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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迁移率族蛋白B1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对

肿瘤坏死因子一仪报告基因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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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人的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l)基因，插入pc—DNA3载体中并检测其对肿瘤坏死

因子一a(TNF—a)报告基因活性的影响。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从人乳腺癌细胞系MCF一7基因

组中扩增出HMGBl基因，插入载体pc—DNA3中，确定所扩增的DNA序列；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在293T细胞中检测其表达；应用报告基因方法检测其对TNF—a报告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酶切和

测序结果表明扩增的HMGBl序列正确，大小为648 bp。在293T细胞中正确表达相对分子质量约24 000的

HMGBl蛋白。下游基因TNF—q荧光素酶活性实验显示，构建的真核表达载体在内毒素刺激后以先增加后降

低的方式影响TNF—a的活性，且对从95—120长度的TNF—a报告基因活性影响最明显。结论HMGBl以先增

加后降低的方式影响TNF—a基因的表达，且主要通过26个碱基大小的片段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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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one human high mobility group box一1 protein(HMGBl)gene and

investigate its effect on tumor necrosis factor—a(TNF—a)reporter gene activity．Methods The human

HMGBl gene was amplified from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一7 genomic DNA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and cloned into pc-DNA3．The resulting plasmid was determined by DNA sequencing．

HMGBl protein expression was identified by Western bloting in 293T cell line．Reporter gene detection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HMGBl on TNF—a gene expression．Results The results of DNA

sequencing and enzyme digestion showed that the cloned HMGBl gene was correct(648 bp)．HMGBI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293T cell tO be approximately 24 000．TNF一口reporter gene activity was increased．peaking at

300 txg／L HMGBl·and then decreased at a dose exceeding 500／xg／L HMGBl．95-120 bp TNF—a reporter gene

activity was the highest．Conclusion HMGBl can markedly regulate TNF-agene expression in an up—to—down

manner。which might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fragment 95—120 bp in TNF—a promoter．

[Key words]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protein；expression；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ctivity；tumor

necrOSis factor—a

业已明确，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l)作为

一种新的晚期炎症介质，具有显著的胞外致炎效

应n’。在脓毒症早期，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a)等细

胞因子可迅速合成，随着炎症的发展，HMGBl则进

一步促进其产生与释放，从而加剧脓毒症的发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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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实验中通过观察HMGBl对TNF—a报告基

因活性及TNF—a不同片段活性的影响，旨在进一步

明确HMGBl对TNF—a基因表达水平影响的分子

机制。

1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SV40病毒转化的人胚胎肾细胞

293T，用含体积分数为10％的热灭活胎牛血清的

Dulbecco改良Eagle培养基(DMEM)、于体积分数

为5％的COz孵箱内37℃下常规培养(由本实验室

保存)。pc—DNA3载体购自美国Promega公司；大肠

 

 万方数据



·172· 生国生堕匡堡金鱼墼垄查!!!!生i旦笙!!鲞箜!塑垦!!!』!堡丛旦坚曼!韭曼!竺!M!z!!!!：!!!：!!!塑!：!

杆菌DH5a表达p一半乳糖苷酶活性由本实验室保

存。含人不同长度TNF—a报告基因质粒由北京大

学顾军教授馈赠。限制性内切酶、DNA连接酶、Taq

酶购自日本TaKaRa公司；DNA纯化试剂盒购自

上海申能博彩公司f DMEM培养基、Lipofect

AMINE2000转染试剂购自美国Invitrogen公司；

血细胞凝集素辣根过氧化物酶(HA—HRP)抗体购自

美国Sigma公司。

1．2人乳腺癌细胞系MCF一7 DNA的提取：按照

北京Tiangen公司的说明书进行。将贴壁细胞处理

为细胞悬液，加200弘I缓冲液，振荡至悬浮；加20 p1

蛋白酶K，混匀；加220弘l缓冲液，混匀；加220弘l

无水乙醇，混匀，过CB3柱，依次用去蛋白液、漂洗

液洗柱，彻底晾干残余的漂洗液，最后洗脱即得

MCF一7 DNA。测定波长260 nm处的吸光度(A)值。

1．3人HMGBl的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根据

GenBank中报告的序列设计引物。上游引物为：

57一CGGAATTCTGGGCAAAGGAGAT一3 7；下游引

物为：5，_GCTCTAGATTATTCATCATCATC一37。

上下游引物5’和3 7端分别携带EeoR I和Xba I酶

切位点。PCR引物由北京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合成。PCR模板为人乳腺癌细胞系MCF一7 DNA。

PCR反应条件为：94℃变性1 min，然后52℃复性

l min，72℃延伸5 min，共25个循环。

1．4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酶切鉴定与测序：将纯

化后的上述PCR产物经EcoR I和Xba I酶切后连

接到经同样酶切的pc—DNA3载体中，转化大肠杆

菌DH5a，提取转化质粒。采用以上两种内切酶进行

酶切鉴定，得到目的基因大小片段的克隆判定为阳

性克隆，然后进行测序。

1．5重组质粒的真核表达鉴定：将测序正确的阳

性克隆重新转化大肠杆菌DH5a，提取质粒去除内

毒素后转染293T细胞，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

(Western blotting)，并使用特异性抗HA抗体检测

其表达蛋白大小。

1．6细胞转染

1．6．1细胞培养：293T细胞为本室保存，用含10％

胎牛血清的DMEM于C0。培养箱(37℃，5％CO。)

中培养。转染前24 h将细胞接种于灭菌的24孔板，

细胞密度大约为90％。

1．6．2不同剂量重组质粒对全长TNF—a报告基因

荧光素酶活性的影响：将质粒用LipofeetAMINE

2000瞬时转染293T细胞。将重组质粒DNA分为

100、200、300、500、1 000和1 500弘g／L组，等量的空

载体pc—DNA3用于对照。每次转染实验中，重组质

粒HA—HMGBl按照分组的剂量、表达p半乳糖苷

酶的质粒0．1 lug、全长TNF—a报告基因质粒0．2弘g

与100弘l不含血清、抗生素及酚红的DMEM混合，

再将2．5弘l LipofectAMINE2000与100 pl相同的

DMEM混合；将上述二者混合，室温放置20 min后

加入0．8 ml含10％胎牛血清的细胞培养基中。24 h

后收集细胞，测定荧光素酶和』3一半乳糖苷酶活性，其

中p半乳糖苷酶活性用于校正细胞转染效率。

1．6．3一定剂量重组质粒对不同长度TNF一盘报告

基因荧光素酶活性的影响：每次实验中重组质粒

HA—HMGBl为300 tzg／L、表达p半乳糖苷酶质粒

为0．1,ug；TNF—a报告基因质粒0．2弘g，包括5个

长度，分别是1—95、1—120、1—161、1—615、1—1135。等

量的pc—DNA3空载体作为对照。转染4 h后加内毒

素，刺激24 h后收集细胞，方法同上。

1．7荧光素酶和p半乳糖苷酶活性测定：荧光素酶

活性测定按照Promega公司说明书进行。细胞用磷

酸盐缓冲液洗1次，在24孔板中加入80肛1裂解缓

冲液，室温轻摇15 min；收集细胞裂解物至离心管

中，持续振荡5 min后离心，收集上清液，取10弘l用

荧光计测定荧光素酶活性。用邻一硝基苯一口一D一半

乳糖苷(0NPG)测定p半乳糖苷酶活性。取上清液

10弘l与90 pl缓冲液／p巯基乙醇溶液混合，加人

20肛1 4 t-g／L的ONPG，30℃孵育，直到出现浅黄色

为止；然后加入50弘l 1 mol／L的Na2C03溶液终止

颜色反应，测定样品在波长420 nm处的A值。

2 结 果

2．1 人HMGBl的PCR扩增(图1)：从乳腺癌细

胞系MCF一7基因组中扩增人HMGBl长度648 bp。

1：HMGBlIM：Marker

图1人HMGBl PCR扩增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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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cDNA3一HA—HMGBl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图2)：用EcoR I和Xha I双酶切PCR产物后克

隆到经同样双酶切的pc—DNA3载体中，将得到的

重组质粒命名为pcDNA3一HA—HMGBl。提取质粒

后用上述相同内切酶进行酶切，然后DNA电泳，切

出大小为648 bp的片段。DNA序列结果证实，该插

入片段为人HMGBl基因。-

M：Markerfl、2依次为质粒HA—HMGBl双酶切产物、

原质粒HA—HMGBl

图2 pcDNA3一HA—HMGBl真核表达载体的酶切鉴定

2．3重组质粒的真核表达(图3)：将1肛g重组质粒

转染24孔板，转染步骤同前。用抗HA抗体检测到

相对分子质量为24 000的蛋白，与预期结果一致。

1、2依次为阳性克隆1表达，阳性克隆2表达；M：Marker

图3 HMGBl重组质粒的真核蛋白表达

2．4 不同剂量重组质粒HA—HMGBl对全长

TNF—a报告基因荧光素酶活性的影响(图4)：在

293T细胞中，不加内毒素时，HMGBl对TNF—a的

活性几乎没有影响．力Ⅱ人内毒素后，随着HMGBl浓

度的升高，TNF—a的活性也逐渐升高，最高可达到

4．8倍(HMGBl为300 pg／L)。但是当其浓度超过

500弘g／L时，TNF—a的活性开始下降。

0 100 200 300 500 l 000 l 500

HMGB 1浓度(pg／L)

图4不同剂量重组质粒HA—HMGBl对全长TNF—a

报告基因荧光素酶活性的影响

2．5一定剂量重组质粒HA—HMGBl对不同长度

TNF—a报告基因荧光素酶活性的影响(图5)：在

HMGBl作用剂量为300肛g／L时，将HMGBl与不

同长度TNF—a报告基因共同转染293T细胞。与不

加内毒素比较，内毒素刺激后1—120长度报告基因

活性升高幅度最大，为12．84倍；全长报告基因升高

幅度次之，为2．25倍；而1_95长度报告基因变化不

明显，1—161和1—615长度报告基因则下降。

10 000

8 000

趔6 000

懈
兴

杈4 000

2 000

0

1-95 l-120 卜16l l一6l 5 1·11 35

不同长度TNF—a报告基因

图5 300 ug／L HMGBl对不同长度TNF-a

报告基因荧光素酶活性的影响

3讨 论

近20年来，TNF—a和白细胞介素一1(IL一1)等早

期炎症细胞因子在脓毒症发病中的作用已受到广泛

关注，尽管拮抗TNF—a等细胞因子在动物实验中获

得成功，然而这些干预新措施在多项脓毒症临床试

验中均未取得明显疗效。近年来，HMGBl作为脓毒

症晚期炎症介质的发现，重新开启了人们的研究思

路。研究证实，在脓毒症的病理过程中，TNF—a水平

呈现双峰改变，说明其表达在早期和晚期出现了两

次高峰。3。感染早期内毒素激活p38丝裂原活化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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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激酶(MAPK)通路后，p38 MAPK发生磷酸化，

TNF—a基因表达水平增加；同时TNF—a又可进一步

引起p38 MAPK磷酸化和促进晚期炎症介质

HMGBl的释放“。53。还有研究观察到，HMGBl在

脓毒症晚期升高，一方面对动物具有致死毒性，另一

方面分泌到细胞外与其他炎症介质TNF—a、IL一1、

7一干扰素等相互作用，促进炎症效应放大哺3。因此，

HMGBl作为新的重要炎症介质参与了脓毒症的发

展，然而有关HMGBl介导脓毒症发生的确切机制

仍未完全阐明，如何引起TNF—a释放的信号机制尚

不清楚订3。我们既往的实验证明，通过抑制信号途径

下调HMGBl产生可显著降低TNF—a基因表达水

平。’。另有研究证实，HMGBl和TNF—a在体外存

在相互诱生的关系；HMGBl抑制剂丙酮酸乙酯可

显著降低脓毒症大鼠肾组织TNF—a的基因表达，并

改善脏器功能。q们。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HMGBl

对TNF—a表达水平影响的分子作用机制。

本资料显示，体外转染进入细胞的HMGBl可

调节293T细胞的TNF—a基因表达水平。HMGBl

在200肛g／L时TNF—a表达开始增强，300／zg／L达

高峰，至500／zg／L时开始减弱，到1 500／xg／L时则

降低到对照水平。该结果证实了HMGBl对TNF—a

合成具有直接调节效应，说明严重感染后TNF—a的

再次产生可能与HMGBl延迟释放密切相关；另一

方面，本资料也显示，当HMGBl达到1 000／xg／L

时，TNF—a活性开始下降，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可

能是高浓度HMGBl对细胞产生了毒性作用。当

300／xg／L HMGBl与不同片段的TNF—a报告基因

共同转染细胞并采用内毒素刺激后，观察到1—120长

度的TNF—a报告基因活性增加了12．84倍，进一步

研究发现，在启动子95—120之问的位点可能是

HMGBl作用于TNF—a启动子的主要作用部位。对

此部分碱基分析发现存在一个经典的内毒素作用位

点NF—IL一6，说明HMGBl对TNF—a的基因表达调

节作用依赖于内毒素的刺激nu。本实验通过

HMGBl对TNF—a报告基因活性的剂量效应观察以

及对TNF—a不同片段活性的影响，证实HMGBl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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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增加后降低的方式影响下游基因TNF—a的表达，

且主要通过26个碱基大小的片段发挥作用。该实验

初步阐明了HMGBl对TNF—a合成的调节机制，为

深入探讨HMGBl相关信号通路的分子基础及其干

预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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