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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边石杉内生真菌ＤＮＡ快速有效提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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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选择一种省时省力、简单有效的皱边石杉内生真菌茵丝体总ＤＮＡ提取方法，采用氯化苄法
提取其总ＤＮＡ。对比研究石英砂研磨与超声波振荡２种破壁方式对其ＤＮＡ的提取效能。结果表明，采
用石英砂研磨法提取的ＤＮＡ。其点样孔附近残余杂质较多、拖尾现象严重；超声波破壁法提取的ＤＮＡ
质量总体较好，ＤＮＡ条带在２３．１ ｋｂ处集中，多糖、蛋白质等杂质污染少，拖尾现象轻微。比较而言，超
声波破壁法可快捷、高效提取皱边石杉内生真菌茵丝体ＤＮＡ，适于植物内生真茵ＤＮＡ大规模快速提
取。尤其对质地坚硬的茵落较石英砂研磨更有效。提取的ＤＮＡ经琼脂糖凝胶电泳、ＩＴＳ序列扩增，表明
超声波破壁法提取的ＤＮＡ与石英砂研磨法一样，均可获得良好的ＰＣＲ扩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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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１．３试验方法

石杉碱甲（Ｈｕｐｅｒｚｉｎｅ Ａ，ＨｕｐＡ）是当今治疗阿尔茨
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俗称早老性痴呆）的

１．３．１菌丝体获取从皱边石杉植物体中分离纯化的内
生真菌，马铃薯液体培养基发酵培养２～３天，抽滤获取

有效临床用药【Ⅷ，药物来源极其匮乏。发掘新的药物

菌丝体，无菌水冲洗２—３次，．２０℃贮存备用。

资源，是解决早老性痴呆用药紧缺的有效措施㈣。Ｙ一、

ｌ－３．２石英砂研磨法提取皱边石杉内生真菌ＤＮＡ参

杨培迪‘６１等发现，皱边石杉内生真菌具有生产Ｈｕｐ Ａ的

考文献【ｌｌ】进行，并加以改进，称取２．０ ｇ左右的冰冻菌

潜能，为阐明皱边石杉内生真菌与其宿主植物的遗传
进化关系，拟建立皱边石杉内生真菌菌丝体的有效提

丝，置于预冷的无菌研钵中，加入少许石英砂、３ ｍＬ氯

取方法，为后期分子遗传进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ＤＮＡ

化苄提取缓冲液（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４０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ｐＨ ９．０），冰上快速研磨成匀浆；吸取３ ｍＬ于

模板。

１０

ｍＬ无菌离心管中，加入８００此１０％ＳＤＳ，２．４ ｍＬ氯

氯化苄法因其提取步骤相对简易，仅需３－－４ ｈ即

化苄原液，充分振荡混匀，５０℃水浴１ ｈ，每隔１０ ｍｉｎ轻

可获得ＤＮＡ，己成为植物内生真菌菌丝体ＤＮＡ的首

摇混匀１次，直到溶液变粘稠，细胞完全裂解；加入

选提取方法ｐ。８】，但对菌丝体的破壁处理主要采取石英

２．４

砂、液氮冷冻研磨等逐一研磨的方式进行。超声波振
荡常用于皱边石杉等药用植物功能成分提取，具有高

１５

入等体积的异丙醇小心混匀，室温沉淀２０

效、快速等特点嗍：在螺旋藻基因组ＤＮＡ制备、原位杂

４５００

交中鲑鱼精子ＤＮＡ处理中有初步研究…０１；但在植物

洗涤２次，于超净工作台上吹干乙醇（ＤＮＡ仍保持湿

内生真菌菌丝体ＤＮＡ提取中未见相关文献报道。因

润，鼻闻无乙醇味）：加入３００此ＴＥ缓冲液溶解ＤＮＡ，

此，本研究采用石英砂研磨法与超声波振荡法２种不
同破壁方式，对皱边石杉中１５株代表性内生真菌其菌

用于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及ＲＮａｓｅ Ａ消化。

丝体进行ＤＮＡ提取比较研究，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取２．０ ｇ左右的冰冻菌丝，置于１０ ｍＬ无菌离心管，加

ＤＮＡ提取质量，并对消化、纯化后的ＤＮＡ以真菌通用
引物ＩＴＳｌ、ＩＴＳ４扩增其核糖体内转录基因间隔区

无菌水５ ｍＬ，混匀后放入水浴式超声波振荡仪

（ｉｎｔｅ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ｐａｃｅｒ，ＩＴＳ）序列，检测其是否可以

ｍＬ乙酸钠（ｐＨ ５．２），冰浴１５

ｍｉｎ；４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吸取４ ｍＬ上清液转入于另一新离心管中；加
ｍｉｎ，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液；沉淀用８０％的乙醇

１．３．３超声波振荡法提取皱边石杉内生真菌ＤＮＡ称

（ＫＱ３２００Ｂ）中超声振荡１０
１０

ｍｉｎ，４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弃上清；加入３ ｍＬ氯化苄提取缓冲液

作为后续分子生物学鉴定的模板，旨在寻求一种适宜、

（１ ００ ｍｍｏｌ／Ｌ

快速、简便的总ＤＮＡ提取方法，以应对皱边石杉内生

８００此１０％ＳＤＳ、２．４ ｍＬ氯化苄原液，充分振荡混匀，

真菌样本多、菌落质地各异等特点，以便开展皱边石杉
内生真菌各菌株的遗传背景研究。

５０℃水浴ｌ ｈ，后续步骤同１．３．２。

ｌ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时间、地点

ＲＮａｓｅ

１．３．４

Ｔｒｉｓ－ＨＣＩ，４０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ｐＨ ９．Ｏ）、

ＲＮａｓｅＡ消化吸取２００此粗提ＤＮＡ样品，加入
Ａ（终浓度为１０ ｐｇ／ｍＬ），３７０Ｃ水浴３０ ｍｉｎ；加等

体积的氯仿：异戊醇（Ｖ肛２４：１），轻摇萃取５

于２０１１年６—７月在湖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功能
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皱边石杉内生真菌
的分离纯化、发酵培养、菌丝体ＤＮＡ提取等系列分子

ｍｉｎ，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１８０Ｃ）；上清液转入新的离心
管，加入１／１０倍体积的ＮａＡｃ（ｐＨ ６．８１及２．５～３倍体积的
１２０００

无水乙醇沉淀ＤＮＡ，７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吸弃上清，

生物学试验。

管底沉淀用８０％的乙醇洗涤２次，于超净工作台上吹

１．２试验材料

干残留乙醇（ＤＮＡ仍保持湿润，鼻闻无乙醇气味）；溶

从皱边石杉植物体中分离、纯化得到的１５株内生
真菌：真菌核糖体内转录基因间隔区通用引物：ＩＴＳｌ

于１００此ＴＥ缓冲溶液中，分成２管，一管用于检测

（５’·ＴＣＣＣＧｌ’ＡＧＧＴＧＡＡＣＣＴＧＣＧＧ．３’），ＩＴＳ４（５’．

１．３．５

ＴＣＣＴＣＣＧＣ兀Ａ１陌ＧＡＴＡＴＧＣ．３。），由上海生工生物工

０．５

程公司生工合成；２００

Ｌａｄｄｅｒ、ＬＤＮＡ／Ｈｉｎｄ为ＢＢＩ公

缓冲液充分混合上样，以加ＮⅣＨｉｎｄⅢ为Ｍａｒｋｅｒ，

司产品；ＲＮａｓｅＡ购于北京天根公司；ＥＤＴＡ、氯仿、异

１００Ｖ电泳４５ｍｉｎ，于凝胶自动成像系统观察照相。
１．３．６ ＩＴＳ序列的ＰＣＲ扩增ＩＴＳ序列的扩增反应体系

ｂｐ

戊醇、氯化苄为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产品；
＂Ｉｒｉｓ—ＨＣＩ、琼脂糖为长沙欧迈生物科技公司产品；ＳＤＳ
为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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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的浓度和质量，另一管于一２０℃保存备用。

ＤＮＡ电泳检测配制０．８％的琼脂糖凝胶（内含

ｐｇ／ｍＬ溴化乙锭），取３止ＤＮＡ样品与ｌ止上样

为：２．５止。１０ｘ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含Ｍｆ＋），ｄＮＴＰｓ（２．５ ｍｍｏｌ／Ｌ）

３止，引物ＩＴＳＩ（１０ ｐｍｏｌ／止）、ｒｒｓ４（１０ ｐｍｏｌ／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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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止）１此，模板ＤＮＡ ２９Ｌ（３０ ｎｇ），用
无菌双蒸水补足至２５止；扩增程序为：９４。Ｃ预变性
ｌ¨Ｌ，Ｔａｑ酶（２．５

３ｍｉｎ，９４。Ｃ变性３０ ｓ，５５０Ｃ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１ｒａｉｎ，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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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统计分析以ｋＤＮＡ／ＨｉｎｄＩＩＩＭａｒｋｃ作参照，采用
ＧｅｎｅＴｏｏｌｓ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Ｇｖｎｅ软件对所提取的ＤＮＡ进行

个循环，最后７２。Ｃ延伸５ ｒａｉｎ，４。Ｃ保存。扩增产物检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ｃｉｇｈ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获知各ＤＮＡ样本的相对
提取率及ＰＣＲ反应其ＤＮＡ模板用量。

测：同１．３．５，Ｍａｒｋｅｒ更换为２００ｂｐＬａｄｄｅｒ。

２结果与分析

１．３．７试验仪器ＨｅｔｔｉｃｈＭＩＫＲＯ ２２Ｒ台式高速冷冻离

２．１不同破壁处理方式对被边石杉内生茵ＤＮＡ粗提

Ｇｃｎｕｉｓ凝胶成像系统（英
心机（德国）；Ｓｙｎｇｅｎｅ
国）；ＤＹＹ－ＩＩＩ．５型电泳仪、水平电泳槽（中国北京）：
ＢｉｏｍｃｔｒａＰＣＲ仪（德国）；ＫＱ ３２００Ｂ型超声波振荡仪

效果比较
选取皱边石杉中分离纯化得到的１５个形态各异

（中国江苏）；ＳＷ－ＣＪ．１Ｂ（Ｕ）超净工作台（中国江苏）等。

种破壁方式，参考文献【１１］进行其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Ｇｃｎｅ

的代表性菌株（见表１），以石英砂研磨和超声波振荡２

表１皱边石杉内生真菌菌落形态特征
菌株编号

菌落形态特征

ｌ

表面灰绿色，边缘白色．背面黄色．同心环纹饰．质地疏松

２

表面淡绿色，边缘纯白色，全缘；背面黄色至淡黄色．同心环纹饰。质地致密

３

初期白色．成熟后为青绿色．苗落凸起，粉粒状．背面浈黄色，质地疏松

４

表面黑灰色．均匀覆盖。层白色棉毛状绒毛，背面黑灰色．质地致密

５

表面黄褐色，中心呈同心环，四周放射状．粉粒状，背面暗黄色，质地疏松

６

表面为青绿色．粉粒状．同心环纹饰，质地疏松

７

表面墨绿色．中心同心环，周围辐射状褶皱．菌核颜色略深，边缘为乳白色，质地疏松

Ｂ

表面白色，蔓延生长，周围有白色气生苗丝．气生苗丝较为发达．长绒毛状，质地疏松

９

表面草绿色，粉粒状，边缘为白色气生菌丝．背面中心凹陷，颜色略深．周围浈黄色．边缘白色不透明．质地疏松
表面青绿色，边缘白色，背面中心同心环．周围辐射状，淡绿．质地琉松
表面青色．边缘白色，粉粒状．背面中心淡黄色，边缘白色，质地疏松
呈青灰色，周围为白色气生菌丝，粉粒状，质地疏松
表面白色细绒状，蔓延生长．背面乳白色，中心同心环，周围辐射状

表面黑色．蔓延生长，菌丝顶端有粗颗粒状黑色孢子．背面淡黄色．质地琉松
ｍ¨他¨¨坫

表面青色．边缘白色绒毛状，背面乳白色，同心环纹饰．质地疏松

从图１的电泳结果可知，采用石英砂研磨法提取
１５株形态各异菌株菌丝体ＤＮＡ．在２３．１ ｋｂ处可观察

于石英砂研磨用力较大，使得ＤＮＡ出现不同程度降

到相对集中的ＤＮＡ条带，但点样孔附近有较多多糖杂

从图２电泳结果可知，２．０ ｇ冰冻菌丝分别经历２、

质残余、ＤＮＡ降解严重、ＤＮＡ条带拖尾现象明显，
ＤＮＡ的产量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这主要是由

解。

ｍｉｎ超声振荡提取，从其电泳结果可
知，随着超声处理时间的延长，ＤＮＡ产量依次增加、条

３、４、５、６、７、８、９

图ｌ石英砂研艟法提取ｌ一１５号内生真菌菌丝体ＤＮＡ电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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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图ｌ有明显改善，但在点样孔附近仍可观察到较多
多糖杂质残留，拖尾现象仍很明显，小分子量的ＲＮＡ
也不能有效去除。由此可知，以常规研磨法粗提获取
ＤＮＡ，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用量及纯化步骤还有待进一步优
化。
从图５电泳结果可知，以超声波破壁法获得的ｌ～

Ｉ～８号点样孔为２．０９菌丝体分别经历２…３ ５…６
４

７ ８、９ｍｌｎ

超声破壁处理

１５号粗提ＤＮＡ经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纯化后。与图３比较，
条带更清晰，小分子量的ＲＮＡ去除较彻底。对比图４、
图５的电泳结果，可知超声波破壁法提取的ＤＮＡ经

图２不同超声振荡提取时间对４号菌丝体ＤＮＡ提取效果

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纯化后（见图５），ＤＮＡ的纯度、完整度

带依次增量，说明４号菌丝体的破损率依次增高。综

均比石英砂研磨法（见图４）的要好。除４号、８号的小
分子ＲＮＡ未有效去除，其余样品均获得了相对高纯度

合考虑各菌丝体的质地特征，选定超声振荡１０ ｒａｉｎ为
各菌丝体的适宜超声处理时间。

的ＤＮＡ，若进行后续分子生物学研究，以超声波破壁

从图３电泳结果可知，超声波振荡法提取１５株内
生真菌菌丝体ＤＮＡ，除４号（菌落质地致密）的产量略
低，其余各样本均在２３．１ ｋｂ左右有清晰、完整的条带，
且无明显的ＤＮＡ降解、拖尾现象。对比图１、图３的电

法提取、纯化的ＤＮＡ为首选模板。
２＿３ ２种不同破壁方式所提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结果比
较
以石英砂研磨、超声波振荡２种不同破壁方式所
提的ＤＮＡ经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纯化后作为ＰＣＲ反应模
板，以真菌核糖体内转录基因间隔区通用引物ＩＴＳＩ、

泳结果可知，以超声波破壁提取１５株形态各异内生真
菌菌丝体ＤＮＡ，获取２３．１ ｋｂ处ＤＮＡ的完整度比石英

ＩＴＳ４进行ＰＣＲ扩增，２００

砂研磨法高，条带更清晰。且可～次处理１５个样品，

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于凝胶自动成像系统观察拍

省时、省力。

照，ＰＣＲ结果见图６、图７。从图６可知，除了４号不能

２．２

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粗提ＤＮＡ的效能比较

从图４电泳结果可知，以石英砂研磨法获得的１～
１５号粗提ＤＮＡ经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纯化后，与图１比较，
在２３．１ ｋｂ处出现了相对集中的ＤＮＡ条带，集中程度

Ｌａｄｄｅｒ作为Ｍａｒｋｅｒ，产物

获得有效扩增，其余样品均在５００ｂｐ左右获得了有效
扩增。４号样品无明显的扩增条带，可能是由于ＤＮＡ
降解程度高，用于扩增反应的ＤＮＡ模板量相对较少，
致使扩增条带检测不出。而用超声波破壁法获取的

图３超声波振荡法提取ｌ一１５号内生真菌苗丝体ＤＮＡ电泳结果
ｂＤ

图４ 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石英砂研磨法粗提ＤＮＡ（１—１５号）电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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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ＲＮａｓｅＡ消化超声波破壁法粗提ＤＮＡ（１—１５号）的电泳结果

裟
１４００

嚣
２００

图６石英砂研磨法所提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结果
坤

嚣ｍ孵ｍ
田７超声波破壁法所提ＤＮＡ的ＰＣＲ扩增结果

ＤＮＡ，均获得了理想的ＰＣＲ扩增产物。可见２种方法

英砂研磨、液氮冷冻低温研磨进行破壁处理“““，

所提取的ＤＮＡ样本均可用于后续的分子生物学研
究。

单个样品逐一研磨。耗时费力，不利于样品大批量处
理。超声振荡常见于植物功能成分提取、水体残余

３结论

物的提取，快速制各样品用于高效液相色谱、气象色

本研究采用石英砂研磨与超声波振荡２种不同

谱分析ｉｓ，１４ｉ。本试验对比研究传统机械研磨与超声

破壁方式均可提取皱边石杉内生真菌菌丝体ＤＮＡ。

振荡２种破壁方式，对皱边石杉中１５株代表性内生
真菌菌丝体ＤＮＡ的提取效果。综合比较可知，超声

综合比较２种方式获得的粗提ＤＮＡ琼脂糖凝胶电
泳、ＲＮａｓｅ消化、ＩＴＳ序列ＰｅＲ扩增等结果，不同破壁
方式提取的ＤＮＡ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超声波
振荡提取的ＤＮＡ纯度较高，效果理想，并可一次进行
大批量样品处理，简便、快捷、省力，尤其对质地坚硬
的菌落较石英砂研磨更有效，可作为皱边石杉内生真

振荡破壁方式提取效能明显优于石英砂机械研磨破
壁处理，每批可处理２４－３６个菌丝体样本，ｌ天可轻
松提取３批高质量ＤＮＡ，操作简便易行。因此，对于
植物内生真菌这类样本量大，难以用常规方式破壁
的菌株材料，超声振荡为首选破壁方式。在进行皱

菌菌丝体ＤＮＡ提取并开展后续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首
选方法。

边石杉内生真菌ＤＮＡ提取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４讨论
有关植物内生真菌ＤＮＡ的提取一般都采用石

（１）材料选择。真菌几丁质层厚实，难以破壁，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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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ＤＮＡ一般得率较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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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年龄越大，越难破壁。综合考虑菌丝体的量及适宜

圆

解，保证了各样品的平行均一性，避免了石英砂研磨

温操作，防止ＤＮＡ降解，以得到足量的ＤＮＡ用于后
续试验。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ｐｖｒｚｉａ ｓｅｌａｇｏ ｓｈｏｏｔｓ

Ｍａ）（＇Ｇａｎｇ Ｄ＆／ｎ ｖ／ｔｒ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ｕｒ∞

ｏｆ

ｈｕｐｅｒｚｉｎｅ气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ｃ髓ｄｉｄ砒ｅ ｆｏｒ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Ｙ］．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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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Ｊ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ＮＡＬ。２０１０。９３（５）：１４２８—１４３５．

嘲

杨培迪．皱边石杉内生菌的分离、纯化及种属初步鉴定【Ｄ】．长沙：

网

Ｚｈｕ

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０９：６．
Ｈ，Ｑｕ Ｆ＇Ｚｈｕ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３）动作轻重适宜。进行皱边石杉内生真菌菌丝
体ＤＮＡ提取，整个操作过程动作轻重缓急应区别对

ａｓ

ｏｆｈｕｐｅｒｚｉｎｅＡ啊．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２００５（１６８）：１４４３－１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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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简化操作步骤。对比２种破壁处理方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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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提取材料。菌株经马铃薯液体培养后，其菌丝体
应以灭菌超纯水充分洗涤２￣３次，抽干、分装，于．２０℃
冰箱中储藏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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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分管保存、批量使用。为保证试验进程顺利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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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节省时间，避免返回再次抽提ＤＮＡ。一次抽提得
到的多个ＤＮＡ样品，应分批、分管保存，批量使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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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使ＤＮＡ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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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以石英砂研磨破壁处理提取的ＤＮＡ杂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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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不高，ＤＮＡ产量不能准确估算，ＲＮａｓｅＡ消化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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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未能取得对所有样品均一、良好的消化效果，有
待在后续试验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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