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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go-66蛋白氨基酸肽的克隆及在原核细胞的表达
陈昌杰,章　尧

[ 摘要] 目的:克隆编码 Nogo-66氨基酸多肽基因,构建原核重组表达载体, 并诱导其在大肠埃希菌 BL21( DE3)中表达。方法: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CR)方法扩增出编码 Nogo蛋白环外-66氨基酸多肽基因,将其克隆于 T 载体 PMD18-T, 酶切鉴定

后再亚克隆于原核表达载体 pET-42a(+) ,酶切及测序证实序列正确后, 转化大肠埃希菌 BL21( DE3) ,经异丙基硫代-β-D 半乳

糖苷( IPTG)诱导表达融合蛋白-Nogo-66。结果:克隆了编码 Nogo蛋白环外-66 氨基酸多肽基因,构建了融合蛋白的重组表达

质粒,融合蛋白的表达随着时间延长增加。结论:获得了编码 Nogo蛋白环外-66 氨基酸多肽基因及其原核表达产物, 对研究

Nogo 蛋白的生物学功能及其 mAb 的制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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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nogo-66 protein in prokaryotic cells
CHEN Chang-Jie, ZHANG Yao

(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3,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clone Nogo-66 gene, construct the recombinant prokaryotic expressive vector and express its products in E.

coli.Methods:Nogo-66 gene was amplifi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 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RT-PCR ) and then cloned into

PMD18-T vector.After identified by the enzyme digestion, the gene was subcloned into prokaryotic expressive vecto r pET-42a( +) ,

w hich was identified by the enzyme digestion and sequencing.Nogo-66 fusion protein w as expressed in E .coli BL21( DE3) by IPTG.

Results:The Nogo-66 gene and recombinant prokaryo tic expression vector w ere obtained and the Nogo-66 protein w as expressed and

increased with prolong o f time.Conclusions:The Nogo-66 expression vecto r and its prokaryo tic expression product were obtained.I t

maybe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 r study the biologic function of Nogo-66 protein and the prepara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Nogo-66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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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国外三个实验室同时克隆了抑制受损

神经再生的 Nogo 基因, 该基因编码的蛋白分子有

三种异构体, 分别命名为 A 、B 、C[ 1 ～ 3] , 即 Nogo-A 、

Nogo-B和 Nogo-C,长度分别为 1 163 、360和 199个

称为 T 细胞生长因子,作用于包括 T 细胞 、B 细胞 、
NK 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在内的很多免疫细胞, 促进

它们的增殖 、分化和效应的发生 。但γδT 细胞产生

IL-2比αβT 细胞慢,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 1)

两类细胞在信号转导方面差异,γδT 细胞充分活化
的“门槛”较αβT 细胞高或者时间比αβT 细胞长, 因

为 IL-2的表达是 T 细胞完全活化的一个标志;( 2)

导致 IL-2和 IFN-γ两类细胞因子表达的信号要求

也不一样 。具体的细节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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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残基。这 3种蛋白质有一共同的 188个氨基

酸残基的羧基端,而 Nogo-A 和 Nogo-B 还有 172 个

氨基酸残基的氨基端。3种 Nogo 蛋白在其氨基端

都缺乏可作为普通信号序列的疏水氨基酸肽段。靠

近羧基端, 3 种 Nogo 蛋白均有 2个长度分别为 35

和 36个氨基酸残基的疏水区(即跨膜区) , 2个跨膜

区之间存在 1个 66个氨基酸残基的短连接子,这个

短连接子位于内质网腔或者细胞外,而氨基端和羧

基端都位于细胞质 。为研究 Nogo 蛋白的 66 氨基

酸的片段生物学作用, 本试验克隆 Nogo-66 片段并

且在原核细胞表达, 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质粒 、菌株 、主要试剂及实验标本　SD大鼠由

本校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大肠埃希菌 DH5α、BL21

(DE3 ) 为本室保存, T 克隆载体 PMD18-T 为

TaKaRa公司产品, pET-42a( +)为 Invit rogen 公司

产品,质粒提取试剂和胶回收试剂为 Qiaen 公司产

品。Trizol试剂为 Gibco公司产品;cDNA第一链合

成试剂盒为 MBI 公司产品, 各种限制性内切酶和

TaqDNA聚合酶 、T4 DNA 连接酶均购自 Promega

公司。 IPTG, X-gal为 TaKaRa 公司产品。其余试

剂为国产分析纯 。

1.2 　引物设计 　根据 Nogo 的 cDNA Genbank

(Accession No:AJ242963)已知序列在 66 氨基酸读

码框架两侧设计引物。上游 P1:5′GGA TCC AGC

TTT AGG ATA TAT AAG GC-3′,其中 P1 5′端引

入BamH Ⅰ酶切位点;P2的5′GAA TTC TTA GGA

ATC AAC TAA ATC ATC AAC-3′, 5′端引入 EcoR

Ⅰ酶切位点.

1.3　RT-PCR　取 SD大鼠脑组织, 洗涤, 提取总

RNA,按说明书逆转录成 cDNA 。用上述引物进行

PCR扩增, 循环参数为 94℃ 5 min 后, 94℃ 30 s,

55℃30 s, 72℃60s;共 32个循环, 72℃延伸10 min。

扩增的产物经 2.0%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

1.4　T 克隆载体的构建　回收 200 bp扩增的片

段,经 Qiaen胶回收试剂盒回收纯化后, 与 PMD18-

T 载体连接, 感受态细胞制备 、转化参考《分子克隆

指南》 。经蓝白斑筛选,挑取白色菌落, 扩大培养, 质

粒提取,用 EcoR Ⅰ 、BamH Ⅰ进行双酶切鉴定 。将

经双酶切鉴定后的质粒, 用 M13F 引物从 5′端进行

测序 。

1.5　重组表达载体的构建　经序列分析后, 所得正

确的重组质粒,用 EcoRⅠ 、BamH Ⅰ进行双酶切, 所

获片段亚克隆到经同样双酶切的载体中, 得到的重

组表达质粒,转化感受态大肠埃希菌 DH5α,经氨苄

西林筛选,阳性克隆测序,鉴定所插入的片段序列。

1.6　在大肠埃希菌中的表达　经序列分析后, 所得

正确的重组质粒 。挑取单个菌落经转化的 BL21

( DE3)菌接种 LB 培养基 (含 0.1 g/L 氨苄西林) ,

37℃培养过夜后, 按 1∶100接种于新鲜 LB培养基,

37℃培养至 A600 nm 约为 0.6, 加入 IPTG至终浓度

为 1.0 mmol/ L,诱导 1 、2 、3 、4 h后,离心收菌, 进行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鉴定。

2　结果

2.1 　RT-PCR 结果 　提取总 RNA 经逆转录后

PCR扩增出编码 Nogo-66肽的基因序列, PCR产物

大小与预期的 200 bp相一致(见图 1) 。

2.2 　重组载体酶切鉴定 　PCR 产物连接到

PMD18-T 载体上, 转化 DH5α感受态细胞, 挑取白

色菌落, 于含适量氨苄西林的 LB 液中培养增菌

8 h, 提取质粒,经EcoRⅠ和BamH Ⅰ双酶切后, 切出

200 bp片段(见图 2) 。

2.3　表达载体鉴定　用 EcoRⅠ和 BamH Ⅰ进行双

酶切, 将目的片段插入到质粒 pET-42a( +)的多克

隆位点上, 获得融合表达载体。转化大肠埃希菌

BL21( DE3) ,增菌后提取质粒, 酶切鉴定(见图 3) 。

进一步 DNA测序表明, 重组质粒中的插入序列及

读码框架正确(见图 4) 。

2.4　Nogo-66诱导表达　将重组载体转化大肠埃

希菌,在 37℃用 TPTG 诱导 1 、2 、3 、4 h 后, 分别取

菌进行 SDS-PAGE, 结果表明, pET-42a( +)-Nogo-

66转化的菌株在 35 kDa 处出现一条新生蛋白条

带,与预期结果一致(见图 5) ,说明插入的基因已经

成功地在大肠埃希菌中表达 。

38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05年 9月第 30卷第 5期



3　讨论

　　Nogo 蛋白具有抑制受损神经的再生, 该蛋白三

种异构体是否都具有抑制神经再生的作用, Schwab

研究认为, Nogo-A 的氨基端是主要抑制区域;Walsh

小组也根据实验结果得出分离的氨基酸片段具有抑

制神经再生作用结论;Strit tmat ter实验室研究结果

显示, Nogo-C的膜碎片亦同样具有抑制神经再生作
用。Stri ttmat ter 实验室发现介导 Nogo-66 抑制神

经再生的受体使其研究进入新的时代[ 4] 。 Liao

等[ 5]研究表明 Nogo-66抑制神经胶质瘤细胞黏附和

迁移, 所以本实验通过基因重组获得 Nogo-66 多肽

具有重要意义。

　　在成年哺乳动物, Nogo-A主要分布于中枢神经

系统( CNS)少突胶质细胞内质网, 只有极少量位于

少突胶质细胞表面,在某些神经元膜上或细胞内也

有表达, 脊髓损伤后, Nogo-A mRNA 和蛋白增加,

Nogo-A在视神经损伤后远近端积聚[ 6] 。Nogo-B 、

Nogo-C 的分布较 Nogo-A广泛。除CNS外, Nogo-B

在外周组织如软骨 、肾脏 、皮肤 、肺及脾中也有低水

平分布;Nogo-C在 CNS主要分布于星形胶质细胞,

在外周组织中大部分存在于骨骼肌细胞及脂肪细

胞,心肌中也有少量分布 。本实验根据文献
[ 1]
报道

的 Nogo 蛋白的 cDNA 序列, 设计引物, 通过 RT-

PCR技术获得编码该蛋白的亲水性 66氨基酸基因

片段。

由于原核表达系统常受到目的基因本身的结构

特点 、转录水平的调节和蛋白质水平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使目的基因在原核表达系统的表达成为基因

工程技术的重要环节和难点之一 。本实验中,我们

采用 Invi trogen公司商品化的 pET-42a( +)融合表

达载体,它是一种较为高效的蛋白表达载体,多克隆

位点之后依次有 GST 表位和 6 个组氨酸的标签蛋

白,方便检测与纯化。更重要的是,载体带有阿米卡

星抗性基因, 可以利用它进行筛选。装有目的基因

表达载体转化大肠埃希菌后,通过 SDS-聚丙烯凝胶

电泳技术,发现在 35 kDa蛋白分子量处有特异的蛋

白质条带,这都间接地证明有目的蛋白的表达, 为下

一步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和研究其生物学功能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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