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５０／ｊ．ｃｊｐｂ．２００７１０ ·论著·

白念珠菌ＳＵＭＯ结合酶ＵＢＣ９基因缺失株的构建及其

在形态调控中的作用研究

单爱狄，冯金荣

（南通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江苏南通２２６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构建白念珠菌ＵＢＣ９基因缺失株，探索ＵＢＣ９基因缺失对细胞形态转换和生物被膜形成的影响。　方

法　采用瞬时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基因敲除系统，分别于体外扩增Ｃａｓ９基因、ｓｇＲＮＡ以及修复ＤＮＡ，通过醋酸锂法转化白念

珠菌野生型菌株ＳＮ１４８，于ＳＤＨｉｓ选择培养基筛选转化子，通过菌落ＰＣＲ验证基因型，构建ＵＢＣ９双等位基因缺失株。

分别检测ＵＢＣ９缺失株在液体培养基中的细胞形态、固体ＹＰＤ平板上的菌落形态和浸入生长情况以及生物被膜形成能

力。　结果　ＰＣＲ检测发现ＵＢＣ９双等位基因缺失株中能扩出约２．８ｋｂ的单一条带，ＵＢＣ９基因缺失导致液体培养基

中细胞伸长主要以菌丝态形式存在，固体培养基上菌落表面粗糙且深入到培养基内呈典型的浸入生长，并且生物被膜形

成能力显著增高（Ａ值为１０．３１，约为野生型的１０．３倍）。　结论　利用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快速构建了白念珠菌 ＵＢＣ９

纯合子缺失株，且证明ＵＢＣ９参与细胞的形态调控和生物被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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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念珠菌（犆犪狀犱犻犱犪犪犾犫犻犮犪狀狊）是一种重要的条件性

致病真菌，广泛存在于正常人体口腔、生殖道和消化道

等处，一般不致病或仅引起轻微的皮肤或黏膜等表面

感染，但当宿主免疫功能下降时，可通过形态转换等机

制导致致病能力增强，引起组织和内脏出现侵袭性感

染，严重时可引起死亡［１］。白念珠菌是一种多形态真

核生物，在其生活史中存在酵母态、假菌丝态和菌丝态

３种形态，相比较而言，菌丝态细胞（包含假菌丝和菌

丝态）具有更强的侵袭能力和致病力［２］。所以，白念珠

菌的形态转换机制与其致病性存在密切联系。

关于白念珠菌的形态转换机制，传统的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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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两种信号通路调控其形态的转换，即 Ｒａｓ／

ｃＡＭＰ／ＰＫＡ途径和 ＭＡＰＫ途径，其下游的效应因子

分别是Ｅｆｇ１和Ｃｐｈ１
［３－４］。研究发现，敲除白念珠菌

ＥＦＧ１基因可导致其菌体不能向菌丝态转换，说明

Ｅｆｇ１在酵母－菌丝转换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５－６］。

但另有研究表明，其他一些因素也与白念珠菌形态调

控相关，如白念珠菌ＤＮＡ损伤应答途径与形态发生

存在联系：遗传毒性试剂如 ＭＭＳ或ＨＵ胁迫条件下，

会导致菌体出现菌丝状生长；而敲除白念珠菌检验点

激酶Ｒａｄ５３，则会抑制遗传毒性试剂诱导的菌丝状生

长［７］。作者前期筛选了白念珠菌条件缺失株文库

（ＧＲＡＣＥ），发现６０个基因缺失株可能会出现侵袭性

生长，预示其与形态调控存在联系。本研究挑选其中

的编码ＳＵＭＯ结合酶的 ＵＢＣ９基因，利用ＣＲＩＳＰＲ／

Ｃａｓ９系统对其进行基因敲除，并对缺失株的形态进行

观察和分析，明确ＵＢＣ９缺失细胞出现菌丝状生长情

况，通过生物被膜试验观察 ＵＢＣ９缺失对其生物被膜

形成能力的影响，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与质粒　白念珠菌野生型菌株ＳＮ１４８、

ｐＶ１０９３和ｐＦＡＨＡＨＩＳ１质粒由加拿大康考迪亚大

学 Ｗｈｉｔｅｗａｙ教授提供。

１．２　培养基　酵母浸膏蛋白胨葡萄糖培养基（ｙｅａｓ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ｐｅｎｔｏｓｅｄｅｘｔｒｏｓｅｍｅｄｉｕｍ，ＹＰＤｍｅｄｉｕｍ），酵

母氮源培养基（ｙｅａｓ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ｂａｓｅｍｅｄｉｕｍ，ＹＮＢ

ｍｅｄｉｕｍ），合成培养基（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Ｄｍｅｄｉｕｍ，

ＳＤｍｅｄｉｕｍ）等按标准配方配制；固体培养基中添加

２％琼脂粉。ＳＤＨｉｓ选择性培养基中缺少组氨酸。

１．３　主要试剂　ＯｎｅＴａｑ酶购自美国 ＮＥＢ公司；

ＴｒａｎｓＴａｑＴ酶及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等常规分子生物学试

剂购自北京全式金公司；ＰＣＲ产物纯化试剂盒购自美

国ＯＭＥＧＡ公司；ＬｉＡＣ等常规生化试剂购自上海生

工生物工程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引物设计与合成　从白念珠菌基因组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ｎｄｉｄａｇｅｎｏｍｅ．ｏｒｇ／）中获得白念珠菌

ＵＢＣ９基因完整的核酸序列，利用 ＶｅｃｔｏｒＮＴＩ１１．０

软件进行序列分析和引物设计。ｓｇＲＮＡ序列设计由

Ｂｅｎｃｈｌｉｎｇ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ｎｃｈｌｉｎｇ．ｃｏｍ）在线分

析完成（表１）。所有引物由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合

成。

表１　引物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狌狊犲犱犻狀狋犺犻狊狊狋狌犱狔

引物名称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ＵＢＣ９ＲｅＦ ＴＧＧＴＣＡＡＧＡＡＡＡＡＧＡＧＡＧＡＧＡＡＡＧＧＧＡＡＡＧＡＡＡＧＡＡＣＧＡＡＡＧＡＡＧＡＡＡＴＣＧＡＡＴＧＧＡＡＴＧＴＣＣＡＡＴＡＣＣＴＣＧＣＣＡＧＡＡＣ

ＵＢＣ９ＲｅＲ ＡＴＧＴＧＣＣＣＣＡＡＧＡＧＧＡＧＡＧＴＣＣＧＴＧＧＡＴＧＴＣＧＡＴＡＣＣＡＴＴＧＣＡＣＡＣＣＴＴＧＡＴＣＡＡＧＴＴＧＧＣＴＣＡＣＴＡＴＡＧＧＧＡＧＡＣＣＧ

Ｕｂｃ９ｓｇＦ ＣＡＡＧＧＣＴＴＣＡＧＡＴＧＧＡＴＣＣＴＧＴＴＴＴＡＧＡＧＣＴＡＧＡＡＡＴＡＧＣＡＡＧＴＴＡＡＡ

Ｕｂｃ９ｓｇＲ ＡＧＧＡＴＣＣＡＴＣＴＧＡＡＧＣＣＴＴＧＣＡＡＡＴＴＡＡＡＡＡＴＡＧＴＴＴＡＣＧＣＡＡＧＴＣ

Ｕｂｃ９Ｆ ＧＴＧＴＧＧＴＴＴＧＡＴＧＴＧＴＣＴＧ

Ｕｂｃ９Ｒ ＣＡＧＧＴＧＡＡＴＧＴＧＡＴＧＧＡＡＴＧ

Ｐ７ ＡＴＣＴＣＡＴＴＡＧＡＴＴＴＧＧＡＡＣＴＴＧＴＧＧＧＴＴ

Ｐ８ ＴＣＧＡＧＣＧＴＣＣＣＡＡＡＡＣＣＴＴＣＴ

Ｐ１ ＡＡＧＡＡＡＧＡＡＡＧＡＡＡＡＣＣＡＧＧＡＧＴＧＡＡ

Ｐ４ ＡＣＡＡＡＴＡＴＴＴＡＡＡＣＴＣＧＧＧＡＣＣＴＧＧ

Ｐ５ ＧＣＧＧＣＣＧＣＡＡＧＴＧＡＴＴＡＧＡＣＴ

Ｐ６ ＧＣＡＧＣＴＣＡＧＴＧＡＴＴＡＡＧＡＧＴＡＡＡＧＡＴＧＧ

２．２　目的基因片段的ＰＣＲ扩增　常规 ＰＣＲ反应采

用全式金公司ＴｒａｎｓＴａｑＴ酶，按照说明书方法建立

Ｃａｓ９基因、重组ＤＮＡ片段及ｓｇＲＮＡＰＣＲ反应体系

并进行ＰＣＲ反应。

２．３　白念珠菌的转化　挑取白念珠菌野生型菌株

ＳＮ１４８接种于３ｍｌＹＰＤ液体培养基中，３０℃、２００ｒ／

ｍｉｎ摇菌培养过夜。第２ｄ以１／１０比例转接至５ｍｌ

新鲜２×ＹＰＤ中，３０℃继续培养４～５ｈ，收集５ｍｌ菌

液，７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７．５ｃｍ）离心１ｍｉｎ取菌体

进行转化。每个待转化样品中加入如下转化体系：

５０％ＰＥＧ２４０μｌ，１０ｍｇ／ｍｌｓｓＤＮＡ２４μｌ，转化ＤＮＡ

（Ｃａｓ９＋ｓｇＲＮＡ＋ｒｅｐａｉｒＤＮＡ）共６０μｌ，１ｍｏｌ／ＬＬｉＡＣ

３６μｌ，混匀后于３０℃温育过夜。第３ｄ，将转化体系

于４３℃热激１ｈ，７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７．５ｃｍ）离心

弃上清并加入新鲜１ｍｌＹＰＤ于３０℃孵育１～２ｈ，收

集菌体涂布于固体ＳＤＨｉｓ选择培养基，３０℃继续培

养２～３ｄ，检查转化子生长情况。

２．４　白念珠菌菌落ＰＣＲ体系的建立　白念珠菌直接

菌落ＰＣＲ反应采用ＮＥＢ公司的ＯｎｅＴａｑ酶进行，按

标准反应体系配置ＰＣＲ反应液。挑取新鲜转化子于

ＰＣＲ反应液中混匀，立即进行ＰＣＲ反应。ＰＣＲ反应

条件：９４℃５ｍｉｎ；９４℃３０ｓ，５４℃３０ｓ，７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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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共３０～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５ｍｉｎ。

２．５　ＵＢＣ９缺失株的固体培养基浸入能力测定　将

白念珠菌野生型ＳＮ１４８和ＵＢＣ９缺失株接种至ＹＰＤ

液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至稳定期，第２ｄ将菌液作１／

１０倍系列稀释。原液、１０
－１、１０

－２、１０
－３、１０

－４ 稀释液

各取３μｌ分别接种于ＹＰＤ固体培养基上，３０℃培养

２～３ｄ后观察菌株生长情况。随后，用流水沿培养基

表面缓慢冲洗（不直接冲洗菌落），直至无明显菌体被

洗下，检测残留菌落的侵入情况。

２．６　ＵＢＣ９缺失株生物被膜形成试验
［８］
　将白念珠

菌野生型ＳＮ１４８和ＵＢＣ９缺失株接种至ＹＮＢ液体培

养基中，过夜培养２４ｈ，取菌液稀释至Ａ６００＝１．０，取２

ｍｌ加入无菌２４孔细胞培养板（ＮＥＳＴ）中，３７℃静置

培养４８ｈ，用７００μｌ１×ＰＢＳ洗３次，空气中放置４５

ｍｉｎ；加入３５０μｌ０．４％结晶紫染色，避光放置４５ｍｉｎ，

用无菌水洗３次，每次１ｍｌ；加入５００μｌ９５％乙醇于

室温下放置４５ｍｉｎ后，每个孔取２００μＬ液体，测吸光

度Ａ５９５ 值。

结　果

１　犝犅犆９基因序列分析

从白念珠菌数据库中获得 Ｕｂｃ９氨基酸序列，共

编码２１９个氨基酸。与酿酒酵母相比，其序列相似性

为４８．６％，预示其功能上的同源性。通过ＳＭＡＲＴ网

站（ｈｔｔｐ：／／ｓｍａｒｔ．ｅｍｂｌ．ｄｅ／）在线分析其内部结构域，

发现与酿酒酵母 Ｕｂｃ９类似，其Ｃ端存在一个泛素结

合域（ＵＢＣｃ，，６７－２１７ａａ）。但与酿酒酵母不同的是，

白念珠菌Ｕｂｃ９的 Ｎ端存在一个跨膜区（３４－６６ａａ）

（图１）。

　　

图１　犝犫犮９序列和结构域分析

犉犻犵．１　犛犲狇狌犲狀犮犲犪犾犻犵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犱狅犿犪犻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犝犫犮９

２　犝犅犆９基因的敲除与检测

采用瞬时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快速构建 ＵＢＣ９缺

失株。在小分子导向ＲＮＡ（ｓｇＲＮＡ）的导向作用下，

通过Ｃａｓ９在ＵＢＣ９基因内部定点切割，再利用导入的

带ＨＩＳ１标记的修复ＤＮＡ替换被切割的片段以达到

敲除的目的。

　　

Ａ　Ｃａｓ９基因的扩增　Ｂ　ｓｇＲＮＡ的构建示意图　Ｃ　ｓｇＲＮＡ和修复ＤＮＡ的扩增。
图２　犝犅犆９缺失株的构建

Ａ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９ｇｅｎｅ　Ｂ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ｇＲＮＡ　Ｃ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ｇＲＮＡａｎｄｒｅｐａｉｒＤＮＡ．

犉犻犵．２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犝犅犆９犱犲犾犲狋犻狅狀狊狋狉犪犻狀

如图２Ａ所示，以Ｐ７和Ｐ８为引物，ｐＶ１０９３质粒为模 板扩增Ｃａｓ９基因，大小约５．５ｋｂ，与理论值相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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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 ｐＦＡＨＡＨＩＳ１ 为 模 板，以 ＵＢＣ９ＲｅＦ 和

ＵＢＣ９ＲｅＲ为引物扩增出带 ＨＩＳ１标签的重组ＤＮＡ

片段，大小约为２．０ｋｂ，与理论值相符（图２Ｃ）。

ｓｇＲＮＡ的构建采用融合ＰＣＲ方法，分两步ＰＣＲ

扩增带有ｓｇＲＮＡ 的片段（图２Ｂ）：分别以 Ｐ１ 和

Ｕｂｃ９ｓｇＲ为引物，以ｐＶ１０９３为模板扩增，扩增出

ｓｇＲＮＡ１ 片 段；以 Ｐ４ 和 Ｕｂｃ９ｓｇＦ 为 引 物，以

ｐＶ１０９３为模板扩增出ｓｇＲＮＡ２片段；利用内部引物

Ｐ５和Ｐ６，以ｓｇＲＮＡ１和ｓｇＲＮＡ２为模板进行融合

ＰＣＲ，扩增出的完整ｓｇＲＮＡ片段大小约１．３ｋｂ，与理

论值相符（图２Ｃ）。将Ｃａｓ９、ｓｇＲＮＡ和修复ＤＮＡ纯

化后转化至白念珠菌野生型ＳＮ１４８菌株，利用 Ｕｂｃ９

Ｆ和Ｕｂｃ９Ｒ为引物直接进行菌落ＰＣＲ，检测转化子

的基因型。野生型中扩增出的片段长度为１．２ｋｂ的

条带，杂合子中由于一个ＵＢＣ９基因被 ＨＩＳ１替换，所

以扩增出１．２ｋｂ和２．８ｋｂ两条带（图３Ａ，Ｂ），而纯

合子缺失株中仅能扩增出长度为２．８ｋｂ的单一片段，

ＵＢＣ９纯合子缺失株构建成功。

　　

Ａ　ＵＢＣ９基因敲除示意图　Ｂ　ＵＢＣ９缺失株的检测。
图３　犝犅犆９基因缺失株的基因型检测

Ａ　Ｔｈｅｋｎｏｃｋｏｕ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ＢＣ９ｇｅｎｅ　Ｂ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ＵＢＣ９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犉犻犵．３　犌犲狀狅狋狔狆犲犮狅狀犳犻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犝犅犆９犱犲犾犲狋犻狅狀狊狋狉犪犻狀

３　犝犅犆９基因缺失株的形态

为检测ＵＢＣ９对白念珠菌形态的调控，观察了液

体培养基中ＵＢＣ９缺失株的形态。细胞普遍延长，主

要以菌丝态形式存在，而野生型菌株ＳＮ１４８呈现典型

的酵母态（图４Ａ）。在固体ＹＰＤ培养基上，野生型菌

株ＳＮ１４８菌落表面光滑，周围较为平整，而 ＵＢＣ９缺

失株菌落表面有许多皱褶，边缘粗糙；用流水冲洗后，

野生型菌株几乎不能黏附于培养基表面，而 ＵＢＣ９缺

失株则几乎不能被洗去，表现出典型的浸入生长（图

４Ｂ）。

　　

Ａ　液体培养基中的ＵＢＣ９缺失株形态　Ｂ　ＵＢＣ９缺失株的浸入生长分析。
图４　犝犅犆９基因缺失株的形态检测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ＢＣ９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ｌｉｑｕｉｄｍｅｄｉｕｍ　Ｂ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ｓａｙｏｆＵＢＣ９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犉犻犵．４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犝犅犆９犱犲犾犲狋犻狅狀狊狋狉犪犻狀

４　犝犅犆９基因缺失株生物被膜形成情况 生物被膜试验显示，与野生型菌株相比 ＵＢＣ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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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株生物被膜形成能力显著增加，Ａ５９５ 值为１０．３１，约 为野生型菌株的１０．３倍（图５）。

　　

图５　犝犅犆９缺失株的生物被膜试验

犉犻犵．５　犅犻狅犳犻犾犿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犝犅犆９犱犲犾犲狋犻狅狀狊狋狉犪犻狀

讨　论

白念珠菌的形态转换机制与其致病机理密切相

关，阐明其形态转换机制对于白念珠菌感染的临床治

疗和抗真菌药物的研发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快速构建了一个可编码ＳＵＭＯ结

合酶的ＵＢＣ９基因缺失株，发现其负调控白念珠菌菌

丝状生长。ＳＵＭＯ 是类泛素蛋白修饰分子，ＳＵＭＯ

化修饰是真核细胞中普遍存在的蛋白翻译后修饰方

式，主要包括活化酶（Ｅ１）、结合酶（Ｅ２）和连接酶（Ｅ３），

参与核转运、转录调节、维持基因组完整性和信号转导

等胞内生命活动［９］。在白念珠菌中，ＳＵＭＯ相关信号

途径参与其形态调控，如敲除ＳＵＭＯ 连接酶（Ｅ３）

ＭＭＳ２１会导致细胞出现极性生长
［１０］，说明其在菌丝

延伸过程中发挥负调控作用。本研究发现ＳＵＭＯ结

合酶（Ｅ２）ＵＢＣ９在形态调控方面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进一步证实ＳＵＭＯ化修饰系统协同参与白念珠菌形

态调控。

本研究还发现 ＵＢＣ９基因参与调控生物被膜形

成。白念珠菌生物被膜的形成由酵母态细胞和菌丝态

细胞协同参与，在惰性基质表面形成一层生物膜，以抵

抗抗真菌药物的杀伤和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对

白念珠菌本身起保护作用［１１］。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白

念珠菌菌丝生成与生物被膜的形成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ＳＵＭＯ修饰相关基因与生物被膜的直接联系尚不

清楚。本研究明确了 ＵＢＣ９在生物被膜形成中的作

用，这对进一步研究ＳＵＭＯ修饰相关途径在生物被膜

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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