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１０６２·

ｓｕｃｈ

ｍａｒｋｅｒｓ（ＳＮＰｓ）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ｎａｄ

１ ｉｎｔｒｏｎ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上Ⅺｎ—
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Ｍａ Ｇ Ｘ，Ｘｕ Ｇ Ｊ，Ｘｕ Ｌ Ｓ，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ｈｉｈｕ（Ｄｅｎｄｒｏｌｆｆｕｍ Ｓｗ．）（Ｉ）Ｄ］．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１９９５，２６：３７０—３７２．
Ｅ２］Ｄｉｎｇ Ｘ Ｙ，Ｘｕ Ｌ Ｓ，Ｘｕ Ｈ，ｅｔ ａ１．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ＤＮＡ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ｌｎ＇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ｏｕ”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ｏｆ“Ｆｅ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Ｊ］．

ａｍｐｌｉｆｙ

ａ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ｎａｄ

Ｘｕ Ｈ，Ｌｉ Ｘ Ｂ，Ｗａｎｇ Ｚ Ｔ，ｅｔ ａ１．ｒＤＮＡ ＩＴ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ｒｂａ ＤｅｎｄｒｏＭｉ（Ｈｕａｎｇｃａｏ）ＥＪ］．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药学学
报），２００１，３６：７７７—７８３．
Ｅ４］Ｔｅｎｇ Ｙ Ｆ，Ｗｕ Ｘ Ｊ，Ｘｕ Ｈ，ｅｔ ａ１．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Ｋ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ｒｂａ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Ｓｈｉｈｕ）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ｕｌｔｅｒａｎｔ

ＥＪ］．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ｈａｒｍ Ｕｎｉｖ（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１

ｉｎｔｒｏｎ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ｂｙ ＲＡＰ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ｉｍ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ｎ—
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ＥＪ］．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ｅｒ Ｍｅｄ（中国中药

ｔｏ

ｐｏｎｄｅｒｏｓａ ｐｉｎｅ，Ｐｉｎｕｓ

ｐｉｎｅ，Ｐ．刀ｅｘｉｌｉｓ，ａｎｄ Ｓｃｏｔｓ ｐｉｎｅ，Ｐ．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Ｊ］．Ｔｈｅｏｒｅｔ Ａｐｐｔ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０，１０１：１２６９－１２７２．
［７］Ｓｐｅｒｉｓｅｎ Ｃ，Ｂｔｉｃｈｌｅｒ Ｕ，Ｇｕｇｅｒｌｉ Ｆ，ｅｔ ａ１．Ｔａｎｄｅｍ ｒｅｐｅａ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ｉｆｅｒ Ｎｏｒ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ｕ—

ｓｐｒｕｃｅ［Ｊ］．Ｍｏｌ

Ｅｃｏｌ，２００１，１０：２５７—２６３．

［８］Ｇｕｇｅｒｌｉ Ｆ，Ｓｃｎｎ Ｊ，Ａｎｚｉｄｅｉ Ｍ，ｅｔ ａ１．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一
１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ｔｏｅ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ｎａ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ｇｒｕｅｎｔ

１

ｉｎｔｒｏｎ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ｄｗａｒｆ ｐｉｎｅ（Ｐｉｎｕｓ

ｓｔｏ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ｗｉｓｓ

ｓｔｏｎｅ

ｃｏｎ—

ｐｉｎｅ

ｐｉｎｅ（Ｐｉｎｕ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ａｎｄ

ｐｕｍｉｌａ）［Ｊ］．Ｍｏｌ＆以，２００１，

１０：１４８９—１４９７．

［９］Ｃｈａｐｄｅｌａｉｎｅ Ｙ，Ｂｏｎｅｎ Ｌ．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ｓｕｂｕｎｉｔ

１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ＤＨ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

ｆｏｒ

ａ ｔｒａｎｓ－

ｇｅｎｅ—ｉｎ—ｐｉｅｃｅｓ［Ｊ］．＆盯，１９９１，６５：

４６５—４７２．

［１０］Ｄｅｍｅｓｕｒｅ Ｂ，Ｓｏｄｚｉ Ｎ，Ｐｅｔｉｔ Ｒ Ｊ．Ａ

２００２，３３：２８０—２８３．

Ｅ５］Ｚｈａｎｇ Ｍ，Ｈｕａｎｇ Ｈ Ｒ，Ｌｉａｏ Ｓ Ｍ，ｅｔ ａ１．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

ｐｏｎｄｅｒｏｓａ，ｌｉｍｂｅｒ

（Ｐｉｎｕｓ ｃｅｒｅｂｒａ），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Ｓｉｎ（药学学报），２００２，３７：５６７—５７３．

［３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杂志），２００１，２６：４４２—４４７．
［６］Ｍｉｔｔｏｎ Ｊ Ｂ，Ｋｒｅｉｓｅｒ Ｂ Ｒ，Ｒｅｈｆｅｌｄｔ Ｇ Ｅ．Ｐｒｉｍｅｒ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ｓｅ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ＤＮＡ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Ｊ］．Ｍｏｌ Ｅｃｏｌ，
１９９５，４：１２９—１３１．

利用浸苗法将野生天麻总ＤＮＡ导入马铃薯的研究
葛正龙１，周鹤峰２，邵敏１
（１，遵义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贵州遵义

５６３００３；２．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生物工程系，广东珠海

５１９０４１）

摘要：目的研究野生天麻总ＤＮＡ对马铃薯的转化，分析马铃薯转化植株中野生天麻的药用成分天麻素。方法
采用浸苗法将野生天麻总ＤＮＡ导人马铃薯试管苗，通过紫外扫描法、ＰＣＲ扩增筛选转化植株，对转化植株进行
ＳＤＳ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蛋白分析，通过ＴＬＣ法检测天麻素。结果

（１）在２００株转化的马铃薯中

有２１株的紫外扫描图谱与正常对照组有显著差异，且在２２０ ｎｍ有明显吸收峰。（２）５’株经ＰＣＲ扩增出野生天麻抗
真菌蛋白（ＧＡＦＰ）基因。（３）转基因马铃薯与正常马铃薯的蛋白表达有明显差异，并且在转基因马铃薯中有一条与
ＧＡＦＰ相同的条带。而正常马铃薯中无此条带。（４）通过薄层色谱法检测出３株转基因马铃薯表达野生天麻的有效
药用成分天麻素。结论

采用浸苗法进行外源总ＤＮＡ导入是可行的。

关键词：野生天麻；马铃薯；浸苗法；天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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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Ｂｌｕｍｅ属兰科，是名贵传

光光度计在２００～３００ ａｍ下进行波长扫描Ｃ４，ｓ］。

统中药，有着非常广泛的药用价值，近年来因为过度

１．４．２

采伐以及病虫害等原因，其资源已受到严重威胁，因

别提取通过粗筛得到的转化株试管薯总ＤＮＡ，进行

此对珍稀濒危的野生天麻进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已

野生天麻抗真菌蛋白（ＧＡＦＰ）的ＰＣＲ扩增。ＧＡＦＰ

迫在眉睫。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周光宇教授提出

基因引物参照相关文献设计ｎ］，引物序列如下：上游

ＤＮＡ片段杂交假设以来，应用“花粉管通道法”、“浸

５，－ＡＧＧＧＡＴＣＧＧＴＴＧＡＡＴＴＣＧＧＧＣ一３ ７，下游

泡法”等方法将外源ＤＮＡ导入植物已成为一种新

５，－ＧＣＣＡＧＡＣＧＣＣＧＣＣＧＣＴＧＴ一３’。ＰＣＲ反应条

的有效的遗传转化方法。作为外源基因导入技术之

件：９４℃、１０ ｍｉｎ，９４℃、１ ｍｉｎ，５２

一的“浸苗法”已在烟草、大豆、蚕豆等作物中得到了

４５ Ｓ，７２℃、６

实际应用，并实现了遗传转化。朱生伟等人应用浸苗

糖凝胶电泳［７］。

法成功地将外源ＤＮＡ导入烟草，导入后代在形态、

１．５转基因马铃薯中ＧＡＦＰ基因表达的分析：分

品质和成分等方面已产生广泛的变异［１］。本研究旨

别取实验组和对照组试管薯，按王义琴等［８］方法制

在探索通过转基因植物来生产野生天麻的有效药用

成总的可溶性蛋白溶液。采用５％的浓缩胶，１５％的

成分的可行性，试图通过转基因技术将野生天麻总

分离胶，用考马斯亮蓝Ｇ２５０染色［９］。

ＤＮＡ导人马铃薯，培育出具有药用价值或保健作用

１．６转基因马铃薯中天麻素成分的分析：分别取实

的马铃薯新材料和新品系。

验组和对照组试管薯，称质量，液氮研碎，按１：３０

１材料与方法

的比例加甲醇，超声１ ｈ后静置２４ ｈ，再超声１ ｈ，静

１．１材料：野生天麻，购于遵义，经贵阳中医学院李

置２

涛副教授鉴定。马铃薯（中薯１号），由遵义农业科学

处理［４］。以０．５％羧甲基纤维素钠、硅胶Ｈ自制薄

研究所提供。

板，１１０℃活化３０ ｍｉｎ，各取样品及天麻素对照品４

１．２野生天麻总ＤＮＡ的提取：采用本实验室改进

弘Ｌ点样，以氯仿一甲醇一冰醋酸（６：２：０．１５）为展开

的ＣＴＡＢ法，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ＤＮＡ片段完整

剂，展距为１５ ｃｍ，１０％磷钼酸乙醇溶液为显色剂，

性，以Ａ—ＤＮＡ作为相对分子质量参照，电压

１０５

４

Ｖ／ｃｍ，电泳４

ｈ

细筛（ＰＣＲ扩增野生天麻抗真菌蛋白）：分

ｈ，１ ０００

ｏＣ、４５ Ｓ，７２℃、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ＰＣＲ产物进行琼脂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进行浓缩

ｏＣ烘烤６ ｍｉｎ，观察并拍照［４］。

２结果与分析

Ｌ２’３ｊ。

１．３野生天麻ＤＮＡ对马铃薯试管苗的转化［１］：实

２．１

验组：选择生长一致的马铃薯壮苗（５～７片真叶）

品在０．３％琼脂糖凝胶上电泳，电压为５ Ｖ／ｃｍ，电

２００株，在超净工作台上，用无菌水将根部冲洗干

泳３ ｈ，以Ａ－ＤＮＡ作为相对分子质量参照，电泳结

净，滤纸吸净水滴，用提取的野生天麻ＤＮＡ溶液

果显示：通过改进的ＣＴＡＢ法所提取的野生天麻

（质量浓度５００／生ｇ／ｍＬ）浸泡３６ ｈ［１］，转到ＭＳ高糖

ＤＮＡ样品为单一条带，且片段大小为５０ ｋｂ左右

培养基上，温度２５℃，暗培养２个半月。对照组：采

（图１），符合分子导入要求。

用ＴＥ液同样条件下处理。

２．２紫外扫描图谱分析：对２００株转化植株和２０

１．４筛选转化植株

株正常的试管薯甲醇提取液进行紫外扫描，扫描波

１．４．１

粗筛（紫外扫描法）：分别取实验组和对照组

ＤＮＡ片段的大小：提取的野生天麻ＤＮＡ样

长是２００

３００

ｎｍ，结果显示：有２１株转化马铃薯

试管薯，称质量，液氮研碎，按１：３０的质量体积比加

的紫外扫描图谱与正常马铃薯有显著差异，并且转

入甲醇，超声１ ｈ后静置２４ ｈ，再超声１ ｈ，静置２

化马铃薯的甲醇提取液在２２０ ｎｍ处有明显吸收

１ ０００

ｈ，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２ ｍＬ，用紫外分

峰，见图２。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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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ＧＡＦＰ基因，此３株经过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蛋
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经过转基因的马铃薯植株中
含有ＧＡＦＰ（１４ ｋｄ处），而正常马铃薯中无此带，且
转基因马铃薯与正常马铃薯的蛋白表达有明显差
异，见图４Ｅ

５－２－ＤＮＡ（４８．５ ｋｂ）

ｌ～４、６～１０一野生天麻ＤＮＡ
１

４，６

９｜。

１０－ｗｉｌｄ Ｇ．ｄａｔａ ＤＮＡ

５－小ＤＮＡ（４８．５ ｋｂ）

野生天麻ＤＮＡ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图１
Ｆｉｇ．１

Ａｇａｒｏｓｅ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ｅｌａｔａ ＤＮＡ
３．０
２．５
２．０

罨
米
醪

１．５
ｌ－０

１一野生天麻２一正常马铃薯３，４－转基因马铃薯５一标记

０．５

１－ｗｉｌｄ Ｇ．ｅｌａｔａ

２－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Ｏ．０

５－Ｍａｒｋｅｒ

３，４－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ＳＤＳ

图４
Ｆｉｇ．４

图２正常马铃薯和转化马铃薯紫外扫描图谱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２．３

ＧＡＦＰ基因的ＰＣＲ分析：抗真菌蛋白是野生

天麻皮层中的一种能强烈抑制真菌生长的蛋白，马

ＰＡＧＥ电泳图谱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ＤＳ－－ＰＡＧＥ

２．５药用成分分析：天麻素（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ｎ）是野生天麻
的有效药用成分，通过薄层色谱（ＴＬＣ）法分析转基
因马铃薯、正常马铃薯、野生天麻３者中天麻素，结
果可见：转基因马铃薯中可检测到天麻素，见图５。

铃薯中不存在此蛋白，因此分别以野生天麻总ＤＮＡ
和通过粗筛的转化植株总ＤＮＡ为模板，通过ＰＣＲ
扩增来分析ＧＡＦＰ基因是否已转到马铃薯中，电泳
结果发现在３株转基因马铃薯中扩增出与ＧＡＦＰ
基因位于同一位置（３８０ ｂｐ）的条带，结果见图３。

、１～３一转基因马铃薯４一天麻素对照品
５一野生天麻６－正常马铃薯
１－－３一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５一ｗｉｌｄ Ｇ．ｅｌａｔａ

４一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６－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图５薄层色谱图谱
Ｆｉｇ．５

１～３一转基因马铃薯４一正常马铃薯５一野生天麻６一标记

３

Ｔ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讨论

一

５一。ｉｌｄ

图３
Ｆｉｇ．３

Ｇ．。ｚ。抛６一Ｍ。，ｋ。，

ＰＣＲ扩增结果

Ｒｕ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本实验从转化的马铃薯中检测到３株含有
ＧＡＦＰ基因，其转化效率为１．５％，比用农杆菌介导
的转化法效率要低，可能原因是：野生天麻的总

乐４转基因马铃薯中ＧＡＦＰ基因表达分析：ＧＡＦＰ

ＤＮＡ导人马铃薯后其基因与受体马铃薯细胞整合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４ ｋｄ的蛋白质，通过ＰＣＲ

与转化完全是随机的，缺乏控制机制，因而实现的目

扩增的方法从粗筛的２１株马铃薯中细筛得到３株

的性较差，以致转化效率低。尽管采用此法转化效率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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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但仍表明：采用浸苗法将野生天麻总ＤＮＡ导

·１０６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Ｚｈｕ ＳＷ，Ｘｕ Ｚ，ＺｈｕＸＣ，ｅｔ ａ１．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入马铃薯中的方法是可行的。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ｏａ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ｇ

ＧＡＦＰ其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４ ｋｄ，它能强烈抑
制腐生性真菌生长，从而阻止密环菌侵染顶生球茎，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ｎ

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

ｉｎ 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Ｊ］．Ｊ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ｇｒｉｃ Ｕｎｉｖ（东北
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３０（２）：１９０—１９４．
［２］Ｈｕａｎｇ Ｊ，Ｇｅ Ｘ，Ｓｕｎ 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ＴＡＢ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ｅｒｓ

ｓｉｌｉｃ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ｏｍｉｃ

使其得以正常生长。马铃薯中不存在此蛋白，通过

ＤＮＡ［Ｊ１．Ｂｉｏ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００，２８（３）：４３２—４３４．

ＳＤＳ－－ＰＡＧＥ发现在转化的植株中有ＧＡＦＰ，说明
ＧＡＦＰ基因已整合到马铃薯基因组中，并且通过基

Ｉ－３］Ｌｉ Ｘ Ｂ，Ｆｅｎｇ Ｂ，Ｚｈａｎｇ Ｚ Ｈ，ｅｔ ａ１．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ＮＡ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Ｃｈｉｎ ７７口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２００２，３３（７）：６５２—６５４．
［４］Ｄｉｎｇ Ｌ，Ｈｕａｎｇ 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ｎ ｂｙ ＴＬｃ—ｕＶ ｉｎ Ｇａｓ—
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ｐａｔｃｈ［Ｊ］．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Ｐａｔ Ｍｅｄ（中成药），

因表达调控而翻译ＧＡＦＰ Ｌ１ｊ。
野生天麻的有效成分为天麻素即对羟基苯一口一Ｄ一

１９９６，１８（１）：４８—４９．
７

葡萄糖吡喃糖苷，它是一种小分子有机物质，其甲醇

［５］Ｚｈｏｕ Ｊ，Ｊｉａ Ｅ，Ｌｉｕ Ｔ Ｆ．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ｎ 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ＥＪ］．Ｐｒａｃ Ｊ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实用医药
杂志），２００２，１９（９）：７１３—７１４．

液在２２０ ｎｍ有最大吸收峰。本实验通过紫外扫描法
从２００株转化的马铃薯中检测到２１株的扫描图谱与

正常对照组有明显差异，说明天麻的基因在马铃薯中
已经表达并且导致马铃薯发生变异。变异的发生可能
通过受、供体基因同源重组这一整合途径或通过供体
ＤＮＡ片断插入到受体基因组中［１…。

Ｅ６３

Ｈｕ Ｚ，Ｈｕａｎｇ Ｑ，Ｌｉｕ Ｘ，ｅｔ ａ１．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到天麻素，而天麻素不属于蛋白质，说明天麻的基因
在马铃薯中已经表达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体内代

谢产生了天麻的有效药用成分天麻素。但转基因马
铃薯中含天麻素很少（样品浓缩２００倍），如何提高

转基因马铃薯中野生天麻的有效药用成分——天麻

ａｎｄ ｃＤＮＡ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口］．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ｕｎｎａｎ（云南植物研究），１９９９，２１（２）：
１３１—１３８．

［７］Ｗａｎｇ Ｘ Ｃ，Ｗｉｌｌｓｏｎ Ａ Ｄ，Ｇｕｙ 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ＦＰ一１ ａｎ 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ｒｏｍ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ｄａｔａ［Ｊ］．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植物学报），１９９９，４１（１０）：１０４１一１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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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属３种植物不同群体和个体中雷公藤甲素的研究
黄文华１，郭宝林Ｈ，斯金平２，阮秀春２，余竞光１，孙

兰１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４；
２．浙江省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浙江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要：目的测定雷公藤属３种植物（雷公藤、昆明山海棠和黑蔓）不同群体和个体中雷公藤甲素（ｔｒｉｐｔｏｌｉｄｅ），为
评价雷公藤药材质量和寻找雷公藤的优质种质奠定基础。方法建立雷公藤甲素ＨＰＬＣ测定方法，并测定了全国
主要分布区２５个群体９１个个体的木质部和韧皮部中的雷公藤甲素。结果黑蔓的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很低；雷
公藤和昆明山海棠种间的雷公藤甲素差异不明显，个体质量分数木质部为１．０×１０“～５．８３×１０＿５；韧皮部为
２．３×１０“～１．０３０×１０～。结论雷公藤和昆明山海棠不同个体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约５０
倍，不同居群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１０多倍，不同来源的药材质量差异极大，严重影响用药的
安全性；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高的居群位于浙江西南部和中部、湖南新宁、贵州雷山和安徽黄山；湖南新宁、贵州雷
山和浙江江山居群中有雷公藤甲素质量分数极高的个体，值得进一步研究，以寻找质量分数高的优良单株。
关键词：雷公藤属；雷公藤；昆明山海棠；黑蔓；雷公藤甲素；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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