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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双酶切、连接转化等方法将中国水仙类黄酮３Ｏ葡糖基转移酶 （犖犜３犌犜）基因克隆到原核表达载

体ｐＥＴ２９ａ上，构建原核表达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９ａ犖犜３犌犜。重组质粒转化至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 （ＤＥ３）后经ＩＰＴＧ诱

导，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表明，经ＩＰＴＧ诱导，犖犜３犌犜基因在大肠杆菌ＢＬ２１ （ＤＥ３）中获得了高效表达，表达的融

合蛋白分子量约为５５ｋＤａ。成功构建其原核表达载体并使其在大肠杆菌中得到高效表达，为犖犜３犌犜抗血清的

制备及功能分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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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石蒜科水仙属犃犿犪狉狔犾犾犻犱犪犮犲犪犲，多年生草本

植物，是多花水仙的一个变种。类黄酮３Ｏ葡萄

糖基转移酶 （３ＧＴ）是花青苷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生

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它主要负责将不稳定的花

色素转变为稳定的花色素苷，催化无色的花色素生

成有色的花色苷，对花色起着调控作用［１－３］。目前

已经对多种植物的３ＧＴ已有深入的研究
［４－７］，通

过基因工程来改变花色是观赏植物的花色改良和培

育新品种的重要方法。但曾黎辉［８］等认为缺乏花青

素可能是中国水仙花色单一的主要原因，推测中国

水仙花瓣和副冠中也缺少ＡＮＳ基因的表达，没有

ＡＮＳ基因的表达可能是中国水仙不能合成花青素

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个推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

一步验证，以期早日培育水仙新品种。

本作者在已发表的 “中国水仙类黄酮３Ｏ葡

糖基转移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４］的研究中从

中国水仙上分离克隆得到犖狋３犌犜 基因，其ｃＤＮＡ

全长１６８２ｂｐ，包含有１个１４６１ｂｐ完整阅读框架

（ＯＲＦ），编码４８７个氨基酸，具有 Ｇｌｙｃｏｓ＿ｔｒａｎｆ

＿１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蛋白保守区。要了解 犖狋３犌犜 在植

物体内的酶学特性和生物学功能，必须要在蛋白水

平进行研究。原核表达系统具有产量高、易操作、

稳定性好、经济实惠等优点［９－１１］，为研究犖狋３犌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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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和功能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本研究

是利用狆犈犜２９犪为载体，探索犖犜３犌犜在大肠杆菌

ＢＬ２１中的表达，为进一步研究犖犜３犌犜 蛋白结构

和功能的关系提供了试验基础，也为下一步利用花

色基因进行遗传转化奠定基础，以期为中国水仙花

色遗传改良提供一条新途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试剂

１１１　试验材料　前期在 “中国水仙类黄酮３Ｏ

葡糖基转移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４］的实验中

已储存本试验所需试验材料。

１１２　主要试剂　大肠杆菌 （Ｅｓ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的

菌株 ＨＢ１０１和ＢＬ２１ （ＤＥ３）由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实验室保存。原核表达载体

ｐＥＴ２９ａ购自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

Ｅｘ犜犪狇ＤＮＡ聚合酶、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ＴＭ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ＲＮＡｉｓｏＰｌｕｓ和ＤＮＡ胶回收试剂

盒及质粒提取回收试剂盒购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引物和测序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

１２　ＰＣＲ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根据已克隆出的 犖狋３犌犜 的 ＯＦＲ序列
［４］，设

计含有犓狆狀Ⅰ和犛犪犾Ⅰ酶切位点的特异扩增引物，

为 ＧＴ１：５′ＧＧＧ ＧＧＴ ＡＣＣ ＡＴＧ ＡＣＣ ＡＧＣ

ＡＡＡＡＡＴＧＡＣ３′（下划线为犓狆狀Ⅰ酶切位点），

ＧＴ２：５′ＧＧＧＧＴＣＧＡＣＧＡＴＡＴＣＡＴＡＣＴＧ

ＣＡＧＴＣＴＴＣ３′（下划线为犛犪犾Ⅰ酶切位点）。

１３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以犖狋３犌犜全长ｃＤＮＡ为模板，３ＧＴ１和３ＧＴ２

为引物，ＰＣＲ扩增犖狋３犌犜 ＯＦＲ序列。ＰＣＲ扩增

条件如下：９４℃ 预变性 ５ｍｉｎ，９４℃ 变性 ３０ｓ，

６０℃退火４５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３０个循环，最后

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

将含有 犓狆狀Ⅰ和犛犪犾Ⅰ酶切位点的 犖狋３犌犜

ＯＦＲ和ｐＥＴ２９ａ原核表达载体同时用犓狆狀Ⅰ和犛犪犾

Ⅰ进行双酶切，回收目的基因片段和原核表达载体

大片段，并将回收好的大小片段按一定体系用Ｔ４

ＤＮＡ连接酶１６℃连接过夜，并将连接产物转化大

肠杆菌ＨＢ１０１感受态细胞，涂布于１００ｍｇ·Ｌ
－１

氨苄抗性固体ＬＢ培养基３７℃恒温箱中培养１２ｈ，

挑取单克隆进行ＰＣＲ和双酶切鉴定。

１４　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及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

将构建成功的重组质粒狆犈犜２９犪犖狋３犌犜转化

大肠杆菌ＢＬ２１感受态细胞，经ＰＣＲ鉴定后挑取

阳性单克隆菌落接种于３ｍＬ含１００ｍｇ·Ｌ
－１卡那

霉素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培养过夜。各取上述

过夜菌１００μＬ转入３ｍＬ含１００ｍｇ·Ｌ
－１卡那霉

素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培养至ＯＤ６００＝０．６左

右时，取出１ｍＬ菌液作为诱导前的电泳样品 （作

为对照），剩余培养液加入ＩＰＴＧ 至终浓度为１

ｍｍｏｌ·Ｌ－１，继续诱导培养３ｈ，获得诱导菌液。

重组蛋白的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取１ｍＬ经诱导

的菌液，连同诱导前样品，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

ｍｉｎ收集菌体，加入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悬浮菌体用

枪头吹打菌体使菌体重悬，在冰浴中超声波破碎细

胞，破碎１０ｓ，间隔１０ｓ，共破碎５ｍｉｎ；收集混

合液后４℃，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５ｍｉｎ，上清和

沉淀样品中分别加入凝胶上样缓冲液，１００℃水浴

变性处理１０ｍｉｎ。吸取３０μＬ加样于１４％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凝胶用考马斯亮蓝染色。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目的基因片段的获得

以犖狋３犌犜全长ｃＤＮＡ为模板，３ＧＴ１和３ＧＴ２

为引物，ＰＣＲ扩增 犖狋３犌犜 ＯＦＲ序列，扩增产物在

１４６１ｂｐ出现特异性条带，大小与预期相符。将扩

增出来的目的片段用２个酶同时进行双酶切（图

１），回收测序鉴定正确，可用于表达载体的构建。

图１　Ｎｔ３ＧＴ基因的获得

犉犻犵．１　犗犫狋犪犻狀犻狀犵狅犳犖狋３犌犜犵犲狀犲

注：Ｍ为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００～２０００ｂｐ）；１、２为 Ｎｔ３ＧＴ基因

双酶切。

２２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与鉴定

将ｐＥＴ２９ａ原核表达载体用犓狆狀Ⅰ和犛犪犾Ⅰ进

行双酶切，回收原核表达载体大片段，与２．１中获

得的目的基因的酶切片段连接并转化大肠杆菌

ＨＢ１０１感受态细胞，转化成功的菌株挑取单克隆

做菌落ＰＣＲ鉴定 （图２Ａ），ＰＣＲ鉴定为阳性的菌

落摇菌提取质粒进一步做双酶切鉴定 （图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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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切产物与ＰＣＲ产物大小一致。将目的条带测序，

序列比对结果正确，表明狆犈犜２９犪犖狋３犌犜原核表

达载体构建成功。

图２　重组质粒的检测与鉴定

犉犻犵．２　犘犆犚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

狆犾犪狊犿犻犱

注：Ｍ为分子量标记；Ａ为重组质粒的 Ｎｔ３ＧＴ特异扩增检测；

Ｂ为重组质粒双酶切鉴定。

图３　重组质粒ＰＣＲ鉴定

犉犻犵．３　犘犆犚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犐犘犜犌

注：Ｍ为分子量标记，１～３为目的基因。

２３　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

将构建好的狆犈犜２９犪犖狋３犌犜 重组子转入表达

菌株ＢＬ２１中，挑取的３个菌斑经ＰＣＲ检测均为

阳性克隆 （图３），表明狆犈犜２９犪犖狋３犌犜重组子成

功转入表达菌株中。进行扩大培养，利用ＩＰＴＧ诱

导菌体表达，提取蛋白质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

析 （图４），目的蛋白主要在沉淀中，在大小约５５

ｋＤａ处出现一较高浓度的诱导表达条带，与预计的

重组犖狋３犌犜蛋白大小一致，而未经过ＩＰＴＧ诱导

表达的样品在约５５ｋＤａ处出现１条很淡的条带，

为重组犖狋３犌犜蛋白的基础表达；上清中看不到表

达条带，说明表达产物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在，这

可能与目的蛋白表达量很高及原核表达通常存在目

的蛋白以包涵体的形式表达有关。

图４　诱导表达产物的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

犉犻犵．４　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犻狀犱狌犮犲犱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狔犛犇犛

犘犃犌犈

注：Ｍ为蛋白 Ｍａｒｋｅｒ；１为未经ＩＰＴＧ诱导；２为经ＩＰＴＧ诱导

后沉淀；３为经ＩＰＴＧ诱导后上清。

３　讨论与结论

ｐＥＴ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原核表达系统，

已经成功地在大肠杆菌中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外源蛋

白。外源基因能否在大肠杆菌中正确表达，受到很

多因子的影响，如目的基因本身的特性 （稀有密码

子的多少，是否是跨膜蛋白等）、诱导温度和时间

等［１０］。本试验中选用的ＢＬ２１是常用的原核表达菌

株，ＢＬ２１细胞基因组中的Ｔ７启动子能够被ＩＰＴＧ

诱导，诱导后能够增加其下游基因产物 Ｔ７ＲＮＡ

聚合酶的表达，Ｔ７ＲＮＡ 聚合酶又能够使转入

ＢＬ２１细胞中的质粒目的基因转录成ｍＲＮＡ，进而

表达为蛋白质［１２］，而ＩＰＴＧ诱导可以使ＢＬ２１细胞

表达更多目的蛋白质，但获得的蛋白通常以包涵体

的形式表达。包涵体蛋白虽然往往无生物活性，需

要重新溶解和复性，但包涵体的形成有利于防止蛋

白酶对表达蛋白的降解，增加了产物的稳定性，同

时包涵体中杂蛋白的含量少，这也为重组蛋白的分

离与纯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通过对包涵体的纯

化，可得到纯度较高的目的蛋白［１３－１４］。本研究构

建表达载体狆犈犜２９犪犖狋３犌犜，在３７℃、３ｈ诱导

条件下在ＢＬ２１大肠杆菌中正确表达，并有很高的

表达量，以形成包涵体为主。这为后续试验如

犖犜３犌犜蛋白的纯化、多克隆抗体的制备以及酶活

分析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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