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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 1.研究背景 
 

• 2.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 3.基因的功能预测 
 

• 4.总结 



研究背景 
• NAC家族是近年来发现的植物特有的且具有
多种生物功能的转录因子。研究表明该家
族基因广泛参与枝顶端分生组织发育、花
器官形成、侧根发育、叶序、逆境诱导开
花、胚发育、细胞次生壁合成以及从叶到
粒的营养代谢控制等。NAC家族基因也参与
生物与非生物逆境反应，如枯萎病、干旱、
高盐等。因此研究NAC基因家族对于植物改
良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植物学者们关注
的热点。 



研究背景 

• 目前对NAC基因的主要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
生物拟南芥和水稻，对于NAC蛋白涉及的调
控途径及其组成因子知之甚少，因此NAC基
因的功能还有待深入研究 

• 本课题所用的胡杨NAC基因由导师提供，
该课题目前处于保密研究阶段，因此信息
较为有限。 



综合运用plotorf、getorf、sixpack以及transeq等工具
获得蛋白质序列信息 

生物信息学分析 



获得蛋白质序列 
 
>Populus euphratica 
 
......NLKFNYIYIYLNGKCLVQQGKLFHTCSVNKIDYPIEXLIXWFKFIARYXCY
RFSSSFSFYFFPTREKHIVLYNKNKKHDLKDPXTEQSSDSPPKSSGSCSRSSFSS
PCPVPEHEIRWAVFPEIENTYLSFAYDLAKNAINFTRSNESPTIIVMCRKDNNX
IDXSIPXISPLFFYHIRMHQI......YTESFIPFLSSLFSHCQNSPVLACSRSHVGLPL
SAHLPFNWRLLHSLPTYRLTGGSLSKRALRSKRFIKTRPIPIRXIPGTKIFFFFFS
ARSPGCMDSYTNTTVQNKCRKQXPNHPHCEPLTRTHPHFVSCHVSRQSGKE
RKNXSLTCILEIIPATCPSISLINSCFSLEIXSFKRRHCIRP...... 



（1）运用Weblab中的Pepstats工具得到氨基酸组成的基本信息 



Protparam分析氨基酸组成信息 



（2）运用
SignalP  4.1进行
信号肽预测 

结论：预测无
信号肽 



（3）TMHMM的跨膜螺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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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scale的疏水性分析 



Psipred跨膜预测 



MEMSAT-SVM Schematic 







（4）利用Expasy服务器下的SWISS-MODEL中的Psipred工具
预测基因编码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5)亚细胞定位 



(6)SMART预测结构域 



SMART预测结构域 



(1)在NCBI上进行蛋白质序列的blast分析 

功能预测 



(2)比对105条拟南芥nac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序列及45条大叶
杨nac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序列，构建进化树得到亲缘关系较
为接近的一条序列——拟南芥nac1蛋白 





(3)拟南芥Nac1蛋白的基本信息 

• NAC1（Unreviewed） 
• Arabidopsis thaliana 
• NAC1, NAC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1 

[Source:TAIR_LOCUS;Acc:AT1G56010], i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200 
experiments: 74 organism parts: root, shoot, ... (72 more); 2 diseases: powdery 
mildew infected, uninfected; 5 cell types, 21 compound treatments, 2 RNAis and 14 
other conditions. 

• Synonyms  ANAC022, anac021 
• Gene Ontology Term  embryo development, DNA binding, regulation of 

transcription, DNA-dependent, intracellular, molecular_function, 
biological_process, reproduction, nucleus, multicellular organismal development, 
cellular_component, signal transduction, sequence-specific DNA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cell, anatomic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primary shoot 
apical meristem specification, lateral root development, auxin 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 nucleic acid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activity, carpel, LP.04 four leaves 
visible stage, pollen, sepal, inflorescence meristem, stem, vascular leaf, 4 anthesis 
stage, hypocotyl, root, organelle 

• UniProt Accession  Q84TE6, B2CUT4 
• InterPro Term  No apical meristem (NAM) protein 
• Search EB-eye  AT1G56010 



(4)未能找到与之类似的空间结构 



总结 
• 预测胡杨NAC基因编码的蛋白无信号肽，但为跨膜
蛋白。 

• 其跨膜方式可能为孔隙螺旋而不是通常的跨膜螺
旋。 

• 预测该蛋白为外分泌蛋白，符合NAC转录因子的特
点。 

• 预测蛋白的C端具有锌脂结构域，可作用于DNA并
进行转录调控。 

• 预测该蛋白的功能和拟南芥NAC1蛋白相似，主要
作用部位在植物中的根、叶中，行使与抗旱方面
有关功能。 
 
 



问题与不足 
• 预测为分泌蛋白但没有预测到信号肽。 

 
• 与胡杨nac基因相关的信息极少。 

 
• 尚未进行同源模建，未能得到直观的蛋白质三级
结构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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