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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双分子荧光互补技术的 

Oligl／Id2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和鉴定 

郭术俊 ，赵保明 ，吕合作 ，胡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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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础 医学 · 

[摘要]目的：构建 pBiFC—VN173一Oligl和 pBiFC—VC155一Id2真核表达质粒，并进行鉴定。方法：以pEGFP—N3一Oligl真核表达质 

粒为模板扩增出 Oligl基因，与pBiFC—VN173载体连接，构建pBiFC—VN173一Oligl真核表达质粒；利用 RT—PCR方法从新生大鼠 

脊髓中提取 Id2基因片段，与 pBiFC．VC155载体连接，构建 pBiFC—VC155一Id2真核表达质粒。对此2种质粒进行酶切鉴定、测 

序。结果：通过酶切鉴定、测序 ，证明 pBiFC—VN173一Oligl和 pBiFC—VC155一Id2重组质粒序列和编码框均正确构建成功。结论： 

成功构建了 pBiFC—VN173一Oligl和 pBiFC—VC155一Id2真核表达质粒，为进一步在活细胞内研究 Oligl和 Id2的相互作用提供了 

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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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s of Oligl and 

ld2 genes for bimolecular fluorescence complementation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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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hui Key Laboratory of Tissue Transplantation；2．Department ofImmu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Immunity in Anhui，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construct and identify pBiFC—VN173一Oligl and pBiFC—VC155一Id2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for 

bimolecular fluorescence comp1ementalion(BiFC)assay．Methods：Rat oligl gene from pGFP—N3一Oligl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was amplified by PCR．And rat Id2 gene from RNA of neonatal rat spinal cord was amplified by RT—PCR．The Oligl gene was inserted 

into BiFC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BiFC—VN173 and Id2 gene was inserted into pBiFC—VC155，which were used to construct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pBiFC—VN173一Oligl and pBiFC—VC155一Id2，respectively．The recombinant vectors were identified by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and DNA sequencing．Results：The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and DNA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quences and open read frames of the two vectors were completely concordant with experiment design．Conclusions：The pBiFC— 

VN173一Oligl and pBiFC—VC155一Id2 we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These provide an experimental bas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interaction between Oligl and Id2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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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对于了解细胞信号 

转导及转录调控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研究蛋白 

质相互作用的手段很多，既有体外实验如免疫共沉 

淀、蛋白质芯片等，也有酵母双杂交、荧光共振能量 

转 移 等 体 内 实 验。双 分 子 荧 光 互 补 技 术 

(bimolecular fluorescence complementation，BiFC)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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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技术，其能够直观、快速地判断 

目标蛋白在细胞中的定位和相互作用，填补了在活 

细胞内观察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空白  ̈。Oligl属于 

碱性螺旋 一环 一螺旋(basic—helix—loop．helix，bHLH) 

转录因子超家族，在神经胶质细胞分化发育过程中 

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与少突胶质细胞的分化和成 

熟有关 。Id2是一种 DNA结合抑制因子(inhibitor 

of DNA binding，Id)，属于 HLH蛋白家族，能够与 

Oligl结合抑制其转 录活性 J。本研究拟构建 

Oligl和 Id2的 BiFC真核表达载体，以便观察二者 

在活细胞内的相互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新生大鼠脊髓分离 自出生 1天的 SD 

大鼠，一80 c【二保存备用；Trizol试剂 (Gibco公司)； 

氯仿、异丙醇 (重庆化学试剂厂)；焦碳酸二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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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C，Sigma公 司)；大肠埃希菌 (DH5oL菌 )为本 

室保存；cDNA合成试剂盒(Fermentas公司)；引物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合成)；限制性内 

切酶、Prime STARTM HS DNA Polymerase及T4 DNA 

连接酶 (TaKaRa公司)；质粒纯化试剂盒及胶回收 

试剂盒(上海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pBiFC— 

VC155载体和pBiFC．VN173载体(美国普渡大学胡 

长灯教授惠赠)；pEGFP—N3一Oligl真核表达载体参 

见文献f2]。 

1．2 方法 

1．2．1 大 鼠 Oligl基因扩增 以 pEGFP—N3．Oligl 

真核表达质粒为模板进行 PCR扩增。上游引物：5 一 

CCG GAA TTC TAG CTC CCG CGA CCA TGT TG． 

3’，在 5 端引入 EcoR I的酶切位点；下游引物：5 ． 

GGG G I'A CCA TCT TGG AGA ACT GAG CCT GCA 

C-3 ，在 5 端引人 n I的酶切位点。循环条件： 

98℃预变性3 min，98℃变性 10 S，55 c【=退火 15 S， 

72℃延伸 1 min，共 30个循环，最后于72℃延伸 

5 min。将 PCR产物进行 1％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 

结果。 

1．2．2 大鼠Id2基因的RT—PCR扩增 用 Trizol试 

剂抽提新生大鼠脊髓总 RNA，并反转录为 cDNA，以 

该 cDNA为模板进行 PCR扩增。上游引物：5 一GAA 

GAT CTF TCC TCC TAC GAG CAG CA一3 ，在5 端引 

入BglⅡ的酶切位点；下游引物：5 一GGG GTA CCG 

CCA CAG AGT ACT TFG CTG一3 ，在5 端引入 n I 

的酶切位点。循环条件：98℃预变性3 rain，98℃变 

性 10 S，53 oC退火 15 S，72℃延伸 1 rain，共30个循 

环，最后于72℃延伸 5 min。将 RT—PCR产物进行 

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结果。 

1．2．3 pBiFC—VN173一Oligl的构建和鉴定 Oligl 

PCR产物经胶回收纯化后与 pBiFC—VN173载体分 

别以EcoR I、 n I进行双酶切。将酶切后的目的 

基因与载体经 T4 DNA连接酶于4℃连接过夜，并 

转化感受态 DH5a菌。挑取阳性克隆经摇菌后提取 

质粒，以EcoR I和 Kpn I双酶切鉴定，酶切鉴定符 

合的克隆送南京测序公司进一步测序鉴定。 

1．2．4 pBiFC．VC155．Id2的构建和鉴定 PCR产 

物经胶回收纯化后与 pBiFC—VC155载体分别以 n 

I、Bgl II进行双酶切。将酶切后的目的基因与载体 

经T4 DNA连接酶于16℃连接过夜，并转化感受态 

DH5ot菌。挑取阳性克隆经摇菌后提取质粒，以Kpn 

I、Bgl 1I双酶切鉴定，酶切鉴定符合的克隆送南京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测序鉴定。 

J Bengbu Med Coil，October 2010，Vo1．35，No．10 

2 结 果 

2．1 大 鼠 Oligl和 Id2基 因的 PCR 结 果 以 

pEGFP—N3-Oligl真核表达质粒为模板进行 PCR扩 

增，PCR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在预期的位 

置出现一条约747 bp的条带(见图 1)。新生大鼠 

脊髓总RNA应用上述 Id2特异性引物经RT—PCR扩 

增后，PCR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在预期的 

位置出现一条约421 bp的条带。 
1 ， M 

M ：DNA M arker；1：ld2；2：Oligl 

图 1 Oligl和 Id2基因 PCR产物琼脂糖电泳结果 

2．2 pBiFC—VN173一Oligl表达质粒的构建和鉴定 

PCR扩增的片段经EcoR I、 n I双酶切后，克隆到 

同样经 EcoR I、 n I双酶切的真核表达质粒 

pBiFC．VN173中。转化 DH5a菌后筛选出对氨苄西 

林具有抗性的阳性克隆，小量制备质粒，用 EcoR I、 

忍I双酶切鉴定重组质粒，可切出约 747 bp和 

5．2 kbp的片段，同预期的长度和 Oligl PCR结果均 
一 致(见图2)。测序结果经比对与GenBank报道的 

序列完全一致，说明Oligl基因已成功克隆至 BiFC— 

VN173载体中。 

一  000 bp 
M：DNA Marker；l：pBiFC ——VN173——Oligl；2：pBiFC ——VN173—- 

Oligl EcoR I酶 切；3：pBiFC—VNI73一Oligl Kpn I酶切； 

4：pBiFC—VN173一Oligl oR I+Kin,I酶~)J；6：Oligl PCR 

图 2 pBiFC～VNI73一Oligl重组质粒限制性酶切结果 

2．3 pBiFC．VC155．Id2表达质粒的构建和鉴定 

PCR扩增的片段经 脚n I、Bgl 1I双酶切后，克隆到 

同样经 几I、Bgl 1I双酶切的真核表达质粒 pBiFC— 

VC155中。转化 DH5oL菌后筛选出对氨苄西林具有 

抗性的阳性克隆，小量制备质粒，用 n I、Bgl I／双 

酶切鉴定重组质粒，可切出 421 bp和4．0 kbp的片 

段，同预期的长度和 Id2 PCR结果均一致(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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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结果经比对与 GenBank报道的序列完全一致， 

说明Id2基因已成功克隆至 pBiFC—VC155载体中。 

ooo bp 

000 b0 踩 
250 bD 

100 bp 

M：DNA Marker；l：pBiFC—VC155一Id2；2：pBiFC—VC155 Id2 

Ⅱ；3：pBiFC—VC155一Id2脚n I；4：pBiFC—VCl55一Id2 Bd 

lI+KpnI；6：1d2 PCR 

图 3 pBiFC—VC155一ld2重组质粒 限制性酶切结果 

3 讨论 

Olig基 因包括 Oligl、Olig2和 Olig3基因 ，属于 

bHLH转录因子超家族。其中，Oligl和 Olig2在神 

经系统发育 过程 中与少 突胶 质细胞前 体细胞 

(olig0dendr0cytep reeursor cells，OPCs)的分化密切相 

关 。Id因子为 HLH转 录因子家族成员之一 ，该 

类分子能够与 bHLH的成员(如 Olig1)结合形成异 

二聚体，但缺少与 DNA结合 的结构域，因此是 

bHLH蛋白的负调控分子 J。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发 

现有4个 Id家族成员，即 Idl、Id2、Id3和 Id4，其中 

Id2和 Id4被证明可以通过与 Oligl和 Olig2相互作 

用调控 OPCs的分化方向 。但是，这些发现建立 

在非活细胞水平的观察，迄今没有相关活细胞水平 

的研究报道。 

目前传统的研究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 

免疫共沉淀、免疫荧光、酵母双杂交技术等。这些方 

法虽然能够反映蛋白质问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但 

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免疫共沉淀技术要求必须破 

碎细胞，不能进行亚细胞定位；免疫荧光虽然能够进 

行细胞定位，但其结果只能表示 2种分子能够共表 

达，而无法证明它们是否相互结合；双杂交技术虽然 

能够证明2种蛋白相互结合，但只能检测细胞核内 

的相互作用，对相互作用强弱蛋白质的鉴定也需要 

裂解细胞进行检测。因此，这些方法都不能够在活 

细胞条件下对细胞内蛋 白质问相互作用进行动态 

研究 。 

BiFC技术是由Hu等 首创的一种直观、快速 

地判断目标蛋白在细胞中的定位和相互作用的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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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其关键是将拟观察的目标蛋白克隆到相应的载 

体，分别与不发荧光的荧光蛋白片段融合。若 目标 

蛋白之问可以相互作用，彼此靠近，荧光蛋白片段则 

可重新形成具有活性的荧光蛋白，可以在活细胞内 

直接观察目标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定位 ]。该 

方法已经成功地应用到多种蛋白分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研究，但迄今尚没见应用于 Oligl和 Id2相互作用 

的报道。在本研究中，我们以pEGFP-N3．Oligl真核 

表达质粒为模板扩增出Oligl基因，与pBiFC．VN173 

载体连接，构建 pBiFC—VN173一Oligl真核表达质粒； 

利用 RT—PCR方法从新生大鼠脊髓中提取 Id2基因 

片段，与 pBiFC—VN173载 体 连 接，构 建 pBiFC． 

VC155一Id2真核表达质粒。通过酶切鉴定测序证 

明，我们成功构建了大鼠 Oligl基因和 Id2基因的 

BiFC真核表达载体 pBiFC—VN173一Oligl和 pBiFC— 

VC155一Id2，为今后通过 BiFC技术观察二者的相互 

作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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