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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基因在虾夷扇贝定量ＰＣＲ中表达稳定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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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实时荧光定量技术，检测虾夷扇贝的ｐ－ａｃｔｉｎ、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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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共６个

内参基因在饥饿胁迫下各组织、致病菌感染前后和水环境升温前后不同时间段血样中的ｍＲＮＡ表达
情况。经ｇｅＮｏｒｍ程序统计分析，６个内参基因在上述处理中的表达稳定性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处理中
适用的内参基因有所不同．为进一步开展虾夷扇贝基因表达的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内参基因；ｇｅＮｏｒｍ程序，基因表达；实时定量ＰＣＲ；虾夷扇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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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扇贝（Ｐａｔｉｎｏｐｅｃｔｅｎ ｙｅｓｓｏｅｎｓｉｓ）原产于日
本北部沿海、朝鲜半岛北部和库页岛海域［１］，于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３－０６

型的细胞或试验条件下相对稳定，在不同的细胞类
型或试验条件下，其表达差异很大［１０１。

世纪８０年代引入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目

定量试验中内参基因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结果

前已成为我国主要的海水养殖贝类之一［２］。随着

的准确度，于是内参的选择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热

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越来越受重视，作为北

点。近几年来，陆续有国外学者对大西洋鲑（Ｓａｌｍｏ

方主要养殖种的虾夷扇贝也逐渐被关注，有关健康

ｓａｌａｒ）［１¨、斑点叉尾纲（Ｉｃｔａｌｕｒｕｓ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１２３等

养殖、病害防治、种质评估等工作相继展开。在分

展开内参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为不同试验条件下内

子生物学方面，此前该种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予分

参的选择提供了参考，同时体现了针对试验体系选

子标记的筛选和群体遗传结构的分析Ｄ－４］，随着虾

择合适内参的重要性［１｝１引。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

夷扇贝表达序列标签文库的建立，基因结构和表达

要集中于较高等的动植物，水产动物内参稳定性研

特性的研究逐步展开，将进一步推动该品种遗传与

究仅见杨桂梅等［１力利用抑制差减技术检测出ｇａｐ－

育种研究的进程。

ｄｈ和８一肌动蛋白基因在牙鲆（Ｐａｒ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ｏｌｉｖａ－

ＰＣＲ，也称Ｑ

ＣｅＵ￥）发育过程中表达水平上可能存在差异。目前，

ＰＣＲ）是一种实时监测ＰＣＲ扩增产物并进行解析

有关水产动物的基因转录表达分析正处于发展阶

的定量方法，具有敏感性高、重复性好、检测速度

段，因此相关的内参研究有待完善。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快、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目前已被国内外学者广

Ｖａｎｄｅｓｏｍｐｅｌｅ等［埘］于２００２年编写了内参基

泛应用，国内水生生物领域则主要将其运用于

因表达稳定性分析软件ｇｅＮｏｒｍ，能够筛选任何组

ＤＮＡ或ＲＮＡ定量分析［５－６］及基因表达差异分

织或细胞的任意数量的内参基因，对其稳定性排

析［７｛３等方面。利用该技术进行定量分析时，因存

序，最终选择出不少于２个的内参对系统偏差作出

在着不同样本ＲＮＡ得率、质量、反转录效率的不同

校正。本研究选择ａｃｔｉｎ、ｇａｐｄｈ、ｔｕｂｕｌｉｎ、ｃｙｔｂ、ｔｂｐ、

与组织或细胞间转录活性的差异，所以要选择合适

ｅｌｏｎｇ（表１）共６个内参基因，利用ｇｅＮｏｒｍ程序对

的内参基因对可能存在的差别进行校正和标准化。

其在饥饿胁迫后的不同组织、致病菌感染前后及升

理想中的内参基因应该在不同处理条件下、各种类

温前后表达稳定性进行比较。选择不同条件下的最

型的组织或细胞中均表达恒定ｏ】，但大量的研究结

适内参基因，旨在探究虾夷扇贝基因表达定量分析

果表明，绝大部分常用内参基因的表达只在特定类

中内参的选择，为贝类基因表达中内参基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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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前及升温后２、４、８、１２、２４ ｈ取投喂贝与饥饿贝血

提供参考。

淋巴，样品按上述方法处理保存。

１材料与方法

试验采用Ｉｍｐｌｅｎ 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微量核酸、
１．１试验材料

蛋白分析仪，Ｒｅａｌ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试验扇贝为大连碧龙公司筏式
养殖的二龄虾夷扇贝，用沙滤海水充气暂养于５

ｔ

水泥池内，换水１次／４ ｄ，不投喂饵料；４周后从该
公司获取同一批虾夷扇贝，每日投喂新月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ｃｌｏｓｔｅｒｉｕｍ）约１．０×１０５个／ｍｌ，暂养７

ｄ，与饥饿５周的扇贝一起取样。取样时，２种状态
（正常投喂与饥饿）的暂养贝各捞取９枚，分别分成
３组，每组３枚个体，摘取外套膜、肝胰脏、鳃、肾、闭
壳肌，每组相同的组织混合；用无菌注射器在闭壳
肌血窦内吸取血淋巴，４℃，１０００ ｒ／ｒａ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液，所有组织于液氮内保存过夜后转入
冰柜－－８０℃冻存。

Ｔｉｍｅ

ＰＣＲ仪为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ｎｅ

Ｍｘ３００５Ｐ型；总ＲＮＡ提取试剂盒（离心柱型）购自
北京ＴＩＡＮＧＥＮ公司；反转录、实时荧光定量试剂
盒（ＳＹＢＲ

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 ＲＴ．ＰＣＲ

Ｋｉｔ）购自大连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引物合成委托上海生工完成。
１．２试验方法
总ＲＮＡ提取：按照ＲＮＡ提取试剂盒说明书
提取６种组织的总ＲＮＡ（该试剂盒有ＤＮＡ酶），
１．２％琼脂糖凝胶检测ＲＮＡ完整性，使用微量核酸
分析仪检测其纯度和浓度，选取Ａｚ。。／Ａ。。。值为１．８
～２．２的ＲＮＡ进行试验。检测结束后分装于冰柜
一８０℃冻存。
ｅＤＮＡ合成：吸取适量总ＲＮＡ，使各样本模板

取正常投喂的虾夷扇贝进行致病菌感染试验：

将培养好的哈氏弧菌（Ｖｉｂｒｉｏ ｈａｒｖｅｙｉ）和鳗弧菌
（Ｖ．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ｒｕｍ）菌液按１：１混合后离心，用ＰＢＳ
稀释至５．１×１０７个／ｍｌ，注射到虾夷扇贝闭壳肌
内，每个个体５００ ｔＡ。分别在注射后３、６、９、１２、２４
ｈ取血淋巴，设置未注射扇贝为对照组，样品按前述
处理保存。

质量浓度约为４０ ｎｇ／／．ｄ，反应体系内同时加入引物
Ｏｌｉｇｏ

ｄＴ和Ｒａｎｄｏｍ ６（试剂盒提供）进行反转录，

得到的反转录液存于冰柜一２０℃冻存。
内参选择和引物设计：选择常用的６个管家基
因作为候选内参基因（表１）。通过本试验室所构建
的虾夷扇贝ＥＳＴ文库得到对应序列（６种候选内参
ｅ值分别为ｌｅ－４６至０．０），利用Ｐｒｉｍｅｒ

扇贝升温试验：将正常投喂和饥饿的虾夷扇贝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５．０

设计引物。

由原来暂养的１２℃水中移至１８℃水中，分别在升

裹１内参基因硬对应引物
名称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ＥＡＳＹ

缩写

引物（５’一３’）

扩增片段长度／ｂｐ

ＰＣＲ：取反转录得到的ｃＤＮＡ液，用

模板进行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扩增，扩增程序为９５℃预变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反转录试剂盒提供）稀释８倍作为

性３０ ｓ，９５℃变性２５ ｓ，５７℃退火２５ ｓ，７２℃延伸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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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３５个循环。预试验中采用各组织总ＲＮＡ混合液

过计算表达稳定度平均值Ｍ（Ｍ值越小，基因表达

进行反转录，反转录液取７个稀释点（５倍稀释），对６

稳定性越高）对６个候选内参稳定度作出排序，并

个内参基因Ｒｅａｌ

通过标准化因子的配对差异分析（Ｖｎ／ｎ＋１）选出最适

Ｔｉｍｅ

ＰＣＲ反应的标准曲线相关系

数、扩增效率及溶解曲线特异性进行检验。

的内参基因。ＧｅＮｏｒｍ程序以０．１５为取舍值来确

数据分析：选用ｇｅＮｏｒｍ程序（ｈｔｔｐ：／／ｍｅｄ—

定试验中选用内参基因的数目，即如果Ｖ“。＋，＜

ｇｅｎ．ｕｇｅｎｔ．ｂｅ／～ｊｖｄｅｓｏｍｐ／ｇｅｎｏｒｍ／）比较内参基

０．１５，可选择ｒ１个稳定性好的基因作为内参，而没

因在虾夷扇贝饥饿胁迫前后各组织、正常投喂贝注

有必要选择数量更多的内参。

射前后及正常和饥饿贝升温前后血淋巴中的表达

２．１

稳定性。设定同一试验体系中，每个内参基因在各

稳定性的比较

同组织的候选内参基因在饥饿胁迫前后表达

样本中最小Ｃｔ值的表达量为１，以此对每个内参基

比较在饥饿胁迫作用下虾夷扇贝的６种组织

因在其他样本中的表达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他样

（外套膜、肝胰脏、鳃、肾、血淋巴、闭壳肌）中候选内

本中某内参基因的表达量为２也Ｑ（ＡＣｔ＝各种处理

参的表达稳定性，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见，各组织

样本Ｃｔ值一最小Ｃｔ值）］，将所得到的数据按格式

内参基因的稳定性排序有所差异，其中外套膜、肝

导人ｇｅＮｏｒｍ程序，利用该程序计算基因表达稳定

胰脏和鳃中内参基因的ｖ２／Ｖ。均＜Ｏ．１５，可以选

度平均值（Ｍ），对候选内参基因的表达稳定度进行

择最稳定的２个候选基因作为内参使用，以鳃为

排序，并通过内参基因标准化因子的配对差异分析

例，６个候选内参中，最稳定的是ａｃｔｉｎ和ｔｕｂｕｌｉｎ

（％Ｄ＋，）来判定试验中最适的内参基因使用数目。

（图１），即研究某个感兴趣的基因饥饿胁迫前后鳃
中的表达时，同时选用这２个基因作为内参能够相

２结果与分析

对准确地对目的基因的表达进行定量。
经特异性引物扩增，６个候选内参基因熔解曲

肾、血淋巴、闭壳肌中Ｖ“ｎ＋。＞０．１５，如果要在

线均呈现单一峰型，且熔解温度＞８０℃，说明扩增
产物单一。通过构建标准曲线，得出这６个基因的

候选的６个候选基因中挑选内参，则应根据Ｖ一州
最小时对应的候选基因数选取。如在血淋巴中，

标准方程，相关系数（ｒ２）≥０．９９５，扩增效率９９．６％

ｖ‘／Ｖｓ最小（图２），且此时内参数目的增加不能使

一－－ｉ０２．３％。试验中的阴性对照无荧光信号检出，

配对差异分析值减小，意味着该试验条件下研究血

可确认反应体系无污染。

淋巴中目的基因的表达，选取ｔｕｂｕｌｉｎ、ｃｙｔｂ、ｅｌｏｎｇ

试验中采用３组样本比较候选内参基因在不

和ａｃｔｉｎ４个基因同时作为内参较为适宜。

同组织、不同试验处理下的表达稳定性，ｇｅＮｏｒｍ通
衰２正常及饥饿贝各组织内参基因表达稳定度排序及配对差异分析结果

０．１５０
Ｏ．１１ ３

Ｏ．６

蚕０．５

Ｏ．１００

露ｏ．４

基０．３

ｏ．０５０

制ｏ．２
秘０．１

ｃ，，ｔｂ

ｔｂｐ

刚“

Ｏ．０００
ｃｌｏｎｇ

ａｃｔ／！

囫 国 ．豳。囫。
ｖ２代

Ｖ，代

Ｖ／ｖ，

ｔｕｂｕｌＩｎ

圈１饥饿胁追前后扇贝鳃中内参基因的裹达稳定度爰标化因子配对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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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ｔｂ

盈５投囊殛饥饿扇贝升量前后血琳巴中内参基因的表达穗定麈豆标化因子配对差异分析

２．２致病菌注射前后血淋巴中候选内参基因的表

温后４个时间点的表达情况。正常投喂扇贝血淋

达稳定性比较

巴中６个内参基因表达稳定度由高至低依次为

许多目的基因的表达研究中均以血淋巴为材

ｇａｐｄｈ＝ｃｙｔｂ＞ｔｂｐ＞ｅｌｏｎｇ＞ａｃｔｉｎ＞ｔｕｂｕｌｉｎ（图４），

料，本试验也比较了正常投喂扇贝血淋巴中候选内

Ｖｚ／Ｖｓ＝０．０５，即宜同时选用ｇａｐｄｈ和ｃｙｔｂ为内

参基因在注射前及注射后五个时间点的表达情况。

参。

６个候选内参基因的表达稳定度由高至低依次为

尽管各候选内参稳定性排序有所差异（图５），

ｇａｐｄｈ＝ｔｕｂｕｌｉｎ＞ａｃｔｉｎ＞ｔｂｐ＞ｅｌｏｎｇ＞ｃｙｔｂ（图３），

但ｇａｐｄｈ和ｃｙｔｂ也适用于研究经饥饿胁迫后温度

且Ｖｚ／Ｖ：一０．０５６，说明该试验体系里同时采用

升高对目的基因表达的影响。

ｇａｐｄｈ和ｔｕｂｕｌｉｎ作为内参能相对准确地对目的基
因表达进行定量。
２．３升温前后血淋巴中候选内参基因的表达稳定
性比较
试验探究了血淋巴中候选基因在升温前及升

万方数据

３讨论
定量分析中，通常研究者会选用管家基因作为
内参，但任何一个管家基因的稳定表达都是相对
的，因此试验体系是否选用了合适的内参基因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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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目的基因表达能否准确定量。目前常用的内参

的基因在另外的试验体系中稳定性则有所改变。

挑选程序主要有ｇｅＮｏｒｍ、ＮｏｒｍＦｉｎｄｅｒ和ｂｅｓｔ—

与其他候选内参相比，作为广泛使用的内参基因之

Ｋｅｅｐｅｒ。ｇｅＮｏｒｍ的核心原理在于：不同试验处理

一的ａｃｔｉｎ，在经饥饿胁迫的鳃、肾、血淋巴中稳定性

或不同细胞中，两个理想的管家基因表达水平的比

最好，在另外３种组织中稳定性稍差；急性感染试

值在所有样品中应当一致，表达水平比值变异度的

验中该基因也体现出较高的稳定性；但升温后，该

增加意味着待测单一或现，两个管家基因表达稳定

基因表达的稳定性不如其他候选基因。说明ａｃｔｉｎ

性下降。该程序将某一管家基因与其他管家基因

表达受温度升高的影响较为明显，升温试验中不宜

表达水平的两两比值经对数变化后，计算其平均标

被用作内参。ｇａｐｄｈ也是一种常用的内参基因，经

准差作为基因表达稳定度的平均值Ｍ，对所有候选

饥饿胁迫后，各组织中ｇａｐｄｈ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管家基因的表达稳定度进行排序，并对标准化因子

在急性感染和升温试验中，却表现出了最高的稳定

进行配对差异分析来判定所需管家基因的最适数

性，可见ｇａｐｄｈ受菌刺激和升温变化的影响较小，

目［，３，１ｓ３。该程序选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参。而不是

此类试验条件下，使用ｇａｐｄｈ作为内参之一，能够

传统使用单一内参，对校正系统偏差更有效，得到

对目的基因的表达比较准确地定量。此外，ｔｕｂｕｌｉｎ

国内外学者认可，被广泛应用于内参筛选和相关研

在饥饿胁迫前后及急性感染后表达稳定性较好，升

究。

温对该基因表达的影响则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ｇｅＮｏｒｍ将０．１５设为取舍值来

对于试验数据，本研究只采用了ｇｅＮｏｒｍ程序

确定选用内参基因的数目，但其使用指南明确指出

进行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行采用其他方法分

０．１５不能作为严格的标准。本研究中饥饿后的血

析则能更全面地提供信息。总之，定量ＰＣＲ中，研

淋巴、肾、闭壳肌中出现了％ｎ＋，＞Ｏ．１５的情况，一

究者有必要使用科学的方法筛选出适用的内参基

定程度上体现饥饿对候选基因的表达产生了影响。

因用于目的基因的标准化，从而对目的基因表达准

此外，本研究在预试验中发现选取的６个候选内参

确定量。

在正常投喂贝各种组织间的配对差异分析值大于
０．１５，分析可能是因为选取的６种组织的细胞组成
类型和比例不同及试验中的候选基因有限所致。
在一项关于人类卵巢肿瘤中内参选择的研究中，候
选内参基因配对差异分析值也大于０．１５，该研究指
出，内参基因的表达会受组织类型及诸如患者年
龄、肿瘤阶段等生理和病理因素的影响［１妇；在另一
项针对内参基因在猫的牙（牙根、牙冠）、心（左心
室）、肾、肝、肺和乳腺组织里表达稳定性的研究中，
发现候选的１０个内参基因中，同时选用６个才能
对检测的所有组织进行最佳标准化，而此时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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