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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白细胞介素 23 p19亚基基因的克隆和序列分析 

骆江坤 ，方 强 ，齐文娟 。，王雪梅 ，。 

[摘要]目的：克隆人白细胞介素一23(II 一23)p19亚基基 。方法：分离健康成年人外J吉Jm单个核细胞，常规培养后川脂多糖至 

终浓度为 100 ng／ml刺激增殖 12 h，收集细胞并提取细胞总 RNA，用 RT—PCR方法扩增人 IL一23 pl9 cDNA编码基【人l，克降至 

pMD18一T载体 ，PCR鉴定后进行序列测定。结果：RT—PCR产物电泳结果显示所扩增的基 为 734 bp， 因测序 爪其序列与 

GenBank报道的人 IL一23 p19基因序列完全一致。结论：成功地克隆了人 II 一23 pl9cDNA编码基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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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lecular cloning and sequence analysis genes of human interleukin一23 p19 sub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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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hnmunology，2．Anhui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lmmunit)； 

3．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clone genes f0r encoding human interleukin一23(1I 一23)pl9 subunit．Methods：Pe r’ipheral blood n／ononuclear 

cells(PBMCs)of human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for 10 hours。and then stimulated with 100 ng／ml LPS for 12}IOUFS．TotaI1INA from 

these stimulated PBMCs were extracted．an(1 eDNA of genes for human IL一23 pl 9 subunit were ampliphied by RT—PCR assay and 

inserted into pMD18一T vector．Results：The PCR production of human IL一23 p19 was verified by Electrophoresis proved to be 734 bp， 

result of sequencing was the same as the gene sequence of GenBank．Conclusions：eDNA encoding human interleukin一23 p19 was 

successfully cloned into cloning vector pMD1 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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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23(interleukin一23，IL-23)是 2000 

年发现的新的异二聚体细胞因子，在结构上与 IL一12 

共用 p40亚基，是 p40亚基和 p19亚基以二硫键连 

接而成的异二聚体 。它与 IL一12、IL一27和 IL一35 

共同组成 IL—l2分子家族 ，具有十分复杂的生物 

学功能，在抗感染免疫、抗肿瘤免疫以及 自身免疫病 

的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实验采用 RT—PCR技 

术从健康成年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获 

得编码人 IL-23 p19亚基的 cDNA，并对其进行克 

隆、序列测定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质粒和受体菌 pMD18 T载体为 TaKaRa产 

品，大肠埃希菌(E．coli)由蚌埠医学院免疫学教研 

室保存。 

1．2 工具酶及试剂 Trizol试剂为 Invitrogen公司 

产品，cDNA合成试剂盒为 Fermentas公司产品(# 

[收稿 日期]2009一l2-31 

[基金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600518／C0301l2) 

[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 】．免疫学教研室，2．安徽省感染与免疫重 

点实验室；3．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安徽 蚌埠 233030 

[作者简介]骆江坤(1976一)，女 ，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方 强，博士，研究 生 导师，副教授．E—mail：fq333@ 

sohU．c0m 

K1621)，PrimeSTAR ”HS DNA聚合酶为TaKaRa产 

品，Tap DNA聚合酶 、DNA Ladder均为 Fermentas公 

司产品，Ficol1分离液为 L海试剂二厂产品，其余试 

剂为国产分析纯。 

1．3 引物 根据 GenBank发表 Il 一23 p19序列(登 

录号为 p19：NM一016584)设计一对引物，引物由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PAGE纯 

化。P19S：GAG AAT CAG GCT CAA AGC AAG TG， 

P19A：TGG GGT GGT AGA I IYr ATC TTG GC。 

1．4 细胞的分离培养及总 RNA提取 

1．4．1 人 PBMCs的分离 采健康志愿者静脉血 

5 ml，肝素抗凝，加入等量的 Hank S液稀释后 ，加入 

等量的 Ficol1分离液，20 1 500 r／min水平离心 

30 min，小心吸取 PBMCs界面层，Hank S液洗涤， 

4 cIC 1 500 r／min离心 10 min，洗涤细胞 2次。然后 

用含 10％小牛血清 RPMI 1640完全培养液调整细 

胞浓度调至 1×10。／ml，放入 24孔板中培养。 

1．4．2 细胞的刺激培养及总 RNA的提取 向卜述 

分离培养的细胞中分别加入脂多糖至终浓度为 100 

ng／ml刺激增殖 12 h，收集细胞后按Trizol试剂盒说 

明书提取细胞总 RNA，分别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总RNA的纯度和浓度，1．2％TBE琼脂糖凝胶电泳 

鉴定RNA的质量，选取质量好的RNA进行反转录。 

1．5 总 mRNA的反转录 按照 Fermentase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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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tAidⅢ第一链 cDNA合成使用说明书操作：其 

中在20 l反应体系中，细胞总RNA量为3～4 g， 

Oligo(dT) 。为引物，M—MuLV反转录酶进行反转录， 

所得 cDNA直接用于PCR或放于 一20。【=保存待用。 

1．6 PCR 扩增体系为以反转录后的产物 2 Ixl作 

为扩增的模板，扩增反应液总体积为50 l，其中5× 

Prime STARTM缓冲液 10 txl，dNTP 2 mmol，上下引 

物各20 pmol，Prime STAR HS DNA聚合酶0．5 1， 

补加灭菌水至总体积反应条件为 50 l。预加热 

94 5 rain；然后 94℃ 1 min，58℃ 1 rain，72 cC 

1．5 rain，35个循环；最后72 cc延伸10 min。扩增结 

束后取8 Ixl PCR产物，用 1．5％TBE琼脂糖凝胶进 

行电泳鉴定。获得约750 bp的特异性目的片段，切 

胶回收纯化。 

1．7 目的片段与载体的连接 

1．7．1 目的片段的加 A尾反应 加 A尾反应体系 

为：PCR纯化后产物 1～7 l，10×Taq缓冲液 1 Ixl， 

dATP 0．2 mmol，Taq DNA聚合酶 5 1，加灭菌水至 

总体积为 10 l。70℃孵育 30 rain，乙醇沉淀加尾 

产物。 

1．7．2 与载体的连接反应 根据 pMD18一T载体连 

接反应体系，取已纯化加 了 A尾端的 目的 DNA 

0．1～0．3 pmol、pMD18．T载体 1 tzl、Solution I 

5 l、加灭菌水至总体积为 10 l，16℃进行 30 min 

图 1 pl9基 因总 RNA 

琼脂糖凝胶 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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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反应。将连接产物转化 E．coli感受态细胞，铺 

含 AMP、X．gal、IPTG的 LB平板进行蓝白斑筛选。 

1．8 克隆鉴定及序列测定 分别挑取多个白色单 

菌落，提取质粒；以提取的质粒 DNA为模板，分别以 

上述引物进行 PCR扩增，鉴定阳性克隆。经鉴定的阳 

性克隆送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序列测定。 

2 结果 

2．1 RNA的质量鉴定 分别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总 RNA的纯度和浓度，1．2％TBE琼脂糖凝胶电 

泳鉴 定 RNA的质量。提取 的 RNA A 。／A：。。为 

1．8～2．0，浓度300～500 g／ml，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 RNA条带清晰锐利，无降解弥散，28s：18s的灰度 

值比约为2：1，质量较好(见图1)。 

2．2 人 IL．23 p19亚基 cDNA PCR扩增 RT-PCR 

从刺激 培养人 PBMCs扩增得到 的片段大小 约 

750 bp，与预期片段大小一致(见图2)。 

2．3 重组质粒的酶切验证 挑取阳性菌落，摇菌培 

养，提取质粒，对提取的质粒分别用 n I单酶切和 

如n I、HindIII双酶切鉴定(见图3)。 

2．4 序列分析 取阳性质粒送上海英俊公司测定 

序列，结果显示克隆人T载体的片段大小为734 bp， 

序列与GenBank发表的人 IL一23 p19亚基基因序列 

完全一致，表明成功克隆了人 IL-23 p19基因。 

500 b 

3 000 bp 

2 000 bp 

1 000 bp 

750 bp 

500 bp 

基 冈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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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19基 因 RT～PCR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 图 3 重组)'~ pMD18一T—p19酶切鉴定 

3 讨论 

IL-23是一种由 040亚基和 p19亚基 以二硫键 

连接以异二聚体形式存在的细胞因子，它在结构上 

与IL一12共用 040亚基，在功能上与 IL一12既有相似 

之处，亦存在不同。IL-23与 IL 12均具有调节树突 

细胞的协同刺激功能 J，IL．12在体外只选择性作用 

于 CD8一DC，而 IL一23可作用于 CD8 和 CD8 DC， 

从而使 DC递呈抗原的能力更为强大，在激活和调 

节 T细胞应答中起主要作用 J。IL．12可同时作用 

于初始 T细胞和记忆性 T细胞，而 IL-23则主要作 

用于记忆性 T细胞，促进记忆性 T细胞的形成与增 

殖，这对于维持获得性免疫具有重要意义 。有研 

究 显示，IL-23参与Thl细胞的产生并增强Thl免 

疫反应，诱导更高水平的CTL活性，同时也参与Th2 

细胞的分化。IL-23可以刺激记忆性 T细胞分泌产 

生 IL．17、IL．17F、IL．6。TH17细胞是近年来发现的 
一 个新的细胞亚群，在自身免疫病、抗感染、抗肿瘤 

免疫等具有重要作用，而 IL-23则可以诱导活化的 

TH17细胞分泌 IL．17，并刺激 TH17细胞的增殖，是 

维持 TH17细胞增殖的必要细胞因子 一lOj，IL-23和 

IL一17可能是中和或阻止炎症反应的一个有效靶标； 

IL．6是一种主要由髓样细胞产生来源广泛的多功能 

因子，也是引起炎症的重要因子，IL-6对多种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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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和分化都有调节作用。某些急性炎症、自身免 

疫性疾病、淋巴细胞恶性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等 

与患者体内IL一6水平异常增高有关，在很多慢性炎 

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鉴于 

IL一23复杂的生物学功能，其在抗感染免疫、抗肿瘤 

免疫以及自身免疫病的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 

此，成功克隆表达 IL-23基因，获取高生物学活性的 

重组 IL一23，对于进一步研究 IL一23的生物学功能， 

探讨其在抗感染免疫、抗肿瘤免疫以及 自身免疫病 

中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小鼠IL-23的克隆表达及转基因细胞的 

构建已有较多报道，而对于人 IL一23的克隆表达则 

研究较少，目前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鉴于 IL．23 

拥有与 IL一12相同的 040亚基，而 IL一12的040亚基 

基因已克隆表达，因此成功克隆表达 IL一23的关键 

在于p19亚基基因的成功克隆。IL．23主要来源于 

活化 的单核／巨噬细胞 和 B细胞，IL一23 p19的 

mRNA主要在内皮细胞和造血细胞表达，包括 T细 

胞、B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同时研究⋯也 

证明脂多糖可以刺激人和小鼠的树突状细胞产生 

IL一23，所以在本实验中采用脂多糖刺激人 PBMC 12 

h，通过RT—PCR扩增IL一23 p19基因，克隆至T载体，经 

测序表明序列与GenBank报道序列完全一致，表明我 

们成功地克隆了人 IL一23 p19基因，为进一步表达人 

IL-23，并深入研究其功能和作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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