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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RGSV—SP基因水稻植株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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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ation of Transgenic Rice with the Rice Grassy Stunt Virus sp Gene 

JIN Feng．mei，LIN Li．ming，LIN Qi．ying ，XIE Lian．hui 

(Institute ofPlant Virolog),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r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Rice grassy stunt virus sp gene was transformed into rice by Agrobacterium mediated 

transform ation． PCR analysis and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by using the genomic DNA of 

regenerated plants showed that the sp gene was transform ed into rice．By using RT-PCR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it was confirm ed that the sp gene had been transtripted into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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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农杆菌介导将水稻草矮病毒 (Rice grass),stunt virus，RGSV)编码病害特异蛋白基因 导入台农 67及 

中花 6号品种。经过筛选，再牛，获得转化植株。PCR及 Southern点杂交分析结果初步表明目的基因片段整合到 

水稻基因组中。RT—PCR Southern点杂交结果表明目的片段已在植株体内进行了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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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草矮病毒 (Rice grassy stunt virus，RGSV) 

是纤细病毒属 (Tenuivirus)的一个成员，由它侵染 

的水稻植株细胞内有大量的蛋白聚集，形成了不定 

形的内含体或针状结构l1 J，已经证 实该蛋 白为 

RGSV 的 RNA6所编码 的病害特异性 蛋白 sP 

(desease specific protein，sP)[21。但到目前为止， 

对该蛋白的研究还仅限于血清学 J，没有关于 SP 

或相关蛋白功能的报道。通过对感染了RGSV的不 

同品种、不同感染期、不同部位的水稻植株体内该 

蛋白积累的检测，发现其在病株内的积累与水稻品 

种的抗性呈负相关，而与症状的表现呈正相关 J， 

说明其在病株体内的表达可能受到了寄主与抗性 

有关的基因的调控，该蛋白在病毒与寄主的相互作 

用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利用农杆菌介导将 

基因转入水稻植株中，为进一步研究 基因的 

功能及病毒与寄主互作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菌培养 

本试验所用的植物表达载体中含有 NPTII基 

因，质粒图谱参见文献l4J。菌株在附加 50pg／mL的 

卡那霉素和50pg／mL的链霉素的LB液体培养基中 

培养，在 26℃下振荡培养至细菌生长对数期时用于 

转化试验。 

1．2 植物材料 

水稻品种为台农 67和中花 6号。在无菌操作 

台上，将种子经 70％酒精浸泡 3min后，用 0．1％氯 

化汞消毒 10min，无菌水冲洗 3遍，用滤纸吸干。 

然后用镊子将胚剥出，接种于N6培养基上。4d后 

挑取长势良好的愈伤浸入活化的农杆菌菌液静置 

20min， 用 无 菌 滤 纸 吸 去 多 余 菌 液 后 移 到 

N6．AS(N6+100umo1．L。乙酰丁香酮)培养基上，26~C暗 

培养 3d；用头 孢 霉素 (5OOmgn~)清 洗 后 在 

N6．DH(N6+500mg．L。头孢霉素+100mg／L G418)培 

养基上选择培养；筛选出的抗性愈伤在含 3mg／L 

6．BA和 lmg／L NAA的N6培养基上进行分化，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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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杂交信号。以所提取的总 RNA 为模板反转录 

成 cDNA，再进行 PCR扩增，以扩增的产物进行点 

杂交，实验结果很明显。对随机挑取的 8株经 

Southern点杂交检测为阳性的转化植株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在所检测的植株中有些植株未显色(图 5 

中的 8、9)其余的均为阳性反应 (图 5中的2--7)， 

这表明转入的基因已在植株体内进行了转录。而其 

中未显色的植株则可能发生了转录水平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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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RT—PCR Southern 点杂交检测 基冈的转录 

Fig．5 The transcriptions of the sp gene of regenerated Plants 

detected by RT—PCR Southern blot hybridization 

1，Positive control；2-9，Transgenic plants：1 0．Negative control 

3 讨论 

农杆菌介导法进行外源基因转化时，感染后共 

培养的时间对转化影响较大，⋯一般培养 3d效果较 

好。在实验中发现菌液浓度及用滤纸吸菌的程度均 

会影响共培养中农杆菌的生长情况。若菌的浓度过 

大或菌吸得不干，共培养时菌会过多生长而不利于 

再生。 

另外，如何选择适当的筛选标记以准确有效地 

区分转化与非转化细胞，产生选择压力，使未转化 

细胞不能生长，又不干扰细胞的正常生长与植株再 

生也是转化关键的一步。张春嵋曾用卡那霉素进行 

抗性筛选I6】，但没有再生出植株。在本研究中用 

G41 8进行抗性筛选，与卡那霉素相比，愈伤组织 

再生植株的频率较高。 

在检测 sp基因转录时发现了有些植株发生了 

转录水平的基因沉默，这种现象已早有报道，可能 

是因为启动子的甲基化或多拷贝重复序列等【71。 

本研究通过农杆菌介导的手段将 RGSV sp基 

因转入水稻中，Southem杂交证实目的基因己整合 

到水稻基因组中，并能正常转录，从而为研究 RGSV 

p基因在水稻中的作用及病毒与寄主互作机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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