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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培矮 64S(PA64S)基因组 BAC文库的构建与分析 

毛丹青， 罗美中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0) 

摘 要：9311和培矮 64S(PA64S)分别是我国超级杂交稻两优培9(LYP9)的父母本，9311的基因组已由北京 

基因组研究所测序，而 PA64S至今仍无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基因组资源，对 PA64S基因组的研究将有助于对 

9311和PA64S这对亲本基因组的比较研究和其上优良基因的克隆，为LYP9的基因组研究提供帮助。以水稻 

PA64S的幼嫩叶片作为材料，为该品种构建了第一个高覆盖率、高质量的BAC文库。该文库一共有37 632个 

克隆，平均插入片段为 138 kb，覆盖水稻全基因组 12倍左右 ，空载率仅为 1．5％ ，线粒体和叶绿体污染率仅分 

别为0．35％和 1．85％。该文库克隆被存放于 98个 384孔板中并储存在 一80~C冰箱中，将作为公共基因组资 

源向研究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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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a BAC Library of 

Rice PA64 S Genome 

MAO Dan—qing，LUO Mei—zhong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rop Genetic Improvement，Huazhong A 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931 l and PA64S are the paternal and maternal cuhivars of the super hybrid rice LYP9，respectively．The 

931 1 genome has been sequenced by 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BGI)．However，for PA64S，no any public 

genomic resource iS available to date．Research on PA64 S genome will help in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and 

cloning of agricuhurally important genes from the two parental genomes 93 1 1 and PA64S，facilitating the studies on 

LYP9 genome．In this paper，the first large insert and deep coverage BAC library f0r P 孓4S was constructed，taking 

the young tender leaf blade of PA64S as materia1．The library contains 37 632 clones with an average insert size of 

138 kb．representing nearly 12一fold of rice genome． rhe empty—vector rate is only 1．5％ and the mitochondrial and 

chloroplast DNA contamination rates are 0．35％ and 1．85％ ．respectively．The clones have been deposited in 98 of 

384 well plates and stored at 一80oC freezers．and are accessible to research communities as a public genome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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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基因组文库在动植 

物基因组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对高 

等动植物来说 ，大片段基因组文库对于物理图谱 

构建、图位克隆、全基因组测序和完整基因的克隆 

都具有重要意义。细 菌人 工染色体 (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BAC)是应用较广的～种载 

体系统，具有克隆片段大、外源片段易分离、嵌合 

体少、遗传特性稳定、转化效率高及易于操作等优 

点，在基因组文库构建和基因的快速克隆等方面 

已得到广泛应用  ̈ 。至今，国内外已构建了包 

括大多数重要农作物在内的大量动植物 BAC文 

库 J，为基因组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超级杂交稻两优培 9(LYP9)作为在我国广 

泛种植的杂交水稻，其基因组及其两亲本的基因 

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 。其中父本 9311的 

全基因组序列已通过霰弹法(whole genome sho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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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WGS)测序完成 l̈' ，对 LYP9及两亲本的 

转录组方面的分析也已有报道 ’Ⅲ 。然而，母本 

PA64S虽也进行了低覆盖度的 WGS测序 ， 

但其序列既没有发表，也没有对公众释放(于军， 

私人通信)，至今还没有一个 BAC文库。因此，构 

建一个高质量、高覆盖度的 PA64S的 BAC文库， 

将是研究超级杂交稻 LYI?9的杂种优势和克隆其 

亲本上优良功能基因的重要基因组资源。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PA64S种子由华中农业大学牟同敏教授惠 

赠，培养出苗后，取幼苗叶片进行实验。 

1．2 方法 

BAC文库构建参照 Luo等 的方法进行。 

1．2．1 载体的制备 克隆载体 pHZAUBAC1质 

粒是由本实验室从 pCUGIBAC115‘。’” 改建而来， 

pCUGIBAC 1由 plndigoBAC536和 pGEM-4Z连接 

而成。本实验室将 plndigoBAC536作了改造，命 

名为plndigoBAC536-S，pCUGIBAC1也相应改变， 

命名为pHZAUBAC1(史雪等未发表结果)。pHZA— 

UBAC1质粒采用 Qiagen plasmid midi kit提取并 

纯化，用 Hind m(NEB)进行酶切，再用 ClAP 

(NEB)酶去磷酸化，酚／氯仿／异戊醇抽提 1次和 

氯仿／异戊醇抽提2次，无水乙醇沉淀 DNA，加水 

溶解 DNA后进行自连反应，然后电泳分离目的 

DNA片段 plndigoBAC536一S，用电洗脱法回收并 

估测浓度，根据 DNA的浓度加入甘油(Sigma)调 

整浓度，分装后 一80~C保存。 

1．2．2 高分子量基因组 DNA的提取 取幼嫩的 

叶片材料，液氮研磨后，分离出细胞核，与等体积 

1％低熔点琼脂糖(Sigma)混匀后制成细胞核包 

埋块 plug。Plug用蛋白酶 K(Merck)处理 48 h 

后，再用 PMSF(苯甲基磺酰氟)去除蛋白酶 K，然 

后存放于4℃的TE中备用。 

1．2．3 部分酶切和第一次筛选 首先进行预先 

部分酶切反应，以找出最合适的酶用量和反应时 

间。每个反应体系为：切碎的 1／2 plug，25 

H2O，10 L 10×buffer，10 L 40 mmol／L亚精胺 

(Sigma)，5 IxL HindⅢ(NEB)稀释液。固定反应 

时间为 15 min，反应温度 37c【=，仅改变反应体系 

中的酶液浓度。反应结束后用脉冲场电泳(Bio— 

Rad)检测酶切结果，电泳条件为：14~C，1 S一50 s， 

0．5×TBE．120。，6 V／cm，19 h。根据电泳的结果 

决定最合适的酶浓度，然后以此反应条件进行数 

个相同的酶切反应，通过脉冲电泳进行大片段 

DNA的分离，即第一次筛选，将 DNA标记 ladder 

PFG marker点在样品两侧，电泳结束后切下两边 

含 DNA标记的胶块进行溴化乙啶染色，使用直尺 

标记照像。 

1．2．4 第二次筛选和基因组 DNA回收 根据 

DNA标记和尺子刻度从未染色的凝胶中间部分 

切下120～250 kb(a)和250～300 kb(b)大小的 

胶块进行第二次电泳筛选，条件为：14℃，4 s～4 

S，0．5 XTBE，120。，6 V／cm，18 h。结束后按照第 
一 次筛选中的方法染色和照相，根据刻度切下未 

染色的含有 DNA的胶块，将含有 120～250 kb的 

胶横切成两半，分别命名为 a1和 a2(al<a2)，含 

有250～300 kb的胶块则命名为b，采用电洗脱法 

回收胶块中的DNA，以已知浓度的入DNA来估测 

回收的大片段 DNA的浓度。 

1．2．5 文库构建 将载体与基因组 DNA进行连 

接，反应体系为：84 txL基因组 DNA，4 tzL载体， 

l0 L 10×buffer，2 IxL T4 ligase(NEB)。16oC反 

应过夜。连接产物在 65~C灭活后于冰上脱盐 

1 h，取 2 L加入到 20 L感受态细胞 Electro- 

MAX DH10B T1 Phage—Resistant(Invitrogen)中电 

转化。转化产物涂布在含有 12．5 g／mL氯霉素、 

80 p~g／mL X—gal和100 mL IPTG的LB平板上 

培养，得到克隆后，挑取一定数量的白色克隆检测 

插人片段的大小及空载率，符合要求后，立即将剩 

余的连接产物全部转化，挑取白色克隆至384孔 

板中，复制一个拷贝后，一80℃保存。 

1．2．6 文库的质量分析 插入片段的检测：从每 

块384孔板中随机挑取 2个克隆，提取质粒并用 

I-See I酶切，脉冲电泳检测插入片段，条件为 

14~C，5 S～15 S，0．5×TBE，120。，6 V／cm，16 h。 

计算平均插入片段和空载率，由此估算全基因组 

覆盖度。 

细胞器 DNA污染的检测：用 Beckman2000自 

动工作站按3×3点阵在Hybond N (GE)膜上复 

制 BAC克隆，制备全文库的高密度膜，每张膜上 

点有 384×8共 3 072个克隆。膜的处理参照 

Zhang 14]的方法。细胞器 DNA探针制备和South． 

em杂交均按前人方法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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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载体制备 

克隆载体 plndigoBAC536一S经酶切脱磷线性 

化后，根据 入DNA的浓度估算，其 DNA的浓度大 

约为 32 ng／p．L。由于 DNA的浓度较高，因此以 

1：1的比例加入甘油对其进行了稀释。 

为了检测载体的质量，将载体与用 Hindm酶 

切后的 入DNA以64 ng：50 ng的质量比在 16℃连 

接 16h，脱盐后进行转化，同时设置一个载体 自连 

反应作为对照。结果表 明，自连反应 中每涂布 

100 txL菌液蓝斑和白斑的数量均在 10个以下， 

而外源片段连接反应 中蓝斑极少，白斑则达到 

700～800个，证明本实验室制备的载体连接外源 

片段的效率非常高且自连得到有效控制。 

2．2 基因组 DNA plug的制备及部分酶切条件 

摸索 

本研究采用在相同时问条件下改变酶的用量 

的方法，设计了酶量梯度，对相同量的 DNA进行 

HindHI酶切，结果显示，plug中基因组 DNA完整 

性好，DNA浓度很高，几乎没有降解，DNA较纯 

(图 1，泳道 5)；经切碎后，DNA有稍许损伤或降 

解(图 1，泳道 1)；加入 5U／半个 plug酶切时，酶 

解不够(图1，泳道2)；酶量加大到 10U／半个 plug， 

图 1 水稻 PA64S基因组 DNA预先部分酶切 

Fig．1 Pilot partial digestion of rice PA64S genomic DNA． 

泳道 1-4：分别为每半个 plug加入0、5 U、10 U、50 U Hindm；泳 

道5：完整的半个 plug；M： ladder PFG分子量标记 

Lanes 1-4：0，5，10，50U of H／ndm per half plug，respectively；Lane 

5：Intact half plug；M： ladder PFG marker 

DNA大部分都集中于97 kh左右(图 1，； 

在加入 50U／半个 plug的 饿 dⅢ时，DN／ 

至小于50 kb(图 1，泳道 4)。因此，需要 

和 10U酶量之间再设置梯度，以找出最i 

切浓度获取范围较宽的 DNA大片段。垒 

部分酶切反应，确定最佳酶切条件为 ： 

plug，37℃反应 15 rain(图片未给出)。 

2．3 基因组 DNA的两次筛选和回收 

以上述最佳酶切反应条件，进行了l q 

的酶切反应，通过脉冲电泳进行大片段 D 

离。电泳结果如图 2一A所示。从中切一 

250 kb(a)和250～300 kb(b)大小的胶土 

二次电泳筛选，以去除其中夹杂的小片段 

A 

kb 

388 

291 

242．5 

194 

l45．5 

97 

48．5 

图2 水稻 PA64S基因组 DNA部分酶切第一 

和第二次(B)片段筛选 

Fig．2 The first(A)and second(B】size selectio 

partial digestion products of rice PA64S genomi~ 

M：入ladder PFG分子量标记 

M： ladder PFG marker 

图2．B为第二次筛选的结果。图中自 

为第一次筛选时切下的胶块，a胶块下力 

有大量拖尾，这说明第一次筛选后仍混 

小于 120 kb的DNA片段，这些小片段 D 

第二次筛选后被分离出来。 

经过两次电泳筛选后，将含有大片段 

胶块切下，由于a区段分离跨度比较大， 

下分成 a2和 a1(DNA的大小为 a2>al 

块中的大片段 DNA通过电洗脱法回收， 

浓度的 入DNA梯度估测浓度，表明a1、 

区段的 DNA浓度均在 1．g／tzL左右。 

2．4 文库的构建与质量检测 

将大片段基因组 DNA与载体连接，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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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体系中取2 进行试转化，计数长出的白斑数 

目，发现其中a1的2个连接体系(a1 I、a1 II)得 

到的白斑数较多，故从这 2个体系来源的白斑中 

各挑了2O个检测插入片段，结果为 a1 I体系的 

空载率较低，因此将 a1 I剩余的体系全部作了转 

化，将所长出的白斑挑人灌注了冰冻培养基的 

384孑L板中，共挑满 98块 384孔板计37 632个克 

隆，复制一份拷贝后存放于 一80~C冰箱中。 

为了检测该文库插入片段的平均长度，从文 

库中随机挑取了 193个克隆检测插入片段，图3 

为部分 BAC克隆插入片段的检测结果。共发现 

3个空载克隆，空载率为 1．5％，其余克隆都含有 

插入片段，绝大部分克隆的插入片段集中在 120 
～ 159 kb的范围之内，少量分布在80～119 kb和 

160—179 kb这两个区段，分布于 8O kh以下和 

180 kb以上的克隆极少，说明整个文库的插人片 

段大小分布较为集中。平均插入片段为 138 kb， 

按水稻基因组430 Mb来推算，该文库覆盖全基因 

组达12倍。 

<80 80-99 100-l 19 120．139 140．159 l60—179 >=180 

插入片段长度(kb) 

Insert size(kb) 

图3 BAC克隆插入片段检测 

Fig．3 Insert size test of BAC clones 

为了检测细胞器 DNA的污染率，制备了全文 

库的高密度膜，并利用叶绿体和线粒体基因探针 

对全文库进行了筛选，结果见表 1。全文库的线 

粒体污染率为 0．35％，叶绿体污染率为 1．85％， 

这说明细胞器的污染率很低。 

为了验证文库的使用价值，以水稻品种日本 

晴中的单拷贝基因序列作探针，筛选了整个文库。 

这些探针序列分布于日本晴参考序列第 3染色体 

的几个缺口附近，利用它们筛选到的PA64S阳性 

克隆有可能跨越 日本晴参考序列第 3染色体这几 

个缺口，从而填补这些缺口的序列。杂交结果见 

表 2。一共使用了7个探针，每个探针得到 10～ 

17个阳性克隆不等，平均 12．7个，这说明绝大多 

数探针都可以筛选得到克隆，并证明先前计算的 

该文库的12倍覆盖度是比较准确的。 

表 1 PA64S BAC文库中细胞器 DNA污染检测结果 

Table 1 Clone numbers of the organelle DNA 

in PA64S BAC library． 

表 2 

Table 2 

PA64S BAC文库中单拷贝基因探针杂交结果 

Screening results of the PA64S BAC library witll 

single copy gene probes． 

平均 
Average 12．7 

3 讨论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它在 

禾本科作物中基因组最小，遗传转化系统非常成 

熟，且拥有众多物理和遗传图谱信息，以及丰富的 

EST和 eDNA数据库，因此早已成为禾本科作物 

基因组研究的模式植物  ̈ 。 

BAC文库的构建是基因组学研究的基础，尤 

∞ 如 ∞ 如 加 m O 

8tIo寻2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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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精细物理图谱的绘制及基因的定位克隆等 

方面。虽然经过几十年成熟的发展，但这项技术 

在具体实施时却仍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在各个环 

节都必须非常小心，否则整个实验就将前功尽弃。 

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高质量大片段 DNA的提取尤为重要。 

对于植物基因组 DNA，理想的高质量 DNA应为 

片段长和细胞器 DNA污染少(动物线粒体 DNA 

小，没有叶绿体，不存在此问题)的 DNA。因此在 

整个实验过程中都必须在冰上小心轻柔操作，防 

止造成 DNA的机械性损伤和降解，同时，本实验 

采用水稻叶片为提取材料，在提取细胞核时必须 

加入 Triton X一100以选择性地破坏线粒体和叶绿 

体 ，防止造成线粒体、特别是叶绿体 DNA的大 

量污染。其次，载体的质量也是 BAC文库质量最 

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在文库构建之前，必须先对 

每批制备的载体进行测试，选取那些自连率低、连 

接效率高及空载率低的批次的载体。本实验中提 

取的基因组 DNA和制备的载体质量都很高，为构 

建高质量的 BAC文库打下了基础。 

本实验选取的 PA64S品种极具研究和利用 

价值，它与其他品种配制出的系列杂交水稻组合 

都具有明显的高产效应，PA64S系列组合已作为 

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大力推广，以931 1为父 

本和 PA64S为母本配制的超级杂交稻两优培 9 

(LYP9)既是我国主要推广杂交种之一，也是用来 

研究水稻杂种优势的主要杂交组合之一l9 J，北京 

基因组研究所已对两优培 9父本 9311基因组进 

行了WGS测序  ̈” ，而 目前母本 PA64S的基因 

组资源严重缺乏。北京 基因组研究所虽也对 

PA64S基因组作了低覆盖度的 WGS测序，但此序 

列既没有发表也没有对公众释放(于军，私人通 

信)，如果没有 BAC文库和 BAC物理图谱帮助， 

这些低覆盖度 WGS序列 的组装会相 当困难。 

PA64S的遗传背景较为复杂，既有 indica的遗传 

背景，又有一部分 japonica和 口n co的遗传背 

景 坨]，因此研究它的基因组意义重大。本实验 

为PA64S构建了第一个高质量的BAC文库，该文 

库具有平均插入片段大、空载率低、覆盖度高、细 

胞器污染率低等优点，其可使用性已得到验证。 

该文库将作为公共基因组资源向研究者开放，为 

PA64S基因组研究、9311和 PA64S这对优良亲本 

间的比较分析和其上优良基因的克隆以及杂种优 

势分子机理的揭示等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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