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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遗传转化体系建立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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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ｕｎｇｅ) 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大宗中药材ꎬ 主要活性成分丹参酮和丹酚酸被广泛用

于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ꎮ 建立高效、 稳定的遗传转化体系ꎬ 对丹参进行定向改良ꎬ 为丹参酮和丹酚酸类成分工
业化生产及丹参药材产量与质量提高提供了可能ꎮ 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ꎬ 对丹参遗传转化方法进行了系统总
结ꎬ 从外植体、 培养基、 菌液浓度等影响丹参遗传转化因素方面进行综述ꎮ 对近 ５ 年丹参遗传转化研究的关键
酶基因和转录因子进行归纳ꎬ 并对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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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

植物遗传转化是利用重组 ＤＮＡ 等技术ꎬ 将外

导法、 基 因 枪 法、 电 激 法、 超 声 法、 显 微 注 射

源基因导入植物细胞使其与受体染色体整合并稳定

法、 花粉管通道法和脂质体法等ꎮ 其中ꎬ 农杆菌

遗传或表达的过程ꎬ 是开展基因工程的核心ꎮ 通过

介导法是目前丹参遗传转化中最主要、 最常用的

基因工程技术ꎬ 在中药领域可以提高药用植物的产

方法ꎮ

量ꎬ 改善药材的品质ꎬ 增强抗逆性ꎬ 保障药材生

农杆菌介导法是以农杆菌为媒介ꎬ 侵染外植

产ꎻ 调控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和积累ꎬ 增加药用植

体后将其 Ｔ￣ＤＮＡ 转移并整合到植株基因组中ꎬ 具

物中活性物质的含量ꎻ 打破育种界限ꎬ 缩短育种年

有转化率高且稳定性好的优点ꎮ 整合或插入基因

限ꎬ 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１]

ꎮ 目前ꎬ 通过

遗传转化技术ꎬ 在黄花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Ｌ.) 中
过表达 ＡａＡＤＳ 基 因 可 以 显 著 提 高 青 蒿 素 的 含
量 [２] ꎻ 在丹 参 (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ｕｎｇｅ) 中 过 表
达 ＳｍＥＲＦ１ 可以提高其耐盐性

[３]

ꎮ 因此ꎬ 对遗传

转化体系进行优化ꎬ 提高植物的遗传转化效率ꎬ 对
药用植物开展基因工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丹参为唇形科多年生草本ꎬ 其根部药用历史悠
久ꎮ 丹参酮和丹酚酸类成分是丹参的主要活性成
分ꎬ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效果

在植株各组织器官里能够特异性表达ꎬ Ｔ￣ＤＮＡ 区
能插入长达 ５０ ｋｂ 的外源 ＤＮＡ 片段ꎬ 外源基因不

易发生甲基化和转基因沉默 [９] ꎮ 目前发现的能够
在生物之间转移 ＤＮＡ 的仅有农杆菌ꎬ 其中以根癌
杆菌(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和发根农杆菌
(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 [１０－１４] 最 为 常 用ꎮ 本

文对丹参遗传转化中两种介导方法在质粒类型、 外
植体材料、 菌株类型、 转化产物等方面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比较分析( 表 １) ꎮ

根癌农杆菌介导的转化方法主要有整体植株接

ꎮ 丹参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中药材ꎬ 也是开

种共感染法、 叶盘转化法、 原生质体转化法ꎮ 由于

遗传转化技术开展丹参基因工程研究过程中仍存在

菌转化最常用的方法 [１５] ꎮ 发根农杆菌介导的遗传

显著

[４]

展药用植物基因工程研究的模式植物ꎮ 目前ꎬ 通过

叶盘转化法操作简单、 重复性高ꎬ 为丹参根癌农杆

一些问题ꎮ 丹参中次生代谢产物仍以丹参原料提取

转化具有生长迅速ꎬ 培养时不需添加外源激素等优

为主ꎬ 虽然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等一些工业化方式

点ꎬ 大幅度缩短了遗传转化周期ꎬ 因而成为现阶段

扩大生产ꎬ 但尚不能大量获得ꎬ 并且其遗传转化效

丹参次生代谢和基因工程研究的主要方法ꎮ 目前ꎬ

率也 不 稳 定ꎮ 李 雯 瑞

[５]

研究发现过表达丹参

研究人员以农杆菌介导的转化方法ꎬ 先后开展了构

ＳｍＧＲＡＳ１ ~５ 基因的转化效率在 ６０％ ~ ８０％ꎻ 王

建和优化丹参遗传转化体系的研究ꎬ 并取得了一定

瑞红

[６]

的研究表明过表达 ＳｍＰｓｂＤ 基因的转化效

率仅为 １５％ꎮ 丹参遗传转化过程周期长ꎬ 在发根
农杆菌介导的叶盘法遗传转化中ꎬ 约 １４ ｄ 才开始
长 出 毛 状 根 [７] ꎬ 而 黄 芩 (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１０ ｄ 就可以发出毛状根ꎬ 缩短了遗传转化
的时间

[８]

ꎮ

因此ꎬ 开展丹参体内次生物质生物合成途径和

的进展( 表 ２) ꎮ

２

影响农杆菌介导的丹参遗传转化的因素
当前ꎬ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成功构建了农杆菌介

导的丹参遗传转化体系ꎮ 然而ꎬ 农杆菌介导的丹参
遗传转化受多种因素制约ꎬ 包括外植体、 培养基组
成、 菌 株 类 型、 菌 液 浓 度、 侵 染 时 间 以 及 抗 生

调控机制研究ꎬ 是改良丹参品质ꎬ 提高次生物质含

素等ꎮ

量的有效手段ꎮ 而建立高效、 稳定的遗传转化体系

２ １

外植体

则是实现丹参次生代谢物质调控研究和品质改良的

成功建立遗传转化体系的首要条件是正确选择

前提和基础ꎬ 也是丹参基因工程研究的重要环节ꎮ

外植体ꎬ 明确受体细胞的转化能力是选择外植体的

本文对丹参遗传转化方法以及影响丹参遗传转化的

依据ꎮ 外植体的转化能力、 所处的发育阶段以及种

因素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ꎬ 并对未来的研究重点进

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遗传转化的效率ꎮ 通常要求

行了展望ꎮ

建立遗传转化体系的外植体要幼嫩、 增殖能力强且

１

处于萌动期ꎬ 因为这时候的外植体分裂能力强ꎬ 更

丹参遗传转化方法

易于转化ꎬ 而且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只发生在很

植物遗传转化方法有农杆菌介导法、 ＰＥＧ 介
短的时期内ꎬ 一般只有处于分裂周期的 Ｓ 期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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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根癌农杆菌与发根农杆菌介导的丹参遗传转化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区别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根癌农杆菌介导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

发根农杆菌介导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

质粒类型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ｔｙｐｅ

Ｔｉ 质粒

Ｒｉ 质粒 [１３]

外植体材料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多为叶片

叶片、茎、子叶、愈伤组织ꎬ下胚轴等

菌株类型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ｙｐｅ

ＬＢＡ４４０４、ＥＨＡ１０５、ＧＶ３１０１ 等

Ｃ５８Ｃ１、ＡＴＣＣ１５８３４、Ｋ５９９

菌种类型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ｙｐｅ

根瘤菌

发根瘤菌

最终产物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植株

毛状根

转化产物表型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生长旺盛ꎬ根系发达

白色绒毛、多根毛、多分支、无向地性 [１４]

抗生素使用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ｕｓｅ

卡那霉、头孢噻肟ꎬ
潮霉素等

卡那霉、头孢噻肟ꎬ潮霉素等

转化过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无菌叶片→根癌农杆菌侵染→共培养 ２ ~３ ｄ→选择
培养及芽分化→生根培养→再生植株→固体培养

无菌叶片→发根农杆菌侵染→共培养 ２ ~３ ｄ→
选择培养及毛状根形成→液体悬浮培养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技术成熟、成功率高、效果好ꎬ能产生瞬时和稳定的
转化ꎬ整合效率高 [１０]

毛状根可在在无激素培养基上生长ꎬ且生长迅
速ꎬ避免根癌农杆菌介导嵌合体产生 [１１ꎬ １２]

形成最终产物的时间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３ ~４ 周

２ 周左右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易产生嵌合体ꎬ转化植株的再生需使用外源激素ꎬ费
力费时

诱导产生的毛状根难以转化成形态正常的再生
植株

外源基因转化能力ꎮ 已分化的组织细胞的转化能

２ ２

菌株类型、 菌液浓度及侵染时间

力与其发育程度有关ꎬ 一般来说ꎬ 发育晚期的组

农杆菌的侵染能力随不同菌株的类型有着明显

织细胞转化能力较差ꎬ 甚至会丧失转化能力ꎻ 发

差异ꎮ 在一定范围内ꎬ 菌液浓度越高转化率就越高ꎬ

育早期的组织细胞转化能力较强ꎮ 目前ꎬ 应用丹

但菌液浓度过高会伤害外植体ꎬ 且造成除菌培养阶

参叶片作为外植体时ꎬ 使用率最高的是丹参的第

段农杆菌不易控制ꎮ 不同类型的外植体对菌液侵染

２ 轮叶片ꎬ 分生能 力 强 且 生 长 最 为 旺 盛ꎮ 张 换 样

时 间 的 要 求 也 不 同ꎮ 周 伟 等[１８] 以 发 根 农 杆 菌

等 [１６] 的研究表明ꎬ 丹参叶龄在 ７ ~１４ ｄ时ꎬ 叶片

Ｒ１６０１、 Ａ４、 Ｃ５８Ｃ１ 为实验菌株ꎬ 以叶片、 叶柄、

的分化效 率 最 高ꎬ 叶 龄 超 过 １４ ｄ 的 叶 片 分 化 率

茎段为外植体ꎬ 研究了菌液浓度对丹参毛状根转化

降低ꎮ 此外ꎬ 不同种类外植体的转化率也有较明

效率的影响ꎬ 发现应用发根农杆菌 Ｃ５８Ｃ１ 侵染叶

[ １７]

通过研究外植体类型对

片ꎬ 菌液浓度 ＯＤ６００ 为 ０４ 时的转化效率最高ꎮ 张夏

农杆菌诱 导 丹 参 毛 状 根 的 影 响 发 现 叶 片 比 茎 和

楠等[１９] 对丹参外植体农杆菌侵染时间进行优化研究ꎬ

显的差异ꎬ 刘晓 艳 等

叶柄更 适 合 做 外 植 体ꎻ 张 换 样 等 [ １６] 以 １４ ｄ 叶

发现外植体侵染 １０ ｍｉｎ 时诱导效果最佳为 ６３３％ꎬ

龄丹参的 叶 柄、 茎 段 和 叶 片 为 外 植 体 时 发 现ꎬ

时间越长诱导率越低ꎬ 侵染２０ ｍｉｎ时仅为 １３３％ꎮ 蔡

以丹参 叶 柄 作 为 外 植 体 的 分 化 率 高ꎬ 分 化 速 度

媛等[２０] 的研究表明ꎬ 农杆菌菌液浓度 ＯＤ６００ 为 １０ꎬ

更快ꎮ

侵染时间为 ５ ｍｉｎ 时毛状根的诱导率最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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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

叶片

叶片

丹参

丹参

丹参

叶片、茎

叶片

白花丹参

‘ 商洛’ 丹参

叶片

叶片、茎

紫 花 丹 参 ９９￣３
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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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根癌农杆菌

２

发根农杆菌

发根农杆菌

发根农杆菌

发根农杆菌

根癌农杆菌

根癌农杆菌

根癌农杆菌

根癌农杆菌

菌种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农杆菌

１０

ＯＤ６００ ＝ ０.８

ＡＴＣＣ１５８３４

３０

３０

ＯＤ６００ ＝ ０.５

Ｃ５８Ｃ１

ＯＤ６００ ＝ ０.５

ＡＳ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２５

ＯＤ６００ ＝ ０.５

Ｃ５８Ｃ１

ＡＣＣＣ１００６０

ＡＳ １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ＯＤ６００ ＝ ０.４~０.６

ＥＨＡ１０５

ＭＳ 培养基

ＭＳ 培养基

ＭＳ 培养基

ＭＳ 培养基

１５

２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３

１

ＮＡＡ ０.１ ｍｇ / Ｌ ＋ ６－ＢＡ
１.０ ｍｇ / Ｌ ＋ ＡＳ ３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ＯＤ６００ ＝ ０.５

２

３

６.６ μｍｏｌ / Ｌ ＢＡＰ ＋ ０.５ μｍｏｌ / Ｌ
ＮＡＡ
２.０ ｍｇ / Ｌ ６－ＢＡ

共培养
时间 / ｄ
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共培养添加物
Ｃ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ＥＨＡ１０５

１５

３０

侵染时间 / ｍ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５

ＯＤ６００ ＝ ０.６

ＯＤ５８０ ＝ ０.４

菌液浓度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Ｄ６００ ＝ ０.６

ＧＶ３１０１

ＥＨＡ１０５

ＥＨＡ１０５

菌株
Ｓｔｒａｉｎ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表 ２ 农杆菌介导的丹参遗传转化研究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２

２

叶 片、 茎、 叶
柄、根

叶片、叶柄

１

外植体
Ｅｘｐｌａｎｔ

白花丹参 ｂｈ２￣７

‘ 商洛’ 丹参

基因型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预培养
时间 / ｄ
Ｐ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Ｔａｂｌｅ ２

卡那霉素 ３０ [２８]

头孢噻肟 ４００ [２７]

头孢噻肟 ５００ [２６]

头孢噻肟 ４００ [２５]

头孢噻肟 ５００ [２４]

卡那霉素 ３０ [２３]

卡那霉素 ３０ [２２]

大观霉素 ５０ [２１]

卡那霉素 ６０ [１４]

抗生素及其浓度 / ｍｇ / 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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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众多转化方案的比较ꎬ 发现在外植体、

过度生长产生污染ꎮ 因此ꎬ 要求在培养基中添加的

培养基、 抗生素的选用上基本一致ꎮ 在已有的报道

抑菌性抗生素既能有效抑制农杆菌生长又不影响植

中ꎬ 遗传转化体系构建过程的外植体多为叶片ꎬ 相

物细胞正常发育ꎮ 为合理使用抗生素ꎬ 就需对抗生

较于其他类型外植体ꎬ 稳定而且出愈率和转化率都

素种类及其浓度进行敏感性测定ꎮ 在丹参农杆菌介

较高

[１４ꎬ １５ꎬ ２２－２８]

ꎮ 常用的基础培养基主要是 ＭＳ 培

养基ꎬ 因其无机盐与离子的浓度较高ꎬ 成为较为稳
定的平衡培养液ꎬ 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外植体的培养
中

[２３ꎬ ２６－２８]

ꎻ 目前ꎬ 卡那霉素和头孢噻肟是应用最

多的两种抗生素ꎬ 卡那霉素浓度多为 ３０ ~５０ ｍｇ /
Ｌ

ꎬ 头 孢 噻 肟 浓 度 多 为 ３００ ~ ５００ ｍｇ / Ｌꎬ

[２２ꎬ ２３ꎬ ２８]

导的遗传转化中ꎬ 目前多用头孢噻肟( ５００ ｍｇ / Ｌ)
和特美汀(３００ ｍｇ / Ｌ) ꎬ 抑菌效果较好 [５ꎬ ２９ꎬ ３０ꎬ ３２] ꎮ

２ ５

植株再生

植株再生是农杆菌介导的丹参遗传转化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ꎮ 植物的基因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植
物离体再生的难易ꎮ 兰英等 [３３] 的研究发现ꎬ 川丹

浓度太高则会抑制外植体及愈伤组织的正常生长ꎬ

参、 山东丹参以及河南丹参的再生率不同ꎬ 最高的

因此ꎬ 在构建体系过程中ꎬ 应进行抗生素适宜浓度

可达 ６４％ꎬ 最 低 的 只 有 ３７％ꎮ 刘 冬 青 [３４] 研 究 发

的筛选ꎬ 从而最大程度上提高遗传转化的效率ꎮ

现ꎬ 不同品系的丹参毛状根的诱导率也不同ꎬ Ｄ２１

２ ３

品系最高诱导率可达 ８５ ６％ꎬ 最低的为 Ｄ７ 品系ꎬ

培养条件
共培养、 培养基的选择以及外源添加物对遗

诱导率仅为 ４ ４％ꎮ 同时以白花丹参的叶片、 茎段

传转化的效果也具有重要影响ꎮ 农杆菌介导的遗

和茎尖进行再生实验时ꎬ 成活率最高的外植体材料

传转化关键之一在于共培养ꎬ 共培养能够增加外

是茎尖ꎬ 在灭菌 １０ ｍｉｎ 的条件下可达 ８５％以上ꎻ

植体与农杆菌的接触ꎬ 促进 Ｔ￣ＤＮＡ 转移到外植体

其次是叶片ꎬ 成活率为 ７０％以上ꎻ 最低的是茎段ꎬ

基因 组 中ꎬ 张 林 甦 等

[２２]

通 过 实 验 发 现ꎬ 共 培 养

１ ｄ 的出芽率高于共培养 ３ ｄ 的出芽率ꎬ 且转基

成活率只有 ６０％[３５] ꎮ 因此ꎬ 进一步优化再生系统

对建立高效的丹参遗传转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因阳性 率 并 未 降 低ꎬ 大 大 缩 短 了 遗 传 转 化 的 周

意义ꎮ

期ꎮ 培养基选择对建立一个高效的遗传转化体系

３

也是非常重要的ꎬ 一般是在了解基本培养基类型

近 ５ 年来导入丹参的目的基因及其功能

和特点基础上ꎬ 根据植物材料的生理特性、 增殖

近年来ꎬ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ꎬ 越来越

特点、 栽培条件及品种类型等ꎬ 确定培养基的成

多的基因被转入丹参中ꎬ 通过对其进行过表达或敲

分和浓度以及植物激素的类型和浓度ꎮ 目前ꎬ 在

除ꎬ 从而达到了一定的调控目的ꎬ 主要包括调控丹

丹参遗传转化中ꎬ 以 ＭＳ 和 １ / ２ ＭＳ 培 养 基 为 主
要培养基

[５ꎬ ２９ꎬ ３０]

ꎮ 在基础培养基中添加适量的外

源物能够促进转化效率的提高ꎮ 如酚类化合物乙酰

参活性成分及增强抗性的基因( 表 ３) ꎮ

４

丹参遗传转化的发展前景和展望

丁香酮ꎬ 尤其在发根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中应用

借助转基因等基因工程技术改良中药品质问题

广泛ꎬ 能够促进 Ｔ￣ＤＮＡ 上 Ｖｉｒ 基因的活化和高效

是科学技术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的新思路ꎬ 也是培

表达ꎬ 因此确定最优乙酰丁香酮浓度也可以提高丹

育新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ꎮ 转基因技术在丹参品种

[１８]

的研究表明ꎬ 丹参遗

选育和基因功能验证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广阔ꎬ 而建

传转化过程中添加乙酰丁香酮浓度为４００ μｍｏｌ / Ｌ

立高效、 稳定的遗传转化体系是转基因技术顺利实

时ꎬ 转化效率最高ꎻ 此外褐化也是丹参遗传转化过

现的重要基础ꎮ

参遗传转化效率ꎬ 周伟等

程中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ꎬ 往往是由丹参外植体材

目前ꎬ 人们围绕丹参遗传转化开展了大量的研

料在受伤后分泌的多酚类物质造成ꎬ 低浓度的抗氧

究工作ꎬ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 为提高丹参体内活性

化物如抗坏血酸( ＶＣ) 和活性炭ꎬ 对抑制褐化有较

物质含量、 实现活性物质工业化生产、 改良丹参性

好的效果
２ ４

[３１]

ꎮ

抗生素选择
抗生素敏感实试验是建立遗传转化体系的关键

状和培育新品种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农杆菌介导
法使用频率最高ꎬ 相对比较成熟ꎬ 但也存在着侵染
对象主要限制在双子叶植物ꎬ 具有周期长、 操作复

杂、 诱导再生植株难度大ꎬ 侵染后的外植体在再生
环节ꎬ 主要是为在外植体除菌培养阶段防止农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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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３
基因类别
Ｇｅｎ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ＨＬＨ

ＭＹＢ

ＭＹＣ

４２３

表 ３ 近 ５ 年以来丹参遗传转化的主要基因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基因名称
Ｇｅｎｅ
ｎａｍｅ

过表达 / 敲除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抑制毛状根丹参酮和酚酸积累 [３６]

ＳｍｂＨＬＨ３

过表达

ＳｍｂＨＬＨ９２

过表达

ＳｍｂＨＬＨ１４８

过表达

ＳｍｂＨＬＨ１０

过表达

ＳｍｂＨＬＨ５１

过表达

ＳｍｂＨＬＨ５２

敲除

ＳｍＭＹＢ９８

过表达

ＳｍＭＹＢ１１１

过表达

提高迷迭香酸和丹酚酸 Ｂ 含量 [４２]

ＳｍＭＹＢ９ｂ

过表达

提高 １５ꎬ１６￣二氢丹参酮Ⅰ、１ꎬ２￣二氢丹参酮、丹参酮酸甲酯、隐丹参酮、丹参酮Ⅰ、１ꎬ２￣二氢
丹参酮Ⅰ和丹参酮ⅡＡ 含量 [４３]

ＳｍＭＹＢ３６

过表达

ＳｍＰＡＰ１

过表达

提高丹参酮( 二氢丹参酮Ⅰ、隐丹参酮、丹参酮Ⅰ和丹参酮Ⅱ Ａ) 、酚酸( 迷迭香酸和丹酚酸
Ｂ) 、总酚和总类黄酮含量 [４４]

提高迷迭香酸、丹酚酸 Ｂ、总酚和总黄酮含量 [４５]

ＳｍＭＹＣ２

过表达

提高酚酸( 迷迭香酸和丹酚酸 Ｂ) 、总酚和总黄酮含量 [４６]

ＳｍＭＹＣ２ａ 和
ＳｍＭＹＣ２ｂ

敲除

ＳｍＪＭＴ

过表达

ＳｍＪＡＺ８

过表达

ＳｍＪＡＺ９

过表达

ＬｅＰＳ

过表达

抑制丹参酮和酚酸积累 [３７]

提高丹参酮Ⅰ、二氢丹参酮Ⅰ、隐丹参酮和咖啡酸、迷迭香酸、丹酚酸 Ｂ 含量 [３８]

提高丹参酮含量 [３９]

提高迷迭香酸和丹酚酸 Ｂ 和总黄酮含量 [４０]

降低迷迭香酸、丹酚酸 Ｂ、总黄酮和花色苷含量 [３９]
提高丹参酮和酚酸含量 [４１]

降低丹参酮( 丹参酮Ⅰ、二氢丹参酮Ⅰ、丹参酮ⅡＡ、隐丹参酮) 、酚酸( 丹酚酸 Ａ 和丹酚酸
Ｂ) 和中间产物( Ｌ￣苯丙氨酸、高尿酸、迷迭香酸) 含量 [４７]
提高酚酸( 迷迭香酸和丹酚酸 Ｂ) 以及总酚和总黄酮的含量 [４８]

茉莉酸生
物合成 /
信号基因

碳代谢基
因

ＳｍＳｎＲＫ２.３

过表达

ＳｍＳｎＲＫ２.６

过表达

提高酚酸( 迷迭香酸和丹酚酸 Ｂ) 含量 [５２]

ＳｍＧＡＳＡ４

过表达

促进生长( 更大的主根ꎬ更多和更长的侧根) ꎻ增强了对盐、干旱和多效唑的耐受性ꎻ促进对
ＧＡ３ 的反应 [５３]

激素调节
基因
其他基因

ＳｍＫＳＬ

过表达

ＳｍＧＲＡＳ３

过表达

调节 ＪＡ 诱导丹参毛状根中丹酚酸和丹参酮生物合成的核心抑制物 [４９]

降低丹参酮含量ꎬ敲除此基因则具有相反作用 [５０]

提高丹参酮( 丹参酮Ⅰ、丹参酮ⅡＡ 和隐丹参酮) 和茉莉酸酯含量ꎬ增强了抗虫性 [５１]
酚酸含量无变化 [５２]

提高丹参酮含量 [５４]

负响应 ＧＡ 信号ꎬ同时促进丹参酮生物合成 [５５]
Ｘｉａｏ 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Ｗꎬ Ｌｏｎｇ ＹＸꎬ Ｃｈｅｎ ＪＪꎬ Ｘｉｅ Ｘ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

阶段除菌比较困难等缺点ꎮ 此外ꎬ 次生物质合成路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ａＡＤＳ ｇｅ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径复杂ꎬ 人工调控效率受诸多因素影响ꎬ 致使丹参

ｔｒｉｃｈｏｍ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ｎｉｎ

遗传转化效率仍然不高ꎮ 遗传转化方法和再生体系
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ꎬ 以满足我国转基
因丹参新品培育和功能基因研究的深入开展ꎮ

[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９ ( １６ ) : ５３８９ －
５３９７.

[ ３]

化文平ꎬ 李世强ꎬ 孔维维ꎬ 李翠芹. 过表达 ＳｍＥＲＦ１ 提高了
丹参耐盐性 [ Ｊ] . 基因组学与 应用生物学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０ ( ４) :

参考文献:

１７８６－１７９２.

[ １]

ＳｍＥＲＦ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ａ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Ｈｕａ ＷＰꎬ Ｌｉ ＳＱꎬ Ｋｏｎｇ ＷＷꎬ Ｌｉ ＣＱ.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张照亮ꎬ 任露露ꎬ 颜小梅ꎬ 聂昕茹ꎬ 杨天元. 茶树离体再生和
遗传转化的 研究进展 [ Ｊ] . 安徽农业 大学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８

(５) : ７３８－７４３.

Ｚｈａｎｇ ＺＬꎬ Ｒｅｎ ＬＬꎬ Ｙａｎ ＸＭꎬ Ｎｉｅ ＸＲꎬ Ｙａｎｇ 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０ ( ４ ) : １７８６ －
１７９２.

[ ４]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
[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８(５) : ７３８－７４３.

肖楠ꎬ 张学文ꎬ 龙炎杏ꎬ 陈金军ꎬ 谢心ꎬ 等. 黄花蒿腺毛细胞

[５]

中过表达 ＡａＡＤＳ 基因显著提高青蒿素含量[ Ｊ] . 分子植物
育种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９(１６) : ５３８９－５３９７.

Ｓｕ ＣＹꎬ Ｍｉｎｇ ＱＬꎬ Ｒａｈｍａｎ Ｋꎬ Ｈａｎ Ｔꎬ Ｑｉｎ ＬＰ.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
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ｕｓｅｓꎬ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ａ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３(３) : １６３－１８２.

李雯瑞. 丹参 ５ 个 ＳｍＧＲＡＳ 转录因子在调控丹参酮类和酚
酸类物质合成中的功能[ Ｄ] .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２０２０:
６１－８６.

[ ６]

王瑞红. 过表达 ＳｍＰｓｂＤ 对丹参光合作用和酚类化合物生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４２４

物合成的影 响 作 用 研 究 [ Ｄ] . 杨 凌: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ꎬ

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Ｂｏ￣

２０２０: ２８－３５.
[７]

谈荣慧ꎬ 张金家ꎬ 赵淑娟. 丹参毛状根的诱导及培养条件的
优化[ Ｊ] . 中国中药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９(１６) : ３０４８－３０５３.

Ｔａｎ Ｒ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Ｊꎬ Ｚｈａｏ ＳＪ. Ｏｐｔｉｍａ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９

[ ８]
[ ９]

[１０]

(１６) : ３０４８－３０５３.

郭双双. 发根农杆菌诱导黄芩毛状根的形成与质量研究[ Ｄ] .

[１８]
[１９]

[２０]

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ｄｍｅｎｔ[ Ｊ] . Ｍｏｌ Ｂｒｅｅｄꎬ ２００１ꎬ ７: ２５－３３.

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１１) : １４４－
１４７.

熊换英ꎬ 钟伟光ꎬ 张寿文. 农杆菌介导的植物遗传转化影响
因素研究进展[ Ｊ] .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０( １７) : ９２１４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０(１７) : ９２１４－９２１７.

[２１]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６９( ３) :

１６０７－１６１８.
[２２]

张林甦ꎬ 邵芬娟ꎬ 秦利军. 丹参不同愈伤组织诱导及遗传转
化体系优化[ Ｊ] . 广西植物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１) : １０２－１０８.

周达锋ꎬ 卜学贤. 发根农杆菌 Ｒｉ 质粒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

Ｚｈａｎｇ ＬＳꎬ Ｓｈａｏ ＦＪꎬ Ｑｉｎ ＬＪ.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ｈｏｒｍｏｎ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Ｚｈｏｕ ＤＦꎬ Ｂｕ ＸＸ.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ｉ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

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１９９３ꎬ

[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１) : １０２－１０８.

１０(２) : ２４－３４.

Ｓｈａｒｍａ Ｐꎬ Ｐａｄｈ Ｈꎬ Ｓｈ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Ｎ.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

[２３]

尹 艳ꎬ 张 宏 晨ꎬ 徐 妍 妍ꎬ 高 伟ꎬ 张 夏 楠. 丹 参 ＳｍＩＰＩ 基 因
ＲＮＡ 干扰表达载体构建及遗传转化[ Ｊ] . 生物技术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４) : ３２４－３２９.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

Ｙｉｎ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ＨＣꎬ Ｘｕ ＹＹꎬ Ｇａｏ 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６２－７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ＩＰＩ￣ＲＮＡｉ ｖｅｃｔｏｒ[ Ｊ] .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４) : ３２４－３２９.

ｒｈｉｚｏｇｅｎｅ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ＤＮＡ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 Ｊ]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４(３) : ４０７－４１５.

[２４]

根研究 体 系 及 应 用 方 向 [ Ｊ ] . 中 国 现 代 中 药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１

[ ２５]

ｒｏ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１(１１) : １４７５－１４８１.

庞永奇ꎬ 王梅珍ꎬ 卢善发. 根癌农杆菌注射法介导的丹参遗

传转化体系的建立[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 ２０２２－０４－

[２６]

[２７]

Ｈａｏ ＧＰꎬ Ｓｈｉ ＲＪꎬ Ｔａｏ Ｒꎬ Ｆａｎｇ Ｑꎬ Ｊｉａｎｇ Ｘ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ｏ￣

ｎｉｎｇꎬ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ｓｅ( ＨＤＲ) ｇｅｎｅ ｆｏｒ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ｇｅｎ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ꎬ

Ｌｉｕ ＸＹꎬ Ｗａｎｇ ＷＬꎬ Ｌｉ ＸＪ.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ｃｕｌ￣

(３) : ３１９－３２７.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ｇｅ. ｆ. ａｌｂａ [ Ｊ ]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ｉｏ￣

ｒｈｉｚａ ｗｉｔｈ ｏｅｔｉｏｌｅ ａｓ ｅｘ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Ｔ１

系的优化[ Ｊ] . 西北农业学报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８(６) : １８３－１８６.

Ｋａｉ ＧＹꎬ Ｘｕ Ｈꎬ Ｚｈｏｕ ＣＣꎬ Ｌｉａｏ Ｐꎬ Ｘｉａｏ ＪＢ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ｍｅｔｈｙｌ￣２￣( Ｅ ) ￣ｂｕｔｅｎｙｌ￣４￣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

刘晓艳ꎬ 王渭玲ꎬ 李学俊. 农杆菌 Ｒｉ 诱导丹参毛状根培养体

Ｗｅｉ Ｔꎬ Ｇａｏ ＹＨꎬ Ｄｅｎｇ Ｋ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ＬＰꎬ Ｙａｎｇ Ｍ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 Ｊ] . Ｍｅｔａｂ Ｅ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ＨＹꎬ Ｌｉ Ｊꎬ Ｚｈｕ ＹＨꎬ Ｑｉｎ ＬＸꎬ Ｚｈｕ Ｍ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ａｂ￣

５６(１) : ６６－７１.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７７(７) : １４５６－１４６５.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Ｊ ] . Ｐｌａｎｔ

张换样ꎬ 李静ꎬ 朱永红ꎬ 秦丽霞ꎬ 竹梦婕ꎬ 等. 丹参叶柄遗传
转化体系的建立及 ＥＤＴ１ 基因的导入[ Ｊ] . 甘肃农业大学学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５: ５３.

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ａｐｅｒ.ｅｄｕ.ｃｎ / .

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５６(１) : ６６－７１.

Ｌｉｕ Ｙꎬ Ｙａｎｇ ＳＭꎬ Ｃｈｅｎｇ Ｙꎬ Ｌｉｕ Ｄ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
ｒｈｉｚ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ｒ ｇｅｎｅ [ Ｊ ] . Ａｐｐ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朱智慧ꎬ 晁二昆ꎬ 钱广涛ꎬ 孙伟ꎬ 薛建平ꎬ 等. 药用植物毛状

Ｚｈｕ ＺＨꎬ Ｃｈａｏ ＥＫꎬ Ｑｉａｎ ＧＴꎬ Ｓｕｎ Ｗꎬ Ｘｕｅ ＪＰꎬ ｅｔ ａｌ. Ｈａｉｒｙ

[１７]

Ｃｕｉ ＧＨꎬ Ｄｕａｎ ＬＸꎬ Ｊｉｎ ＢＬꎬ Ｑｉａｎ Ｊꎬ Ｘｕｅ ＪＹ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

前景[ Ｊ] . 植物学通报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０(２) : ２４－３４.

(１１) : １４７５－１４８１.

[１６]

蔡媛ꎬ 钟灿ꎬ 谢芳一ꎬ 沈冰冰ꎬ 张水寒. 基于响应面法对丹参

毛状根诱导条件的优化研究[ Ｊ] . 湖南中医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Ｈｕｎａｎ Ｊｏｕｒ￣

ｌ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Ｅ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 ( １) :

[１５]

培养体 系 的 建 立 及 分 析 [ Ｊ ] . 中 国 中 药 杂 志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７

(１５) : ２２５７－２２６１.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ｏ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１４]

张夏楠ꎬ 崔光红ꎬ 蒋喜红ꎬ 黄璐琦. 丹参转基因毛状根离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１３]

周伟ꎬ 姚倩雯ꎬ 钱忠英. 丹参毛状根诱导条件的优化[ Ｊ] . 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６(２) : ９３－９８.

Ｃａｉ Ｙꎬ Ｚｈｏｎｇ Ｃꎬ Ｘｉｅ ＦＹꎬ Ｓｈｅｎ ＢＢꎬ Ｚｈａｎｇ Ｓ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Ｄａｉ Ｓꎬ Ｚｈｅｎｇ Ｐꎬ Ｍａｒｍｅｙ Ｐꎬ Ｚｈａｎｇ Ｓꎬ Ｔｉａｎ Ｗꎬ ｅｔ ａｌ.

９２１７.

[１２]

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８(６) : １８３－１８６.

(１１) : １４４－１４７.

长春: 吉林农业大学ꎬ ２０１６: １４－２１.

Ｘｉｏｎｇ ＨＹꎬ Ｚｈｏｎｇ Ｗ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Ｓ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 １１]

第 ４０ 卷

植物科学学报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３ꎬ ７０: ２１－３２.
[２８]

Ｌｉ ＷＲꎬ Ｘｉｎｇ ＢＣꎬ Ｍａｏ ＲＪꎬ Ｂａｉ ＺＱꎬ Ｙａｎｇ Ｄ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ＧＲＡＳ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ＧＡ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 Ｊ ] .

Ｉｎ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４４: １１２００４.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第３期
[２９]
[３０]

王宁. ＳｍＨＹ５ 对丹参有效成分生源合成及侧根发育的调控

ＳｍＭＹＢ３６ꎬ ａ ｎｏｖｅｌ Ｒ２Ｒ３￣ＭＹＢ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ｅｎ￣

作用研究[ Ｄ] . 扬州: 扬州大学ꎬ ２０２０: １１－３１.

ｈａｎｃｅｓ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王斌. 丹参 ＳＡＢＡＴＨ 基因家族分子系统进化分析及丹参茉

ａｃｉｄ ｃｏ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 Ｊ ] . Ｓｃｉ

莉酸羧甲基转移酶基因的功能研究[ Ｄ] . 西安: 陕西师范大
学ꎬ ２０１８: ８７－１０２.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何金莲. 丹参组织培养综述[ Ｊ] . 乡村科技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１( ２８) :

[４５]

兰英ꎬ 柳敏ꎬ 严铸云ꎬ 谢惠庆ꎬ 沈晓凤ꎬ 等. 不同地理种源丹
参组培快繁 及 再 生 苗 性 状 差 异 比 较 [ Ｊ] . 江 苏 农 业 科 学ꎬ

[４６]

究[ Ｄ]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ꎬ ２０１６: １７－２２.
亓振翠ꎬ 许明ꎬ 李玉梅ꎬ 高玉民ꎬ 吕雪峰ꎬ 等. 白花丹参组培

Ｚｈａｎｇ ＣＬꎬ Ｘｉｎｇ ＢＣꎬ Ｙａｎｇ ＤＦꎬ Ｒｅｎ Ｍꎬ Ｇｕｏ Ｈꎬ ｅｔ ａｌ.
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

[４７]

１１２１８３.

Ｚｈａｎｇ ＪＨꎬ Ｌｖ ＨＺꎬ Ｌｉｕ ＷＪꎬ Ｊｉ Ａ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ｂＨＬＨ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ｍｂＨＬＨ９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ｂｉｏ￣

２３７－２４６.
[３８]

Ｘｉｎｇ ＢＣꎬ Ｌｉａｎｇ ＬＪꎬ Ｌｉｕ Ｌꎬ Ｈｏｕ Ｚꎬ Ｙａｎｇ ＤＦ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

Ｘｉｎｇ ＢＣꎬ Ｙａｎｇ ＤＦꎬ Ｙｕ Ｈ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Ｂｘꎬ Ｙａｎ ＫＪ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ｂＨＬＨ１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ｂｉｏ￣

[４９]

[５０]

Ｗｕ Ｙ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Ｌꎬ Ｇｕｏ ＸＲꎬ Ｗａｎｇ Ｂꎬ ｅｔ ａｌ. ＡｔＰＡＰ１
ｔｏｒ ｔｏ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Ｈａｏ ＸＬꎬ Ｐｕ ＺＱꎬ Ｃａｏ Ｇꎬ Ｙｏｕ ＤＷꎬ Ｚｈｏ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ｎｓｈｉ￣
ｎ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ｍＭＹＢ９８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Ｊ] . Ｊ Ａｄｖ Ｒｅｓꎬ

Ｐｅｉ ＴＬꎬ Ｍａ ＰＤꎬ Ｄｉｎｇ Ｋꎬ Ｌｉｕ ＳＪꎬ Ｊｉａ Ｙ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ＪＡＺ８

ａｃｔｓ ａｓ ａ ｃｏ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Ｊ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
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Ｊ] . Ｊ Ｅｘｐ Ｂｏ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９(７) : １６６３－１６７８.

Ｓｈｉ Ｍꎬ Ｚｈｏｕ 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Ｌ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Ｘꎬ Ｗａｎｇ ＨＺ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ｅｎ Ｃ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Ｑｉａｋｅｆｕ Ｋ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Ｈａｎ ＬＭ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 ＬｅＰ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ｐｅ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 ５２]

(４１) : ７７６０－７７６９.

Ｊｉａ ＹＹꎬ Ｂａｉ ＺＱꎬ Ｐｅｉ ＴＬꎬ Ｄｉｎｇ Ｋꎬ Ｌｉａｎｇ Ｚ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ＳｍＳｎＲＫ２ ６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ＲＥＢ１[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２１０７ꎬ ８: １３８４.

[５３]

Ｗａｎｇ ＨＢꎬ Ｗｅｉ Ｔ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ＬＰꎬ Ｙａｎｇ Ｍ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ｕｔａｎｔ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ｒｅ￣
ｖｅａｌ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ＧＡＳＡ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Ｌｉ ＳＳꎬ Ｗｕ ＹＣꎬ Ｋｕａｎｇ Ｊꎬ Ｗａｎｇ ＨＱꎬ Ｄｕ ＴＺ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ＭＹＢ１１１ ｉｓ ａ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ＳｍＴＴＧ１ ａｎｄ ＳｍｂＨＬＨ５１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８０６９－８０７８.

Ｚｈａｎｇ ＪＸꎬ Ｚｈｏｕ ＬＢꎬ Ｚｈｅｎｇ Ｘ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Ｊꎬ Ｙ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ＭＹＢ９ｂ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４４]

[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９(１２) : ３７８８.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ｕｎｇｅ [ Ｊ ] . Ｊ Ａｇｒｉｃ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６ꎬ ６４

[５４]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６(８) : １２９７－１３０９.

Ｄｉｎｇ Ｋꎬ Ｐｅｉ ＴＬꎬ Ｂａｉ ＺＱꎬ Ｊｉａ ＹＹꎬ Ｍａ ＰＤ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ｎｔ[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９(７) : ２０８８.

Ｄｅｎｇ ＣＰ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Ｈｕａｎｇ ＦＦꎬ Ｌｕ ＳＪꎬ Ｚｈａｏ Ｌ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ＭＹＢ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
ｄｉｃｉｎａｌ ｈｅｒｂ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 Ｊ ] . Ｊ Ｉｎｔｅｇ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 Ｊ Ａｇｒｉｃ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６ ( ３０ ) :

[ ４３]

Ｗａｎｇ Ｂꎬ Ｎｉｕ ＪＦꎬ Ｌｉ Ｂ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Ｙꎬ Ｈａｎ Ｌ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ＪＭＴ ｉｎｃｒｅａ￣

２０９１９.
[５１]

２０２０ꎬ ２３: １－１２.
[４２]

ｉｒｒｅ￣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

Ｆｒｏ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９: １６８７.
[４１]

ｂｕｔ

ｚｉｍ￣ｄｏｍａ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 Ｊ ] .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６ꎬ ６: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ＳｍｂＨＬＨ５１ꎬ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６: ２２９－２３８.
[４０]

ｐｌａｙｅｄ

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ｂＨＬＨ１４８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ｎｓｈｉ￣
ｒｏｏｔ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１２) : １６８１－１６９２.

ＳｍＭＹＣ２ｂ

２０１６ꎬ ６: ２２８５２.
[ ４８]

ｎｏｎ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３９]

Ｚｈｏｕ ＹＹꎬ Ｓｕｎ Ｗꎬ Ｃｈｅｎ ＪＦꎬ Ｔａｎ ＨＸꎬ Ｘｉ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ＭＹＣ２ａ ａｎｄ

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
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２ ( ３ ) :

Ｙａｎｇ Ｎꎬ Ｚｈｏｕ ＷＰꎬ Ｓｕ Ｊꎬ Ｗａｎｇ ＸＦꎬ Ｌｉ Ｌ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ＭＹＣ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

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ａｉｒｙ ｒｏｏｔｓ [ Ｊ ] .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６９:

[３７]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 Ｏｒｇ Ｃｕｌ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２４(１) : １５１－１６８.

１８０４.

快繁技术 试 验 研 究 [ Ｊ] . 农 业 科 技 通 讯ꎬ ２０２０ ( ４) : １０６ －

ＳｍｂＨＬＨ３ ａｃｔｓ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ｐｕ￣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２０１６ꎬ ４４(１０) : １０３－１０７.

刘冬青. 不同品系丹参毛状根诱导发生及生产效率的比较研

Ｈａｏ ＧＰꎬ Ｊｉａｎｇ ＸＹꎬ Ｆｅｎｇ Ｌꎬ Ｔａｏ Ｒꎬ Ｌｉ Ｙ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ｏｎｉｎｇꎬ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Ｓ.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ｇｅ. ｆ. ａｌｂａ [ Ｊ ] .

刘彩玲. 丹参 ＳｍＣＹＰ９４Ｂ５０ 基因克隆与功能分析[ Ｄ] . 沈
阳: 沈阳农业大学ꎬ ２０２０: ２９－４９.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７ꎬ ７(１) : ５１０４.

ｔａｔｉｖｅ Ｒ２Ｒ３￣ＭＹＢ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９１－９２.

１０８.

[３６]

４２５

周 颖等: 丹参遗传转化体系建立及应用研究进展

[５５]

２０２０ꎬ ６２(１１) : １６８８－１７０２.

Ｌｉ ＷＲꎬ Ｘｉｎｇ ＢＣꎬ Ｍａｏ ＲＪꎬ Ｂａｉ ＺＱꎬ Ｙａｎｇ Ｄ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ＧＲＡＳ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ＧＡ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 Ｊ ] .

Ｉｎ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４４: １１２００４.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 责任编辑: 周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