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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畸形相关转录因子(microphthalmia-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MITF)是一种黑色素

细胞重要的转录因子。本研究通过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的肝脏组织进行转录组测序, 获得
MITF 基因的全长序列, 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中华鳖 MITF 基因 5’和 3’非编码区分别为 32bp 和
175bp, 开放阅读框 1512bp, 编码 503 个氨基酸, 预测蛋白分子质量为 56kDa, 理论等点电为 6.06。
中华鳖 MITF 蛋白二级结构预测显示, α-螺旋(Alpha helix)占 25.37%, 延伸链(Extended strand)占
20.90%, β-转角(Beta-turn)占 7.76%, 无规则卷曲(Random coil)占 45.97%。氨基酸序列多重比对分析
显示, 中华鳖 MITF 基因核苷酸序列与绿海龟、西部锦龟、美国短吻鳄、非洲爪蟾和人的同源性分
别为 93%、93%、85%、58%和 76%。构建进化树分析表明, 中华鳖与西部锦龟、绿海龟 MITF 基因
分子进化距离最近, 亲缘关系最密切。实时荧光定量 PCR 对中华鳖 8 个组织 MITF 基因表达差异性
研究结果表明, 该基因在中华鳖的肌肉表达量最高, 心脏次之, 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 肝脏、脾脏、
肺、肾脏、眼、皮肤等组织表达量相对较少, 显著低于肌肉和心脏。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为研究中华
鳖 MITF 基因在黑色素合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基础, 还有助于了解龟鳖类体色调控的内在
机理, 同时也可为中华鳖等爬行动物的遗传育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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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的皮肤和毛发颜色的形成涉及到黑色

程等各个方面(Gao et al, 1997; Opdecamp et al, 1997;

素细胞的分化和迁移、黑色素的合成和运输生物过程,
椎动物黑色素细胞的发育、迁移、分化及黑色素的合

Hallsson et al, 2004; Steingrímsson et al, 2004; Lang
et al, 2005; Osawa et al, 2005; Wellbrock et al, 2005;
周泓燕, 2015)。其主要通过 MC1R/ASIP/a-MSH 和

成、转运的生物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动物的肤色和毛

Wnt/-Catenin 及 c-Kit/SCF 及 UV 信号通路调控黑色

色形成机制。小眼畸形相关转录因子(microphthalmia-

素的合成(Lee et al, 2011; 张浩等, 2016)。近年来, 特

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MITF)是一种具有典型

异性表达于黑素细胞和黑素瘤细胞的 MITF 基因已成

螺旋-环-螺旋-亮氨酸拉链结构的转录因子, 是黑色

为研究热点, MITF 蛋白不仅在 NCC 分化为黑素细胞

素细胞最重要的转录因子之一。目前有关 MITF 的报

过程中起到重要调控作用, 而且是调控酪氨酸酶

道主要集中在牛、羊、猪、马、鸡等许多物种, 参与

(TYR)基 因 家 族 转 录 最 关 键 的 转 录 因 子 (Hou et al,

生物体的生长、发育、分化和功能调节及色素沉积过

2008)。

其黑色素合成是一个由酶催化的复杂过程。通过对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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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作为我国重要的水产

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用 Mini Elute Gel Extraction

经济爬行动物, 2016 年全国的养殖产量约 35.4 万吨,

Kit (QIAGEN) 切胶回收长度 200—700bp 的条带, 得

产值逾 250 亿元, 已逐渐成为我国渔业品种结构优

到测序用双末端文库。用高通量测序平台 Illumina

化、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品种。中华鳖没有明确

GAⅡx 进行 DNA 双末端测序, 获得原始序列数据。

的亚种分类单元, 因分布广泛导致形成一定的地理

1.2.3

群体, 在外部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李思发等,

seq 原始数据后, 使用 Tophat v2.0.5 与中华鳖基因组

2004)。如中华鳖日本品系背部呈黄绿色, 腹部呈黄白

数据库参考基因组进行比对, 筛选出中华鳖 MITF 基

色, 中心有一块较大的三角形黑色花斑, 四周有若干

因 序 列 信 息 。 使 用 NCBI (https://blast.ncbi.nlm.nih.

对称黑色花斑(何中央等, 2016)。清溪乌鳖则腹部呈

gov/Blast.cgi) Blast 进行同源序列搜索; 蛋白质相似

乌黑或灰黑色, 且能稳定遗传, 是中华鳖遗传育种研

性搜索使用 Blastx 程序(https://blast.ncbi.nlm.nih.gov/

究的良好材料(张永正等, 2008; Zhang et al, 2015a, b,

Blast.cgi); 用 (http://www.bioinformatics.org/sms/orf_

2017; Xu et al, 2016)。中华鳖“浙新花鳖”较日本品系

find. html)分 析 开 放 阅 读 框 并 推 导 氨 基 酸 序 列 ; 用

的腹部黑色花斑更大、黑色斑点更多。中华鳖腹部体

String 软件(https://string-db.org/cgi/ Network.pl)预测

色变异复杂, 如能明确其变异分子机制, 可以通过遗

了与中华鳖 Mitf 相互作用的蛋白质; 用 Protscale 软

传育种手段定向改变中华鳖腹部体色, 形成特定品

件(http://web.expasy.org/ protscale/)预测中华鳖 MITF

种特征, 提高杂交品种/群体的表型一致性, 满足市

蛋 白 疏 水 性 ; 使 用 SOPMA (http://Npsa-pbil.ibcp.

场对高品质商品鳖的需求。但目前尚未见关于中华鳖

frlcgi-bin/npsa_automat.pl?page=npsa_sopma.html) 在

MITF 的 相 关 文 献 报 道 。 本 研 究 通 过 构 建 中 华 鳖

线分析软件, 预测 MITF 基因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使

cDNA 文库和转录组测序, 获得中华鳖 MITF 基因序

用 SWISS-MODEL (http://swissmodel, Expasy.org/)服

列, 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及组织表达差异研究, 为进

务器进行三级结构在线预测; 使用DNAMAN 软件进行氨

一步研究中华鳖 MITF 基因表达的分子机理奠定基础。

基酸序列比对; 用 MAGE6.0 软件构建 NJ 系统进化树。
1.2.4

MITF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组织表达荧光定量 PCR 分析

获得 RNA-

根据中华鳖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用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来源于浙

bellii)等的序列, 用 Primer Premier 5.0 设计引物(表 1),

江清溪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中华鳖日本品系和

同时选择 β-actin 基因为内参基因, 对 MITF 基因表达

清溪乌鳖及其正交种中华鳖“浙新花鳖”, 数量各 10

水平进行均一化,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只, 2 龄, 体质量为 140—400g。分别取心脏、肝脏、

合成。对 8 种组织进行 MITF 基因表达分析, 反应体

脾脏、肺、肾、肌肉、眼、皮肤等 8 种组织, 液氮冷

系 共 20µL, 其 中 cDNA 2µL, 上 下 游 引 物 各 2µL,

冻保存, 用于后续分析。

THUNDERBIRD SYBR qPCR Mix 10μL, 无 RNA 酶

1.2 实验方法
1.2.1 总 RNA 的 提 取

水 4μL。在 LightCycler® 96 上进行定量扩增, 使用试

MITF 基因序列, 参照 GenBank 中中华鳖的近缘物种
绿海龟(Chelonia mydas)、西部锦龟(Chrysemys picta

按 照 RNAiso Plus

剂盒, 反应参数: 预变性 95ºC 600s; 扩增 95ºC 10s,

(TaKaRa, Japan)使用说明书提取总 RNA。用 1.2%琼

56ºC 15s, 72ºC 15s; 共 45 个循环, 溶解 95ºC 10s,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NA 的完整性和丰度, 并检测

65ºC 60s, 97ºC 10s。PCR 扩增完成后对产物进行溶解

RNA 的浓度及 OD 值。

曲 线 分 析 , 2–CT 方 法 进 行 荧 光 定 量 的 数 据 分 析

1.2.2

cDNA 文 库 构 建 及 转 录 组 测 序

采用

Illumina 公司的 RNA Sample Preparation Kit 进行中华
鳖 肝 脏 cDNA 文 库 构 建 。 取 4μg RNA, 用 带 有

(Livak et al, 2001), 用 SPSS16.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和 Dunnect 方法多重比较。

Oligo(dT)的珠子分离纯化其中的 mRNA, 然后将得

2

结果与分析

到的 mRNA 处理成小片段。以 mRNA 小片段为模板,

2.1

用随机引物进行逆转录生成 ds DNA, 末端补平后,

RNA 的提取
提取的中华鳖总 RNA 经 1.5%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在 3'末端加 A, 然后连接接头, 用纯化试剂盒对产物

测, 结果见图 1, 电泳结果表明, 获得的中华鳖 RNA

进行 2 次纯化, 进行 12 个循环的 PCR 扩增, 扩增产

总纯度较高, 无 DNA 污染, 其 28S 和 18S 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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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华鳖 MITF 基因分析用引物
Tab.1 Primers for MITF gene in P. sinensis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

用途

F

CAGTCAGACGCCAGCCATCAAC

qRT-PCR

R

AGCCATTGGACTGTTGGGTGC

β-actin F

GAGACCTGACAGACTACCT

β-actin R

AGGATGATGAAGCAGCAGCAGT

28S : 18S 接近 2 : 1。紫外分光光度检测显示, A280/A260
值为 1.8—2.0, 反转录前浓度调整浓度至 1000ng/µL,

2.2

qRT-PCR

转录组测序结果
利用中华鳖日本品系、清溪乌鳖及中华鳖“浙新

花鳖”肝脏组织的 RNA, 分别构建了 3 个转录组的

符合后续实验。

cDNA 文库。经转录组测序后, 三个文库分别产生了
53143118、56219804 和 58720302 个 raw reads, 分别
发现 7282026、7942102 和 8565638 个 reads, 得到高
质量的 clean 数据共 14.43Gb 用于比对分析, 结果见
表 2 和表 3。本 研 究对 三种 中 华鳖 转录 组 数据 中
Unigenes 色素相关的基因的表达量进行分析, 结果显
示在清溪乌鳖和中华鳖“浙新花鳖”黑色素表达相达
量 Top10 的基因中, 绝大部分富集于酪氨酸代谢通路
和黑色素合成通路, 说明这些基因可能都参与了中华
图1

鳖黑色皮肤细胞活动和黑色素形成。同时, 这些基因

中华鳖 RNA 电泳图

Fig.1

中表达上调较高的为酪氨酸酶相关基因、小眼畸形相

RNA of P. sinensis

关转录因子基因、溶酶体转运调节蛋白基因等基因。

注: M 为 DL2000

表2

原始数据产出情况一览表

Tab.2

List of raw data outputs

样品

原始序列

原始序列碱基数

有效序列

有效序列碱基数

有效碱基比例

中华鳖日本品系

53143118

5367454918

45861092

4631970292

86.3%

清溪乌鳖

56219804

5678200204

48277702

4876047902

85.90%

中华鳖“浙新花鳖”

58720302

5930750502

50154664

5065621064

85.4%

Tab.3

表 3 转录组数据比对结果统计
The mapped results of transcription data
仅匹配到一个
单一匹配率 重复匹配率
位置的读数

样品

有效读数

有效碱基数

匹配读数

匹配率

中华鳖日本品系

45861092

4631970292

38193853

83.3%

26641286

69.8%

30.2%

0.3%

清溪乌鳖

48277702

4876047902

38654927

80.1%

26173303

67.7%

32.3%

0.4%

中华鳖“浙新花鳖”

50154664

5065621064

40784302

81.3%

28305678

69.4%

30.6%

0.4%

2.3 MITF 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2.3.1 序列同源性分析
转录组测序获得的中华

误判率

鳖 MITF 基因序列信息, 翻译氨基酸信息见图 2。与
西部锦龟 Chrysemys picta bellii (XM_008179493.1)、

3期

田儒品等: 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MITF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及表达差异研究

图2
Fig.2

665

中华鳖与其他物种的 MITF 氨基酸序列比对

Alignment of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P. sinensis MITF and other vertebrates

绿海龟 Chelonia mydas (XM_007061484.1)、美国短吻

分别为 93%、93%、85%、58%和 76%。

鳄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XM_019499760.1)、非洲

2.3.2

爪 蟾 Xenopus laevis (NM_001100277.1)、 人 Homo

SOPMA 在线分析软件, 预测中华鳖 MITF 的二级结

sapiens (XM_017006444.1)等 5 个物种相比, 同源性

构, 如图 3。结果显示: α-螺旋(Alpha helix)占 25.37%,

中华鳖 MITF 蛋白二、三级结构预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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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链(Extended strand)占 20.90%, β-转角(Beta-turn)

鳖 MITF 蛋白质三级结构, 如图 4。如图所示此基因

占 7.76%, 无规则卷曲(Random coil)占 45.97%。使用

有明显的 α-螺旋(Alpha helix)结构, 这可能就是中国

SWISS-MODEL 三级结构在线预测服务器预测中国

鳖 MITF 基因的功能位点。

图3
Fig.3

中华鳖 Mitf 蛋白二级结构预测

The predicted protein secondary structure of P. sinensis MITF gene

图5
图4
Fig.4

2.3.3

中华鳖 Mitf 蛋白三级结构模式图

The tertiary structure ideograph of P. sinensis MITF gene
protein

MITF 蛋白相互作用

利用 String 软件预测

了与中华鳖 MITF 相互作用的蛋白质, 搜索条件限制
在 11 个蛋白质, 其中与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1(MAPK1)的关系最密切(图 5)。
2.3.4

MITF 蛋白亲水性预测

根据 Protscale 软件

预测中华鳖 MITF 蛋白亲/疏水性, 第 49、50 位氨基
酸同处亲/疏水性分值最高点, 表明 C 端含有 1 个强
的疏水区域; 位于第 232 位的分值最低, 表明 N 端
含有 1 个强的亲水区域(图 6)。

Fig.5

2.3.5

中华鳖 MITF 蛋白相互作用预测

Predicte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of the P. sinensis
MITF

系统进化树的构建及系统发育分析

利用

GenBank 数据, 开展中华鳖等 11 种动物的 MITF 基因
系统发育分析, 用 MEGA6.0 软件进行比对, 构建进
化树见图 7。由图 7 可见, 11 个物种可明显分为四大
类, 第一大类为龟鳖类, 西部锦龟 Chrysemys picta
bellii (XM 008179493.1)和绿海龟 Chelonia mydas
(XM 007061484.1)先聚为一小分支后与中华鳖聚成
一类; 第二类为鳄类, 美国短吻鳄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XM 019499760.1)和印度鳄 Gavialis
gangeticus (XM 019504773.1)先聚为一小分支后与河
口鳄 Crocodylus porosus (XM 019536665.1)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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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_009670021.1)聚在一起; 第四类为高等鸟类, 白
尾 鹲 Phaethon lepturus (XM 010285926.1)和猫头鹰
Tyto alba (XM 009964751.1)先聚为一分支后再与帝
企鹅 Aptenodytes forsteri (XM 009284368.2)聚在一
起。这种系统发育关系与传统的分类基本一致。由进
化树可以看出, 中华鳖与西部锦龟、绿海龟 MITF 基
因分子进化距离最近, 亲缘关系最密切。
2.4

中华鳖各组织间 MITF 基因的差异性表达分析
MITF 基因在清溪乌鳖不同组织间的相对表达量

差异如表 4 所示。实验发现, MITF 在中华鳖肌肉中的
mRNA 表达量最高, 并显著高于其他组织, 其次是心
脏, 同时心脏中 mRNA 的表达量显著性高于、脾、肺、
图6
Fig.6

中华鳖 MITF 蛋白亲水性预测

Predicted hydrophobicity profile of the P. sinensis MITF

肾、眼、皮肤等组织, 脾脏表达量最低。除心脏、肌
肉外, 其他的组织间的表达差异性均不显著

第三类是鸵鸟类, 鹬鸵 Apteryx australis mantelli (XM

(P>0.05)。其按表达量从高到低的顺序, 依次为肌肉>

013941846.1)和 非 洲 鸵 鸟 Struthio camelus australis

心脏>皮肤>眼>肾>肝脏>肺>脾脏。

图7

基于 MITF 基因构建的部分脊椎动物系统进化树

Fig.7

表4
Tab.4

The neighbor-joining tree of P. sinensis MITF

MITF 基因在中华鳖各组织间差异性表达

qRT-PCR results for gene expression of MITF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sinensis

3

讨论

3.1

组织名

表达量

心脏

1.16±0.10b

中华鳖形态差异与 MITF 基因
形态特征是生物遗传变异最直观的表型之一,

肝

0.24±0.05a

为选育良种提供依据。水生动物的形态特征主要由遗

脾

传因子决定, 但同时又与其行为、食性和生活环境等

0.07±0.01

a

肺

0.14±0.01

a

有密切关系。通过外部表现型差异分析, 进一步从生

肾

0.22±0.07a

化遗传、分子遗传分析亲本与子代遗传变异, 可为培

肌肉

3.54±0.30c

育优良的新品种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选择的 3 种中

眼

0.38±0.47a

皮肤

0.24±0.05a

华鳖新品种, 在腹部体色上存在显著差异, 尤以清溪
乌鳖的腹部全黑色最为独特。MITF 基因是调控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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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论

MITF 通过 bHLHZipd 结构与酪氨酸家族基因启动子

本研究通过测序得到了中华鳖的小眼畸形相关

相结合, 并刺激酪氨酸家族基因的表达, 调控其活性,

转录因子(MITF)的全长序列, 并对其编码的长度为

促进黑色素的生成(Yasumoto et al, 1994; Bertolotto et

503 个氨基酸的蛋白质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发现该

al, 1998; Carreira et al, 2005)。目前对羊、鸡等经济动

蛋白具有明显的 α-螺旋结构, 蛋白相互作用与有丝

物的 MITF 等研究较多(Hou et al, 2008), 对水生动物

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1 的关系最为密切, 进化分析表

的研究还相对较少。Zhao 等(2012a)研究发现, 与普

明中华鳖 MITF 基因与西部锦龟、绿海龟进化关系最

通海参相比, 白化海参体表中 MITF 表达水平显著降

近。组织特异性分析表明 MITF 基因在中华鳖肌肉组

低, 表皮黑素细胞数量减少, 黑色素含量也较少。在

织中表达最高, 可能在黑色素形成中起重要的调控

白化海参的后代中, MITF 表达水平在受精后 32d 显

作用。

著降低, 表皮黑素细胞数量减少, 发育不足。他们认
为 MITF 的低表达可能会导致白化海参体表中黑素细
胞数量减少和合成黑色素的能力减弱。本研究对三种
中华鳖转录组数据中 Unigenes 色素相关的基因的表
达量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在清溪乌鳖和中华鳖“浙新
花鳖”黑色素表达相达量 Top10 的基因中, 绝大部分
富集于酪氨酸代谢通路和黑色素合成通路, 说明这
些基因可能都参与了中华鳖黑色皮肤细胞活动和黑
色素形成。同时, 这些基因中表达上调较高的为酪氨
酸酶相关基因、小眼畸形相关转录因子基因、溶酶体
转运调节蛋白基因等基因。清溪乌鳖和中华鳖“浙新
花鳖”的 cAMP 的表达量高于中华鳖日本品系, 这预
示着该通路在中华鳖黑色素合成的过程十分重要。
3.2

中华鳖 MITF 基因的组织表达差异性
MITF 基因在大多数细胞类型中表达, 并且在神

经嵴衍生和神经上皮衍生的含黑色素的色素细胞中
具有主要作用(Arnheiter, 2010)。Zhao 等(2012b)证明
了 MITF 在青 鳉 胚芽基因表达中扮演着转录激活因子
的角色。Steingrímsson 等(1994)验证了在杂合情况下,
一些隐性的 MITF 突变有时也会在小鼠腹部或尾部产
生小的斑点。MITF 基因表达存在显著的组织特异性,
如在绵羊毛色相关基因的研究中 MITF 基因的 mRNA
表达量为黑色皮肤组织显著高于棕黑色和白色(Han
et al, 2015); 对白绒乌鸡的研究表明 MITF 基因在皮
肤组织中表达量最高, 且具有组织特异性, 对白绒乌
鸡体内黑色素沉积起正向调控作用, 其高表达可能
有助于乌鸡体内黑色素的形成(郑嫩珠等, 2015)。本
研究采用荧光定量 PCR 分析了清溪乌鳖 8 种组织中
MITF 基因的表达差异情况, 结果发现其存在显著的
组织特异性, 其在肌肉中的表达量最高, 这也间接说
明了其在黑色素形成中起着正向调节的作用, 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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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MITF (microphthalmia-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and the
body color change of Chinese soft-shelled turtle Pelodiscus sinensis, we built the cDNA library of P. sinensis, obtained the
full-length sequence of the MITF gene by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analyzed the tissues expression of the MITF.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5' and 3' non-encoding regions were 32bp and 175bp, with an open reading frame
of 1512bp, encoding a putative 503aa. The deduced molecular weight of MITF protein was 56kDa and the theoretical
isoelectric point is 6.06.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showed that a-helix (Alpha helix) accounted for 25.37%, extension chain
(Extended strand) for 20.90%, a beta angle (Beta-turn) for 7.76%, and a random coil (Random coil) for 45.97%. Alignm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nucleotide sequence showed a high homology with the MITF sequences of Chrysemys picta
bellii (93%), Chelonia mydas (93%),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85%), Xenopus laevis (58%), and Homo sapiens (76%). In
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 molecular evolutionary distance of MITF gene among P. sinensis, Chrysemys picta bellii and
Chelonia mydas was the closest,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Real-time PCR revealed the
expression of MITF mRNA in the muscle of P. sinen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eart, and the expression of MITF
mRNA in hear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liver,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 eye, and skin. These results are helpful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genetic breeding of P. sinensis and other reptiles.
Key words
Pelodiscus sinensis; MITF gene; body color; transcriptome; gene exp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