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2-0097-03

SPRRl A基因真核荧光表达载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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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

[摘要]目的：构建可在真核细胞中表达SPRRIA(small proline—rich repeat protein 1A)的荧光表达载体。方法：应用PCR技术

扩增出编码SPRRIA的伞长基因，将SPRRlA DNA克隆到pEGFP．NI质粒，通过抗性基因筛选阳性克隆，经酶切和测序鉴定。

结果：酶切和DNA序列鉴定均证实插入片段与GenBank提供的序列(1．05187)一致。结论：成功构建了SPRRIA真核荧光表

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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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for fluorescent eukaryotic cell expression vector of

small proline-rich repeat protein 1 A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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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construct fluorescent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of small proline—rich repeat protein lA(SPRRIA)gene．

Methods：The coding sequence of SPRRlA was ampl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the SPRRIA gene Wag cloned into plasmid

pEGFP—NI，and the recombinant vector was selected and identified by restriction enzyme analysis and nucleotide sequence

determination．Results：Correct construction of pEGFP—NI·SPRRI A was identified by methods of restriction enzyme analysis and

nucleotide sequence determination．Conclusions：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pEGFP·NI—SPRRlA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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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损伤常导致神经元轴突的连续性中

断，从而引起神经功能缺陷，这将给患者造成严重后

果。因此，促进轴突生长并使其与所分布的靶器官

重新形成突触连接而达到形态和功能上的恢复成为

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关键。神经元轴突的再生常受

到损伤部位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细胞因子的影

响_lj。有研究发现一】，通过补充外源性的再生相关

因子，如GAP-43(growth—associated protein-43)、
SPRRl A(small proline-rich repeat protein 1 A)，可明

显加快周围神经轴突的再生。Bonilla等p。通过基

因芯片技术研究证实，神经元在损伤前检测不到

SPRRl A表达，而在损伤后的神经元内能检测

SPRRlA高表达；同时他们还发现SPRRI A能促进

神经元轴突的生长。可见，SPRRlA对外周神经损

伤的治疗中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本实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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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技术扩增出人SPRRl A全长基因，并构

建SPRRlA真核荧光表达载体，以期为进一步开展
SPRRI A转基因研究奠定实验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健康成人外周血5 ml，pEGFP．N1真核

表达载体为德国QIAGEN公司产品，Xho I和凤f I

内切酶购自Promega公司。大肠埃希菌DH50t由本

室保存，PCR相关试剂均购自上海生物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余试剂为国产分析纯。

1．2 方法

1．2．1 引物设计根据Genbank提供的已知序列

(L05187)，预扩增出270 bp SPRRIA全长基因，设

计两条引物并引入Xho I和Pst I两酶切位点。

Primer F：5’一CCC TCG AGA TGA A1Tr CTC AGC AGC

AGA A．3’，下划线为Xho I酶切位点；Primer R：5 7·

AAC TGC AGTTAC，rrC TGC，rI℃GTC，rrC T一3 7，下

划线为风￡I酶切位点。引物合成由上海生物工程

服务有限公司完成。

1．2．2 模板DNA制备 取外周静脉血5 ml，加

0．2 ml 0．5 mol／L的EDTA抗凝，2 000 r／rain离心
2 min，收集细胞成分，并用10 ml 0．1 molfL PBS稀

释。将稀释的血细胞铺于淋巴细胞分离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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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 r／min离心20 min。收集中间的单核细胞层

8 000 r／rain离心5 min；用0．1 mol／L PBS洗沉淀

1次；加0．5 ml裂解液(TE缓冲液pH 8．0，0．5％

SDS，蛋白酶K 200斗s／m1)37 oC水浴3 h；等体积

酚、酚：氯仿、氯仿各抽提1次；加50“l 5 mo[／L

NaCl，1 ml冰预冷的无水乙醇，充分混匀后，

1 200 r／min离心10 min；沉淀后经70％乙醇洗1次

后，真空干燥；加50¨l TE缓冲液(pH 8．0)溶解，测

OD值计算出核酸得率为0．118 g／ml，一20℃保存

备用。

1．2．3 PCR法扩增目的基因 在0．5 ml的EP管

内建立如下反应体系：1“l 30 pmol／pd正向引物，
1 Ixl 30 pmol／txl反向引物，1斗l 0．12斗g／ml模板

DNA，1斗l dNTP(10 mmol／L)，0．5 Ixl Taq DNA聚合

酶(5 u／lxl)，5“l 10×缓冲液，3斗l MgCl2(25 mmol／

L)，最后补消毒去离子水至50 txl。PCR仪扩增目

的基因，条件为94 qc预变性5 rain；94 oC 45 s，

58．5℃60 s，72 oC 60 s，25次循环后，再72℃延伸

5 min。取5 Ixl PCR反应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PCR反应产物经低熔点胶电泳回收，常规正丁

醇浓缩，酚：氯仿抽提，无水乙醇沉淀，将沉淀用适当

水溶解，置于一20℃保存备用。

1．2．4克隆PCR产物PCR产物6 Ixl，pEGFP．NI

载体2．5斗l，连接酶缓冲液1 Ixl，T4连接酶0．5斗l，

在16℃孵育8 h。连接产物转化：用CaCI：法制备感

受态E．coli DH50t细胞，并将转化菌涂布在表面涂

有x-gal和IPTG的Kan琼脂平板上进行培养，37℃

倒置过夜，筛选阳性克隆至3 ml卡那霉素抗性的

LB培养基中，在37℃恒温振荡器以250 r／min培养

过夜。

1．2．5 pEGFP—NI．SPRRl A真核表达载体构建分

别将PCR产物、载体pEGFP-N1在37℃恒温下双酶

切(Xho I和风￡I)过夜3 h，T4DNA连接酶粘端连

接科隆构建真核荧光表达载体pEGFP-N1-SPRRlA，

构建前后的模式见图l。

构建前pEGFP—NI #J建IK-pEGFP—NI—SPRRlA

图l构建前后模式图

2 结果

2．1 PCR产物鉴定PCR产物经I％琼脂糖凝胶

电泳，并以标准DNA分子量作对照，可见PCR产物

约300 bp一电泳条带(见图2)，与预计值相符。

000 bp

500 bp

400 bp

300 bp

1，2：PCR产物：3：DNA分子量标准(梯度为100 bp)

图2 PCR产物电泳图谱

2．2 PCR产物克隆结果及克隆基因鉴定 (1)采

用碱裂解法小量提取质粒；(2)利用pEGFP．N1载

体的Xho I和风￡I两酶切位点进行单、双酶切，琼

脂糖凝胶电泳鉴定克隆基因大小；(3)克隆基因测

序(上海牛物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检测)。(4)将重组

质粒pEGFP—NI—SPRRIA作单、双酶切(Xho I和Ps￡

I)后，1％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获得一个分

子量与PCR产物一致的DNA片段，同时将pEGFP．

Nl双酶切作为阴性对照(见图3)，证实实际值与

理论值一致。

3000 bp

2 000 bp

000 bp

500 bp

250 bp

1：重组庙牲pb；I；l'P一,、PRRIA；2：单醐切l^¨}；3：载体pEGFP—
NI舣酶切(X抽I和Psf 1)；4：PCR产物；5：重组质粒pEGFP—

SPRRlA双酶切fⅪIo I和风I I)；6：DNA分子量杯准

图3重组质粒pEGFP．SPRRIA和载体PEGFP-N1单、双酶切
优胁l和／'stI)电泳图谱

2．3 SPRRlA克隆片段测序结果对本实验扩增

得到的SPRRl A基因开放阅读框进行的核苷酸序列

 



测定结果与GenBank收录的SPRRlA蛋白编码基 (见图4)。

因(L05187)比较，碱基序列同文献报道完全一致

图4 SPRRlA克隆片断测序

3讨论

SPRRlA全长基因由两个外显子和一个内含子

组成，其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1p21，而编码SPRRI A

的基因位于第二个外显子上，故理论上既可建立
SPRRIA cDNA克隆，也可建立SPRRIA DNA克隆。

SPRRI A为SPRR(small proline-rich protein)家族的

一员，SPRRI A基因编码蛋白为角化膜蛋白，主要分

布在覆有鳞状上皮组织中(如皮肤、食管)，其富含

脯氨酸、胱氨酸及谷氨酸，而且人和鼠的SPRRl A蛋

白编码基因具有高度的保守结构Hj J。Bonilla等。列

在研究中显示受损的神经元内高表达的SPRRIA能

明显地促进神经元轴突的生长。我们设想采用分子

生物学方法克隆SPRRIA基因，构建携带有

SPRRlA基因的真核荧光表达载体，将外源性基因

导人受损周围神经，使其在体内表达，给受损周围神

经再生提供一个有利的微环境，以促进周围神经的

再生。而对此研究国内尚未见报道，为此，我们则以

健康成人静脉血DNA为模板，扩增出SPRR!A编码

基因，并成功构建SPRRl A真核荧光表达载体

pEGFP．N1．SPRRIA，可为进一步研究SPRRlA生物

学作用奠定实验基础，同时也可为基冈治疗周围神

经损伤创造前提条件。下一步工作是对我们构建的

SPRRIA真核荧光表达载体，能否在真核细胞中成

功表达正确、有功能的SPRRlA蛋白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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