６２２－８６３０．

［２４］冯立娟，尹燕雷，焦其庆，等．石榴ＰＡＬ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

析［Ｊ］．核农学报，２０１８，３２（７）：１３２０－１３２９．

［２５］ＭａＷ，ＷｕＭ，ＷｕＹ，ｅｔａｌ．Ｃｌ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ｇｅｎｅｆｒｏｍ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３，３２（８）：１１７９－１１９０．

［２６］ＣｈｅｎＺＪ，ＣａｏＺＭ，ＹｕＺＤ，ｅｔａｌ．Ｃｌ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ｆｒｏｍＰｏｐｕｌｕｓ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ｕｓｔ

ｆｕｎｇｕｓＭｅｌａｍｐｓｏｒａｌａｒｉｃｉｐｏｐｕｌｉｎａ［Ｊ］．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５（１）．ｄｏｉ：１０．４２３８／ｇｍｒ．１５０１７３１４．

［２７］ＣａｓｓＣＬ，ＰｅｒａｌｄｉＡ，Ｄｏｗｄ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

Ｎ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ＰＡＬ）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ｎｃｅｌｌｗａｌｌ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ｉ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ｔｉｃａｎｄａ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ｉｕ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５，６６

（１４）：４３１７－４３３５．

［２８］ＴｉａｎＬ，ＳｈｉＳ，ＮａｓｉｒＦ，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ｏｔ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ｌｄｒｉｃ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Ｍａｇｎａｐ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ｚ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ｏｔｈ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Ｒｉｃｅ，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６

［２９］ＧｉｂｅｒｔｉＳ，ＢｅｒｔｅａＣＭ，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Ｒ，ｅｔａｌ．Ｔｗｏ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

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ｉｓｏ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ｌｉｃｉｔ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

ｒｉｃｅｔｏｔｈｅｆｕｎｇ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Ｍａｇｎａｐ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ｚａ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６９（３）：２４９－２５４．

［３０］ＫｉｍＤＳａｎｄＨｗａｎｇＢＫ．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ｐｐｅｒｐｈｅｎｙｌ

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ｇｅｎｅ（ＰＡＬ１）ｉｎ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１４，６５（９）：２２９５－２３０６．

［３１］ＳｈｉｎｅＭＢ，ＹａｎｇＪＷ，ＥｌＨａｂｂａｋＭ，ｅｔ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ａｎｄｉｓｏｃｈｏｒｉｓｍａｔｅｓｙｎ

ｔｈ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

［Ｊ］．ＮｅｗＰｈｙ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１２：６２７－６３６．

［３２］ＴｏｎｎｅｓｓｅｎＢＷ，ＭａｎｏｓａｌｖａＰ，ＬａｎｇＪＭ，ｅｔａｌ．Ｒｉｃｅ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

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ｇｅｎｅＯｓＰＡＬ４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

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Ｐｌａｎｔ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８７（３）：２７３

－２８６

［３３］ＬｉＹＸ，ＺｈａｎｇＷ，ＤｏｎｇＨＸ，ｅｔａ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Ｐｏｐｕｌｕｓｔｏ

ｍｅｎｔｏｓａｉｓ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ｄｏｔｈｉｄｅ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８（１）：１４０５９

［３４］冯丽贞，陈全助，郭文硕，等．桉树的次生代谢及其对焦枯病

抗性的关系［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０８，１６（２）：４２６－４３０．

［３５］冯丽贞，陈全助，郭文硕，等．植物防御酶与桉树对焦枯病抗

性的关系［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０８，１６（５）：１１８８－１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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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 叶小真，等：桉树ＰＡＬ基因克隆及焦枯病菌诱导下的表达分析

ＣｌｏｎｉｎｇｏｆＰＡＬＧｅｎｅｆｒｏｍ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Ｓｔｒｅｓｓ

ＹＥＸｉａｏｚｈｅｎ１，ＹＡＮＧＪｉｅ２，ＦＥ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３，ＪＩ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ｐｅｎｇ３，
ＬＵＺｈｉ３，ＬＩＵＹｕｊｉｎｇ３，ＬＩＬｉｈｏｎｇ３，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ｚｈｕ１

（１．Ｊｉｎｓｈ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ｕｊｉ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２，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Ｈｕｂｏｌｉａ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６３６００，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３．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ｕｊｉ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２，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ｅｄａｔｃｌｏ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ＤＮ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ａｍｍｏｎｉａ
ｌｙａｓｅ（ＰＡＬ）ｇｅｎｅ，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ＥＰＣ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ｌｏｎｅＰＡＬｇｅｎｅｆｒｏｍＥ．ｕ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Ｅ．ｔｅｒｅｔｉｃｏｒｎｉｓＭ１．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ＡＬｇｅｎ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Ｃ．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ＲＴＰＣＲ．［Ｒｅｓｕｌｔ］ＯｎｅＰＡＬｇｅｎｅｗａｓｃｌｏｎｅｄ．ＩｔｓＯＲ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ｗａｓ２１４２
ｂｐ，ａｎｄｅｎｃｏｄｅｄ７１３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ｅｄｈｉｇ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ＰＡＬ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ｗｉｔｈ９９％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Ｐ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ａｓａｓｔａｂｌｅ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ｓｅｒｉｎｅ，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ａｎｄ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Ｉｔ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ｒｉｃｈｉｎαｈｅ
ｌｉｘ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ｉｄ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Ｌｇｅｎ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ｅｓｔ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ＡＬｇｅｎｅｗａ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Ｌｇｅｎ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ｌｏｎｅｄｆｒｏｍＥ．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ｔｅｒｅｔｉｃｏｒｎｉｓＭ１ｈａｓ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Ｉｔ
ｉｓ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ＰＡＬｇｅｎｅｍａ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ｔｈｅ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ｔｏＣ．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ＳＯＥＰＣＲ；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Ｃａｌ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ｅａｕｄｉｉ

（责任编辑：张　研）

５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