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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重金属镉（Cd）污染日趋严重，找寻高效土壤 Cd 污染治理方法刻不容缓 . 以具有植物恢复潜力的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作为研

究对象，通过转录组学 RNA-Seq 测序研究不同浓度 Cd 胁迫后栾树地上部与根部基因表达与代谢通路的变化 . 转录组测序结果表明，共获得了

65171 条 Unigenes，根中差异表达的基因显著多于茎叶，且下调表达的基因多于上调表达基因 .GO 富集结果表明，在 Cd 胁迫下细胞内核糖核蛋
白复合物（Intracellular 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核糖核蛋白复合物（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和大分子复合物（Macromolecular complex）是

栾树根部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部分 . 在地上部中，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在膜内组分和膜部分 .KEGG 途径富集分析表明，在根部中核糖体

（Ribosome）、吞噬体（Phagosome）和三羧酸循环（Citrate cycle（TCA cycle））是主要的富集途径 . 在叶中，植物激素信号转导通路显著富集 . 转录

因子鉴定结果显示共有 10 种转录因子家族的基因差异表达响应 Cd 胁迫，其中包括 C2H2、MYB、WRKY 和 bZIP 等转录因子家族，这些转录因子

家族显著响应重金属胁迫表达 . 通过转录组测序分析栾树 Cd 胁迫后的响应机制，结果表明，栾树通过特有的应激响应 Cd 胁迫，表达特异性
基因达到高 Cd 抗性，该结果可为进一步研究栾树响应 Cd 胁迫的分子机制提供基因转录层面的研究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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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ollution of heavy metal cadmium（Cd）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it is urgent to find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s for soil Cd

pollution. In this study，Koelreuteria Paniculata，a plant species with potential for Cd recovery，was studied by transcriptom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gene expression and metabolic pathways in shoots and roots of K. paniculata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d. Transcriptomic RNA-seq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tal of 65171 Unigenes were obtaine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root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in stems and leaves，and

the down-regulated genes were more than up-regulated genes. The GO enrich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racellular 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
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 and macromolecular complex were the main enrichment part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K. paniculata roots under
Cd stress. In the aboveground part，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intramembrane component and the membrane

part.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ribosomes，phagocytes and tricarboxylic acid cycles were the main enrichment pathways in roots.
Plant hormon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leaves.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showed that genes of ten

transcription factor familie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response to Cd stress，including C2H2，MYB，WRKY and BZIP，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expressed.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K. paniculata to Cd str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 paniculata
expressed specific genes to achieve strong Cd resistance through the specific stress response to Cd stress.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f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K. paniculata to Cd stress at the gene transcrip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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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土壤重金属镉（Cd）污染持续位居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之首，且因环境累积特性已严重影响耕地使用 .

对于植物而言，Cd 通过根部转运蛋白或离子通道与矿物质元素发生竞争性抑制结合或通过细胞渗透作用

进入植物细胞，并与细胞壁发生结合形成稳态累积，且大部分 Cd 离子会通过主动运输或蒸腾作用运输至茎、
叶与果实等组织器官中，长时间大量累积会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产生抑制，超出植物耐受极限时会导致植物

快速死亡（Bjelkova et al.，2011 ）. 同时，由于植物对 Cd 的富集效应导致 Cd 可以轻易通过食物链进入动物和

人体内并造成毒害，最终导致人类骨质酥松症、肾功能障碍和心血管疾病等（崔玉静等，2003；Satarug et al.，
2009；Liu et al.，2016），由此可见，Cd 污染对动植物都具有严重危害，治理 Cd 污染也因此成为我国土壤污染
治理的重要方向之一 .

传统的物理、化学修复重金属污染的方法因存在成本高、规模小等缺陷而无法实际推广应用（严群等，

2012），相较而言，植物修复以其成本低、安全可靠、可改善生态环境等优点而备受关注（王庆海等，2013）.
然而，找寻适用性修复植物是植物修复技术得以推广应用的关键所在 . 目前研究已发现多种重金属超富集

植物具有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潜能，但大部分是草本植物，存在生物量小、环境适应性差等缺点致使其无

法实际应用 . 相比之下，木本植物虽然重金属富集能力相对超富集草本植物较弱，但因其具有发达的根系、

较大的生物量、环境多样性承接载体等优势，因而在植物修复应用中更具实际应用前景和价值（杨勇等，
2009；韦秀文等，2011；殷永超等，2014）. 因此，开展木本植物对 Cd 胁迫机理研究将为选育高效可靠的适用
性土壤修复植物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切入点 .

近年来，转录组学技术的发展为研究植物对非生物逆境响应的分子机制提供了精准途径 . 目前，转录组

测序技术在植物响应重金属胁迫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科研人员利用转录组学技术从拟南芥、东南景天、
玉米、波斯菊等多种植物中鉴定出了大量应答重金属胁迫相关的基因 . 例如，Han 等（2016）在 Cd 胁迫下草本
植物东南景天的转录组研究中，分析了东南景天响应 Cd 胁迫的转录调控机制，发现生长素反应因子 ARF4 和

氨基酸渗透酶 AAP3 两个关键基因可能在 Cd 胁迫响应中起到重要调控作用 .Liu 等（2017）通过转录组测序

研究发现，波斯菊（Cosmos bipinnata Cav.）在 Cd 胁迫下的差异基因主要涉及 ZIP、HMA、NRAMP 等代谢通路 .
Zhao 等（2019）通过转录组分析发现，在 Cd 胁迫下王草（Penisesetum americanum × P. purpureum）激活了谷胱

甘肽、苯丙烷类生物合成、苯丙氨酸等代谢通路基因表达 . 这些研究表明，转录组学分析己在很多植物中
得到成功运用，但依然存在许多具有修复技术应用前景的植物值得深入研究，以了解更多植物在 Cd 胁迫下

的响应机制，以及挖掘更多的响应 Cd 胁迫的基因，为植物环境修复技术的完善提供基因工程改造的借鉴
依据 .

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又名木栾、栾华等，属于无患子科栾树属植物，该植物环境适应性强，高耐

受多种重金属 . 这些特征使栾树成为我国南方重金属污染区植物修复工程的重要先锋树种，且已在矿区污
染治理中担当主要生态修复植物主载体（欧阳林男等，2016）. 近年来，有关栾树对重金属 Cd 的耐受性研究
主要集中在植物体内重金属的富集和生理生化变化上 . 研究表明，栾树具有 Cd 离子钝化作用，可有效钝化土

壤中游离的 Cd 离子使其累积在细胞壁周围，从而阻止 Cd 离子的迁移（杨岚鹏等，2017），这可能是导致栾树
具有较强 Cd 抗性的原因之一 . 然而，植物的逆境胁迫保护机制必然伴随着自身转录组的响应调控，不同植物

的转录组差异表达使得植物本身具有抗逆性多样性趋势，这是不同植物具有不同重金属抗性与强弱的分子
机制之一 . 因此，本研究以栾树为材料，利用转录组方法，从转录组学入手，探讨 Cd 胁迫下栾树的分子响应机
制，揭示栾树响应 Cd 胁迫代谢通路与差异基因，以期为进一步选育或改良高效富集 Cd 的木本植物品种提供
理论依据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材料

本试验使用采自江苏省宿迁市的栾树幼苗为材料 . 将一年生枝条剪成 25 cm 长，用 35% 的改良霍格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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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液进行水培（魏嘉禾等，2019），水培 3 周后栾树枝条逐步形成 5~15 cm 的水生根，新叶、侧枝逐步形成，
代表栾树已具备完善的水生能力，此后开展 Cd 胁迫单一因素胁迫试验 . 试验组以 CdCl2 作为 Cd 的唯一来源，
营养液中 Cd 浓度分别为 25 mg·L-1 和 50 mg·L-1，对照组以无 Cd 营养液水培 . 胁迫 3 d 后，分别收集叶片和
根系 . 用灭菌剪刀将每株植物的叶片和根分别剪碎、收集至 1.5 mL 离心管，随后立即转移到液氮中，并在

-80 ℃下保存至使用 . 每个处理进行 3 个独立的生物复制，共收集 18 个样本，分为 6 组 . 其中，Y-Cd 代表地上
组，G-Cd 代表根组，Y-Cd0、G-Cd0 代表对照组，Y-Cd25、G-Cd25 分别代表 25 mg·L-1 Cd 胁迫下的栾树地上部
和地下部处理组，Y-Cd50、G-Cd50 分别代表 50 mg·L-1 Cd 胁迫下的栾树地上部和地下部处理组 .
2.2

试验方法

2.2.1

总 RNA 提取及样品检测

使用 Tiangen 公司的 RNAsimple 总 RNA 提取试剂盒提取总 RNA，提取方法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 分别使用 NanoDrop ND1000 分光光度计（NanoDrop Technologies，Wilmington，DE，
USA）和安捷伦生物分析仪 2100 系统（Agilent Technologies，Palo Alto，CA，USA）测定 RNA 的数量和质量 .
用 1%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NA 的完整性，并调整 RNA 浓度使之均匀 . 栾树总 RNA 提取、质量检测及无参
基因组序列的转录组高通量测序分析均由广州基迪奥生物有限公司完成 .
2.2.2

文库构建及转录组测序

将样品用带有 Oligo（d T）的磁珠富集 mRNA，然后使用 Fragmentation Buffer

将所得 mRNA 打断成短片段，以打断的每个短片段 mRNA 为模板，用六碱基随机引物（Random hexamers）合
成单链 cDNA，随后加入缓冲液、RNase H、dNTPs 和 DNA 聚合酶 I 合成双链 cDNA，纯化后的双链 cDNA 经过

末端修复、加 A 尾并连接测序接头 . 用 AMPure XP beads 筛选 200 bp 左右的 cDNA，进行 PCR 扩增并再次使用

AMPure XP beads 纯化 PCR 产物，最终获得文库 . 构建好的文库在 Illumina Hi Seq4000 平台上完成 RNA-Seq
测序分析 .
2.2.3

De Nove 组装

对测序得到的原始序列 Raw reads 进行过滤得到 Clean reads，使用 Trinity 软件进行

组装得到 Unigene（Grabherr，2010）. 通过 BLASTx 将 Unigene 序列比对到 NR（Non-redundant）、PFAM（ProteinFamilies）、Swiss-Prot（http：//www.expasy.ch/sprot/）和 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等蛋白

数据库中进行注释，得到跟给定 Unigene 具有最高序列相似性的蛋白，从而得到该 Unigene 的蛋白功能注释
信息 .
2.2.4

生物信息学分析

使用 RESM（RNA-Seq by Expectation-Maximization）（Li et al.，2011）软件对组装出

的 Unigene 进行定量，得到每个样品比对到每个基因上的 readcount 数目，并对其进行 FPKM 转换，进而分析
基因的表达水平 . 筛选胁迫前后表达水平阈值 FDR<0.05 且|log2FC|>1 的基因 . 根据差异表达分析结果，使用

Blast2GO（v2.5）（Conesa et al.，2005）和 WEGO（Young et al.，2010）软件对差异表达的 Unigene 进行 GO 功能

分类 . 将差异表达的 Unigene 注释到 KEGG 数据库中得到注释信息，之后进行 pathway 分析（Kanehisa et al.，
2008）. 得到 25 mg·L-1 和 50 mg·L-1 Cd 胁迫后栾树的转录组响应结果 .
2.2.5

差异表达基因的 qRT-PCR 验证

采用 Premier5 软件设计对 Cd 胁迫响应基因的特异性引物 . 选择

Actin 作为内参基因（马璐琳等，2019），在赛默飞公司的 ABI750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 qRT-PCR 反应，
利用公式 2–ΔΔCT 计算相对表达量 . 对每个样品进行 3 次技术重复，以确保重现性和可靠性 .

3
3.1

结果与分析（Results and analysis）
转录组测序与 De nove 组装

将对照组地上部（Y-Cd0-1、Y-Cd0-2、Y-Cd0-3）、根部（G-Cd0-1、G-Cd0-2、G-Cd0-3）和处理组地上部（Y-

Cd25-1、Y-Cd25-2、Y-Cd25-3、Y-Cd50-1、Y-Cd50-2、Y-Cd50-3）、根部（G-Cd25-1、G-Cd25-2、G-Cd25-3、G-Cd501、G-Cd50-2、G-Cd50-3），每种处理各 3 个生物学重复共 18 个样品进行转录组测序 . 测序结果如表 1 所示，Q20

值均大于 97%，Q30 均大于 90%，GC 含量均大于 45%，说明测序结果质量较好，符合后续的比较转录组分析 .
对获得的 Unigenen 进行组装，一共得到 65171 条 Unigenes，其中，N50 的长度为 1631 bp，所有的 Unigene 长度
都大于 200 bp，平均长度为 1121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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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样品名称

原始数据/bp 清洁数据/bp

Q20

Q30

G-Cd0-1

45.47%

G-Cd0-2

4761584400

4720888188

97.99%

94.15%

47.03%

46.11%

G-Cd25-1

5634621900

5584595023

97.86%

93.85%

47.06%

45.55%

G-Cd25-3

45.69%

G-Cd50-2

原始数据/bp 清洁数据/bp

Q20

Q30

5923870200

5888532274

97.67%

93.16%

45.61%

6295325700

6237379918

97.71%

93.28%

45.65%

Y-Cd0-3
Y-Cd25-1
Y-Cd25-2
Y-Cd25-3
Y-Cd50-1
Y-Cd50-2
Y-Cd50-3

3.2

5027065800
6024549000
6953285100
4483502700
6633824700
6184302600

6122177041
4993582964
5987519068
6911780260
4435315031
6595681282
6147274931

98.10%
98.20%
97.53%
97.59%
98.25%
97.60%
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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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d0-1

6157608900

学

转录组测序数据分析

样品名称

Y-Cd0-2

学

94.29%
94.57%
92.87%
92.99%
94.66%
93.03%
93.15%

G-Cd0-3

46.00%

G-Cd25-2

46.94%

G-Cd50-1

45.65%

G-Cd50-3

5295262500
5252707800
6291520500
5179389900
4859076300
5950337400
5232259800

5248970674
5195727190
6240195727
5135458510
4817678434
5901123446
5184594029

98.04%
97.78%
97.53%
97.95%
98.00%
97.57%
98.09%

94.27%
93.64%
93.00%
94.14%
94.18%
93.07%
94.46%

GC

46.97%
47.20%
47.08%
46.73%
47.54%
47.20%
47.23%

Unigene 功能注释汇总

对测序获得的 Unigene 进行功能注释，包括 NR、Swiss-Prot、KOG 和 KEGG 数据库的比对，共有 46334 条

（71.10%）Unigene 注释到已知的数据库中，其中，NR 数据库注释到的 Unigene 最多为 45355 条（69.59%），其次
为 KEGG 数据库 39848 条（61.14%）、Swissport 数据库 36195 条（55.54%）和 KOG 数据库 30488 条（46.78%）
（表

2）. 然而，被全部数据库注释到的 Unigenes 仅有 43.03%，说明在栾树中还有许多 Unigenes 的功能还没有完全

明确 . 由此可见，木本植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可能由于其庞杂的遗传学背景限制，其基因文库构建尚待完善 .
在 KOG 分类中，一共有 37680 条 Unigenes 被划分到 25 个分类单位（图 1）. 其中，数量最多的分布在翻译、核糖

体结构和生物合成这一类（Translation，ribosomal structure and biogenesis）（6900 条 Unigenes，18.31%），其次

在翻译后修饰、蛋白质周转、伴侣分类（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protein turnover，chaperones）
（4400 条

Unigenes，11.68%）和信号转导机制（Signal transduction mechanisms）
（3284 条 Unigenes，8.72%）等类别中，
这些物质都在植物响应外界胁迫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说明该转录组数据贴合植物逆境响应胁迫规律 .

图1
Fig.1

Unigenes 的 KOG 功能分类

KOG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of Uni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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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Unigenes 的功能注释

Function annotation of Unigenes

数据库
NR

注释到的 Unigenes 数目/条

占所有 Unigenes 百分比

36195

55.54%

45355

Swissport
KOG

30488

KEGG

39848

被注释到的 Unigenes

46334

未被注释到的 Unigenes

18837

总 Unigenes 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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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71

69.59%
46.78%
61.14%
71.10%
28.90%
100%

镉胁迫下显著差异表达基因数目的分析

基于差异分析结果，本研究筛选 FDR<0.05 且|log2FC|>1 的基因为显著差异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 由图 2 可知，无论在低浓度 Cd 还是高浓度 Cd 胁迫下，根中差异表达的基因数据都显著高于叶
片中的基因数目，分别有 3475 个基因下调和 784 个基因上调（Cd 浓度为 25 mg·L-1），以及 2896 个基因下调和
1294 个基因上调（Cd 浓度为 50 mg·L-1），这可能是因为根是最先吸收 Cd 的部位，Cd 胁迫最先导致根的生长
停滞 . 叶片在 Cd25 的处理下相比对照差异基因最少；随着 Cd 处理浓度增高，差异基因明显增多，并且上调基
因的数目始终要多于下调基因的数目 . 在根中，随着 Cd 处理浓度增高，差异基因的数目变化不明显，但随着
Cd 处理浓度增高，下调的基因数目反而下降，上调基因的数目反而升高 . 这可能与植物的应激反应有关，
当植物受到微量因子胁迫时对其响应为促进植物生长应激反应，超出临界值时植物呈现保护应激反应，即
降低代谢与生长周期以此降低对毒害因子的吸收效率，由此，在转录层面就会体现为积极响应低浓度胁迫
因子，消极响应高浓度胁迫因子 .

3.4

图2

不同浓度 Cd 处理下栾树中差异表达基因数目

Fig.2

Number of DEGs in K. paniculata under Cd stress

差异表达基因的 GO 注释、分类和富集分析

将差异表达基因注释到 GO 数据库中，并进行分类和富集，如图 3 所示，在 GO 分析中所有差异表达基因
在三大类中的分布情况，主要注释归类到生物学过程（Biological process）、细胞组分（Cellular component）和
分 子 功 能（Molecular function）. 在 地 上 部 分 的 差 异 表 达 基 因 中 ，生 物 学 过 程 类 型 中 ，代 谢 过 程（Metabolic
process）、细胞过程（Cellular process）和单组织过程类别（Single-organism process）所占比例较高；细胞组分类
型中，大分子复合物（Macromolecular complex）占比最高，其次是膜（Membrane）、膜部分（Membrane part）和
细胞（Cell）；在分子功能类型中，催化活性（Catalytic activity）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结合（Binding）. 在地下部
分的差异表达基因中 ，生物学过程类型中同样的也是代谢过程（Metabolic process）和细胞过程（Cellular
process）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单组织过程类别（Single-organism process）；而在细胞组分类型中，细胞（Cell）
和细胞部分（Cell part）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大分子复合物；在分子功能类型中，催化活性（Catalyt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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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合（Binding）所占比例最高，初步符合杨岚鹏等（2017）关于栾树阻止 Cd 离子的迁移表型结果，即栾树

转录组响应 Cd 胁迫强弱先是由生物学过程中细胞组分响应信号传导转录响应，再依次递减信号或转导给
膜组分催化氧化等生物学功能，完成植物的 Cd 胁迫响应构建抗性表型 .

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 GO 富集分析时发现，叶片在 25 mg·L-1 Cd 处理下相比对照组，GO 功能主要富集在

细胞膜固有成分（Intrinsic component of membrane）（GO：0031224）和细胞成分中的膜部分（Membrane part）

（GO：0044425）. 分 子 功 能 内 主 要 富 集 的 是 转 移 酶 活 性（Transferase activity）、转 移 含 磷（Transferring

phosphorus-containing）（GO：0016772）和激酶活性（Kinase activity）（GO：0016301）
（图 4a）. 而在高浓度 Cd（50

mg·L-1）处理下，差异表达基因 GO 功能显著富集在细胞膜固有成分（GO：0031224）和膜部分（GO：0016020）.
在生物过程中，对有机氮化合物的响应（Response to organonitrogen compound）（GO：0010243）和对细胞死亡

的调控（Regulation of cell death）（GO：0010941）是最富集的部分（图 4b）. 在对根中的差异表达基因进行 GO
富集分析时发现，在低浓度 Cd（25 mg·L-1）处理下，细胞内核糖核蛋白复合物（Intracellular 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核糖核蛋白复合物（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和大分子复合物（Macromolecular complex）是主要

富集的部分（图 4c）. 当 Cd 胁迫浓度增加到 50 mg·L-1 时，同样地，细胞内核糖核蛋白复合物、核糖核蛋白复合

物和大分子复合物也是主要富集的部分（图 4d），由此证实，当植物受到微量重金属胁迫时对其响应为促进
植物生长应激反应，即细胞加速生长所涉及到的 GO 功能，超出临界值时植物呈现保护应激反应，即细胞
死亡的调控开始响应，减缓植物生长降低 Cd 的转运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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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3

差异基因的 GO 分类（A. 茎叶的差异基因，B. 根的差异基因）

Go classification of DEGs（A. DEGs of stems，leaves，B. DEGs of roots）

473

474

环

图4

3.5

Fig.4

境

科

学

学

报

42 卷

差异表达基因的 GO 富集分析（a，b. 叶，c，d. 根）

GO enrichment analysis of DEGs（a，b.leaves，c，d.roots）

差异表达基因的 KEGG 富集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差异表达基因的生物学途径，所有的差异基因都比对到 KEGG 数据库，图 5 列出了前 20

个 KEGG 富集途径 .KEGG 富集结果显示，无论在低浓度 Cd 还是高浓度 Cd 处理下，根中差异基因富集的数目
都要显著多于叶片中差异基因富集的数目，且在根中核糖体（Ribosome）、吞噬体（Phagosome）和三羧酸循环

（Citrate cycle（TCA cycle））是主要的富集途径（图 5c、5d 和表 3）. 在叶中，植物病原菌互作（Plant-pathogen

interaction）和植物激素信号转导通路（Plant hormone signal transduction）显著富集（图 5a、5b）. 此外，在叶中，
次生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Biosynthesis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糖酵解/糖异生（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
二 萜 类 生 物 合 成（Diterpenoid biosynthesis）、α - 亚 麻 酸 代 谢（Alpha-linolenic acid metabolism）、代 谢 途 径

（Metabolic pathways）和苯丙类生物合成（Phenylpropanoid biosynthesis）等途径也显著富集（图 5）.

6期

何其浩等：镉胁迫对栾树幼苗不同组织部位转录组差异研究

475

476

环

Table 3
对照分组
Y-Cd0 vs Y-C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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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胁迫下差异基因的 KEGG 通路富集（p<0.05）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of DEGs under Cadmium Stress（p<0.05）

富集途径
核糖体
吞噬体
植物病原菌互作
苯丙类生物合成
二萜类生物合成
植物 MAPK 信号通路

次生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
氨基糖和核苷酸糖代谢

3.6

学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of DEGs（a，b. leaves；c，d. roots）

植物激素信号转导通路

Y-Cd25 vs Y-Cd50

科

差异基因 KEGG 富集分析（a，b. 叶，c，d. 根）

图5
Fig.5

境

通路 ID

对照分组

ko04145

G-Cd0 vs G-Cd25

ko03010
ko04075

富集途径
核糖体
吞噬体
核糖体

ko04626

光合固碳作用

ko00904

吞噬体

ko00940
ko04016
ko01110
ko00520

三羧酸循环
G-Cd0 vs G-Cd50

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
碳代谢
氮代谢
2-氧代羰基酸代谢

通路 ID

ko03010
ko04145
ko03010
ko00710
ko00020
ko04145
ko00270
ko01200
ko00910
ko01210

镉胁迫下转录因子的差异性表达

转录因子在植物的防御和胁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 . 在 Cd 胁迫下，栾树叶和根中共有 10 种转录因子

家族的基因差异表达，其中包括 C2H2、MYB、WRKY 和 bZIP 等转录因子 . 在总共 10 个差异表达的 bZIP 基因

中，有 9 个 bZIP 基因都在 G-Cd50 组中高表达，代表这 9 个 bZIP 基因可能调控植物响应 Cd 胁迫的临界反应 .
此外 ，bZIP-like 基因 Unigene0052331 在 G-Cd25、G-Cd50 和 Y-Cd50 组中高度表达 ，Unigene0052331 可能是

嫁接栾树地下部与地上部的转录调控网络节点转录因子 . 共有 31 个差异表达的 C2H2 基因，其中 26 个都
显著富集在 G-Cd50 组中，C2H2-like 基因 Unigene0046162、Unigene0011683 和 Unigene0046012 在 Y-Cd50 组中

高度表达 . 不同于 bZIP 和 C2H2 基因，共有 7 个 MYB 基因随着 Cd 处理浓度的增加，其表达量逐渐降低 .
在叶片中，有 2 个 MYB-like 基因 Unigene0019400 和 Unigene0027656 在没有 Cd 胁迫的情况下高度表达，随着

Cd 胁迫浓度增高，其表达量逐步受到抑制 . 叶片中共有 11 个 WRKY 基因（Unigene0040124、Unigene0058490、
Unigene004348、 Unigene0026078、Unigene0015499、Unigene0043630、Unigene006379、 Unigene0042807、
Unigene0045320、Unigene009358 和 Unigene0032493）随着 Cd 处理浓度的增加表达量明显增加 . 而在根中，只

有 2 个 MYB-like 基因的表达量因 Cd 胁迫而受到影响 . 以上结果预示着栾树响应 Cd 胁迫转录调控有着特殊
的响应机制，既有响应 Cd 胁迫浓度发生特意性表达基因，如上述叶片中的 WRKY 基因与 MYB 基因等，也具有

6期

何其浩等：镉胁迫对栾树幼苗不同组织部位转录组差异研究

477

不同组织部位特异性响应基因的表达调控如 MYB-like，进一步揭示这些特异转录因子受 Cd 胁迫的协同表达

作用将有利于清晰构建木本植物响应 Cd 胁迫的转录调控网络，该结果将为区划地上部与地下部的异同，
逐步分析重金属离子的转移与信号转导机制提供靶标基础 .
3.7

共有的差异表达基因

分别鉴定了叶中、根中及同一浓度和不同浓度 Cd 胁迫下共有的差异表达基因，结果见图 6. 在 Y-Cd25 和

Y-Cd50 中有 218 个共有差异基因，G-Cd25 和 G-Cd50 中有 2526 个共有差异基因，Y-Cd25 和 G-Cd25 中有 46 个
共有差异基因，Y-Cd50 和 G-Cd50 中有 90 个共有差异基因，而在 Y-Cd25、Y-Cd50、G-Cd25 和 G-Cd50 中都共有

的差异基因只有 9 个 ，这 9 个基因的表达量见图 7. 其中 ，Unigene0033070 与 Unigene0018136 的表达趋势

一致，该类基因为 ABC（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ABC）转运蛋白合成相关的辅酶基因，都是受到 Cd
胁迫后表达量增高，且在叶子中随着 Cd 处理浓度增大表达量逐渐增高，但在根中都是随着 Cd 处理浓度增大
表达量反而呈下降趋势（图 7）. 此外，还有 2 个 NBS-LRR 类基因（Unigene0000176 和 Unigene0000177），该类基

因是植物抗病基因家族中最大的一类，在根中这两个基因在对照组的表达量很低，但受到 Cd 胁迫后表达量

都明显增加，表明这一类基因在面对 Cd 胁迫等非生物胁迫时可能发挥着和它们作为抗病基因类似的作用，
即增强栾树免疫调控，促进碳代谢通路与细胞分化作

用 ，从 而 进 一 步 增 强 栾 树 生 物 质 量 . 然 而 在 叶 中 ，
Unigene0000176 的表达量由于受到 Cd 胁迫反而受到

抑 制 几 乎 不 表 达 ，Unigene0000176 在 Cd 处 理 浓 度 为

25 mg·L-1 时候几乎不表达，但当 Cd 处理浓度增加到
50 mg·L-1 时，表达量却异常增高，这可能是因为 Cd 浓

度增大时，一些非编码 RNA（Non-coding RNA）的调控

作用也受到 Cd 浓度影响，在植物的不同组织部位具有
特异性响应非编码 RNA 抑制本该受 Cd 浓度胁迫响应

的 转 录 基 因 ，同 样 当 Cd 浓 度 超 出 临 界 值 时 非 编 码
RNA 也会随 Cd 浓度的升高解除抑制作用，关于该现
象及该类基因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研究 .
3.8

图6
Fig. 6

不同浓度 Cd 胁迫下差异基因的韦恩图分析

Venn Diagram analysis of DEGs under Cadmium Stress

qRT-PCR 验证结果

选取这 9 个共有基因进行荧光定量验证，这些基因的注释信息及所用的引物序列见表 4. 从图 8 可以

看出，这 9 个基因的 qRT-PCR 结果与转录组基因表达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转录组测序分析的结果真实可靠 .

4
4.1

讨论（Discussion）
栾树 Cd 胁迫下差异表达基因与代谢通路分析

植物通常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反应迅速，且植物响应 Cd 胁迫的机制与植物种类、植物组织及胁迫强度

有关（王志伟等，2018）.Pawlak 等（2009）在大豆对重金属 Cd 胁迫响应的转录组分析中共发现 2670 个差异表

达基因 .Puente-Sánchez 等（2018）发现，Cd 暴露会强烈增加绿藻中的转座子表达，并且在重金属胁迫下，衣藻

会诱导油生物合成基因 . 此外，Kovalchuk 等（2005）通过在 50 μmol·L-1 Cd 和 Pb 胁迫下植物基因组表达谱的
分析，发现 Cd 胁迫下 65 个基因表达上调和 338 个基因表达下调，Pb 胁迫下 19 个基因表达上调和 76 个基因
表达下调 . 本研究转录组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在 Cd 胁迫下，发现了大量的差异表达基因，其中有

600 多个涉及到各种生理过程的基因被显著上调或者下调 .GO 富集分析表明，在根的差异基因中，细胞内核

糖核蛋白复合物、核糖核蛋白复合物和大分子复合物是主要富集的 GO 分类 . 在面对各种生物与非生物胁迫
因素时，植物已经进化出各种各样的策略去适应和生存，例如，栾树的 GO 富集结果表明，当受到微量重金属

胁迫时对其响应为促进植物生长应激反应，即细胞加速生长所涉及到的 GO 功能胞内核糖核蛋白复合物、

核糖核蛋白复合物和大分子复合物等，超出临界值时栾树呈现保护应激反应，即细胞死亡的调控开始响应，
减缓植物生长降低 Cd 的转运吸收 . 这对维持植物蛋白的功能构象和防止非原生蛋白聚集是非常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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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共有基因的表达量分析

Expression analysis of nine common genes

表4

9 个基因的注释信息及引物序列

Nine genes annot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primer sequence

基因编号

注释信息

Unigene0018136

DUF4228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partial

Unigene0033070

PREDICTED：protein ODORANT1-like

Unigene0051964

MTD1 family protein

Unigene0038710

PREDICTED：chaperone protein dnaJ 20，chloroplastic

Unigene0002770

PREDICTED：uncharacterized protein LOC104594128

Unigene0053522

PREDICTED：ethylene-responsive transcription factor ERF023-like

Unigene0000176

NBS-LRR disease resistance protein NBS49

引物序列（5
‘-3’
）

F：CGGACACTCCAGCATCAG

R：TTTCCAGGGTCTACTCTATTTT
F：TGGACCTTTCTTCAACCC

R：CCCTCACTGTCTCCTGCT

F：ACTAACTGTCCGTTTGTCCTA
R：GGAAGATCATCTGAGGGTG
F：GGGAGTCCAGGAACAACA

R：TTACAATTCGCACGCTTAA
F：GGCTGCTAAGGTCAGGAT

R：CTCTACAAGAAAGGCAAGGT
F：GCAGCGGAGTTGCCTTTC

R：GACCCAGTTGCCGTTTCG
F：CTCGGGATTTCGGGATGT

R：TGGCTCCATAGGTGTTTCA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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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引物序列（5
‘-3’
）

基因编号

注释信息

Unigene0000177

NBS-LRR disease resistance protein NBS49

Unigene0008155

—

F：GGGGAAGGAAACAAACC

R：AGGACAGTGAATATGAGGC
F：AGATGAAGGTCCAAACTGA
R：GCTCCTACTCCACCAACG

图8
Fig.8

9 个共有基因的 qRT-PCR 结果

qRT-PCR analysis of nine common genes

例如，植物热休克蛋白（HSPs）作为伴侣在赋予植物生物和非生物胁迫耐受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Ul Haq et
al.，2019）. 该现象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在 GO 中富集的差异基因与细胞内核蛋白复合体相关 . 植物为了克服

Cd 的胁迫，必须产生许多功能蛋白，转录响应为促进植物生长应激反应，超出临界值时植物呈现保护应激反

应，即降低代谢与生长周期以此降低对毒害因子的吸收效率 . 这可能与环境胁迫会引起植物的膜受到损伤
有关，因此，栾树 Cd 胁迫浓度信号传导的临界值可以通过 GO 富集膜形成相关基因进行定量分析，从分子层
面得出 Cd 胁迫浓度临界值，揭示该植物在一定生长周期内受 Cd 胁迫的应激反应承受阈值 . 研究表明在高温

胁迫下，植物叶片叶绿体中的半乳糖脂显著增加，内质网中的磷脂质、硬脂酸盐、油酸酯及等离子体膜含量
显著增加（Higashi et al.，2019）都与膜相关基因表达响应相关 . 栾树叶的差异基因中，由 Cd 胁迫而激活的差

异基因大部分富集于膜的固有成分（GO：0031224）和膜部分（GO：0044425），这与植物重金属胁迫研究结果
一致的同时，说明该转录结果中 GO 富集膜的固有成分（GO：0031224）和膜部分（GO：0044425）不仅适用于
Cd 环境因子胁迫作用，也具有其它环境因子胁迫分析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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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栾树中 ABC（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转运蛋白合成相关的基因 Unigene0033070

和 Unigene0018136 的表达趋势一致，在叶中随着 Cd 处理浓度增大表达量逐渐增高，在根中都是随着 Cd 处理

浓度增大表达量反而呈下降趋势 . 由此推断，木本植物在吸收游离的 Cd 离子时与草本植物转运蛋白响应机

制存在巨大差异，这有可能也是大部分木本植物不是超富集植物的原因之一，在受到 Cd 胁迫时根部接受 Cd
胁迫信号转导至地上部，地上部转录调控网络响应 Cd 胁迫应激信号启动转运解毒机制，即 ABC 蛋白特异性

结合 Cd 离子跨膜运输至栾树叶片液泡或韧皮部，以备降低 Cd 的毒性，这与超富集植物东南景天的响应机制
类似（Lu et al.，2009）；然而信号的传导在根部体现为转录调控降低转运蛋白的表达，启动如三羧酸循环

（Citrate cycle（TCA cycle））、次生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Biosynthesis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糖酵解/糖异生

（Glycolysis/gluconeogenesis）、二萜类生物合成（Diterpenoid biosynthesis）、α -亚麻酸代谢（Alpha-linolenic acid
metabolism）、代谢途径（Metabolic pathways）和苯丙类生物合成（Phenylpropanoid biosynthesis）等 KEGG 通路
响应，提供能量合成分泌代谢物如小分子酸类物质，将有害的 Cd 离子有效螯合在根系细胞壁，由此初步揭示
栾树根系细胞壁 Cd 浓度最高的原因（杨岚鹏等，2017）. 此外，还有两个 NBS-LRR 类基因（Unigene0000176 和

Unigene0000177），该类基因是植物抗病基因家族中最大的一类，在根与叶中也出现了响应 Cd 浓度显著差异

表达现象，同样预示着栾树响应 Cd 胁迫时具有浓度响应临界值，应激 Cd 离子浓度带来的促生作用或保护
机制，代表在非生物胁迫时除了转录基因的调控外必然伴随着一些非编码 RNA（Non-coding RNA）的调控

作用；同样受到 Cd 浓度影响，在植物的不同组织部位具有特异性响应非编码 RNA 抑制本该受 Cd 浓度胁迫
响应的转录基因，同样当 Cd 浓度超出临界值时非编码 RNA 也会随 Cd 浓度的升高解除抑制作用，关于该
现象及该类基因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研究 .
4.2

栾树 Cd 胁迫下转录因子分析

转录因子是应对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重要调节因子（Singh et al.，2002；邵常荣等，2011；穆阳杰等，

2020）. 大量研究表明，植物转录因子 C2H2、MYB、WRKY 和 bZIP 在重金属胁迫下发挥着关键的调控作用 .Mei
等（2018）研究发现，敲除一个 C2H2-like 基因 thmea1 后，导致木霉对重金属铜的耐受量比野生型提高了

12.9%. 此外，另一个 C2H2 型转录因子 GhSTOP1，被证明是棉花对铝和质子胁迫的耐受性和侧根发生所必需
的转录因子（Kundu et al.，2019）. 本研究一共发现了 31 个 C2H2 基因在 Cd 胁迫下差异表达，且其中有 26 个富

集在 G-Cd50 组中，这表明 C2H2 基因在栾树响应高浓度 Cd 胁迫时起着重要作用 .MYB 蛋白代表着一个庞大
的转录因子家族，在植物的逆境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Vannini et al.，2004）. 大豆中 StMYB030 基因在盐和

干旱的胁迫下都显著上调（Li et al.，2019），而过表达 RsMYB1 基因增强了矮牵牛对重金属胁迫的耐受性（Ai
et al.，2018）.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Y-Cd0）中有 7 个 MYB 基因高表达，且随着 Cd 浓度的增加其表达量逐渐降
低，其中，Unigene0019400 和 Unigene0027656 显著表达，并随着 Cd 浓度的增加逐渐降低 . 这表明 MYB 基因在

Cd 胁迫应答中起着重要作用，响应负向调控，这可能是由于根的调控网络中转递了抑制叶中 MYB 基因表达

信号，初步推断叶中的 MYB 基因必然具有特异性结合非编码抑制表达的 RNA 存在，而该非编码 RNA 又受到
根部的调控网络影响表达，从而建立地上部与地下部转录层面的差异调控网络 . 特异转录因子受 Cd 胁迫的

协同表达作用将有利于清晰构建木本植物响应 Cd 胁迫的转录调控网络，该结果将为区划地上部与地下部的
异同，逐步分析重金属离子的转移与信号转导机制提供靶标基础 .

5

结论（Conclusions）
1）栾树在受到重金属 Cd 的胁迫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胁迫抗性，转录组测序表明基因表达与代谢过程等

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具有组织部位差异性现象 .

2）Cd 胁迫后不同浓度不同部位的栾树转录组测序共获得 65171 个 Unigenes.

3）Cd 胁迫的 GO 条目表明，在根部中差异基因主要集中在细胞内核糖核蛋白复合物、核糖核蛋白复合物

和大分子复合物上，而在地上部分差异基因主要集中在膜内组分和膜部分上，同时其转运蛋白的表达或
组装机制也有可能受组织部位的差异性影响造成非超富集植物表型 .

4）KEGG 富集表明在 Cd 胁迫下，根部中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吞噬体和三羧酸循环途径，而地上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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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植物激素信号转导通路途径 .

5）在 Cd 胁迫下，共有 10 种转录因子家族的基因差异表达，其中，C2H2、MYB、WRKY 和 bZIP 等转录因子

家族基因显著差异表达，这表明这些转录因子在响应 Cd 胁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有可能受非编码 RNA 的
调控形成地上部与地下部的转录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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