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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To construct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of human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2 (TFPI-2) 
pEGFP—C1一TFPI一2，and identify it by enzymatic digestion assay 

METH0DS：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t the CentraI Lab0ratory of Anhui ProvinciaI Hospital fr0m September to 

December in 2006． (1)TotaI RNA was extracted from human placenta tissue． and the desired cDNA fragment was 

obtained by RT—PCR with two specific primers ② The amplified production was purified and enzymatic analysis by 

restriction enzy me． The fragment was inserted into mammalian expression vector pEGFP-C1 dealt with the same 

method as the amplified production． and the resulted plasmid was transformed into E coli DH ． (3)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extracted bV alkaline denaturation and analyzed by enzvmatic assay and DNA sequencing． 

RESULTS： (1)A fragment of 708 bD of TFPI-2 gene was cloned successfuIly． ② The recombinant vector 
pEGFP．C1．TFPI．2 was constructed． The enzy matic assay proved that tw o independent fragment of 708 bp and 4．6 kb 

were obtained．DNA sequencing showed that it was consistent with cDNA sequence of TFPI-2 mRNA． 

C0NCLUS10N： By the technology of gene recombination． TFPI-2 gene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o the vector 

pEGFP．C1，and pEGFP．C1．TFPI．2 was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Tang ZG，Sun ZY，Hu HJ，Xu GL，Chen J，Li JS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of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2 gene．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yu Linchuang Kangfu 2007；1 1(45)：91 1 2·91 1 5(China) 

【www．zglckf com／zglckf／ejournal／upfiles／07-45／45k·91 1 2(ps)．pdf] 

摘要 

目的：构建人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 2(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2，TFPI一2)基因的真核表达载体 pEGFP-C1一TFPI一2，并对 

其进行酶切鉴定。 

方法：实验于2006—09／12在安徽省立医院中心实验室完成。实验方法：①从人胎盘组织中提取总RNA，反转录合成 cDNA，以 

特异性引物扩增 TFPI一2基因全长mRNA。②扩增产物回收纯化后用限制性内切酶酶切，与经同样处理的载体 pEGFP-C1进 

行连接反应，连接产物转化感受态大肠杆菌 DH 。③碱变性法提取质粒进行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分析，并进行 DNA序列测定。 

结果：①成功克隆了708 bp的TFPI-2基因片段。( 构建了人TFPI-2基因的真核表达载体 pEGFP-C1-TFPI-2，经限制性内切 

酶酶切，电泳分析后得到了大小分别为708 bp的目的基因片段和4．6 kb的载体片段，测序结果与TFPI-2 mRNA的 cDNA序 

列吻合。 

结论：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构建了稳定表达 TFPI一2的人 TFPI-2的真核表达载体 pEGFP—C1-TFPI-2。 

关键词：TFPI-2基因；绿色荧光蛋白质类；克隆，分子 

汤志刚，孙振阳，胡何节，许戈良，陈垧，李建生．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 2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鉴定【J1．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2007，1 1(45)：91 1 2-91 1 5 [www．zglckf．comlzglckflejournallupfileslO7-45145k·91 1 2(ps)．pdf] 

通外科。 

O 引言 材料：实验于2006—09／12在安徽省立医 

近年来 ，在研究 组织 因子途径 抑制物 2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2，TFPI-2)抗 

凝作用的同时，发现 TFPI-2具有抑制肿瘤血 

管生成及抗肿瘤等生物学功能，本实验将人正 

常 TFPI-2基因全长 cDNA克隆入增强型绿色 

荧光蛋 白质粒 (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plasmid，pEGFP-C1)中 ，构建重组表 

达载体 pEGFP—C1-TFPI-2。 

1 材料和方法 

设计：开放性实验。 

单位：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徽省立医院普 

院中心实验室完成。新鲜胎盘组织由安徽省立 

医院妇产科提供，为患者自愿捐献。实验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试 剂 ：RNA 抽 提 试 剂 Trizol Regent(Gibco 

BRL公 司 )；RT-PCR试 剂 盒 (Promega公 

司)；DNA聚合酶 pfu、dNTP(申能博彩公司)； 

限制性内切酶 EcoR I和 Sal I、T DNA连接 

酶 (NEB公司 )；质粒抽提试剂盒 、DNA凝胶 回 

收试剂盒(华舜公司)；大肠杆菌 DH5oL、质粒 

pEGFP-C1由本实验 室保 存 。仪 器 ：PCR 

System 2400 PCR 扩 增 仪 (PE 公 司 )； 

SmartSpec 3000分 光 光 度 计 (Bio-Rad公 

司)。 

设计、实施、评估者 ：设计为第一作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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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为全部作者，评估为第一作者，评估者经过 

正规培训。 

技术路线 ： 

胎盘组织 中总 RNA的提取 ：所有试 剂及 

器材均做严格无 RNA酶处理。按照 TRIzol 

试剂说 明提取总 RNA。取新鲜胎盘组织约 

100 mg切成小块，在液氮中研磨至粉末状，加 

入 1 mL TRIzol试剂，用超声波匀浆将组织匀 

浆；室温放置5 min，加入200 L氯仿，剧烈振 

动 15 S，室温放置 2．0～3．0 min后，4 oC下离心 

约 100 mg，12 000 r／min，15 min，将水相移入 

新的 Eppendorf管内，加入 0．5 mL异丙醇沉 

淀 RNA，室温放置 10 min，4 oC离心 10 min， 

弃上清，用体积分数为 0_75的乙醇洗涤沉淀， 

7 500 r／min离心 5 min，空气干燥 5～10 min， 

用适量焦磷酸二乙酯水溶解 RNA，55～60 oC 

放置 10 min。紫外吸收测定法检测 RNA浓 

度和纯度，使 260 280 比值在 1．8-2．1。 

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 ，紫外投射光下观察并 

拍照。 

引物设计与合成：根据 Genebank中的 

TFPI一2基因的mRNA序列设计引物，上、下游 

引物序列分别为：5’ CAG AAT TCT ATG 

GAC CCC GCT CGC CCC 3’和 5’ CAG 

TCG ACT TAA AAT TGC TTC TTC CG 3’． 

5’端分别引入限制性内切酶 EcoR I和 Sa／I 

的酶切位点 (见下划线部分)，扩增产物为 

708 bp。IB-actin作为内参照，上、下游引物分 

别为 5’GCT CGT CGT CGA CAA CGG CT 

3’和 5’ CAA ACA TGA TCT GGG TCA 

TCT TCT C 3’，扩增产物为 353 bp。引物由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RT-PCR扩 增 ：按 Promega公 司 RNA 

PCR Kit说明书操作 ，两步法 RT-PCR，先反 

转录制备单链 cDNA，再以反转录产物为模 

板，用上、下游引物进行 PCR反应扩增 目的基 

因，反应条件：95℃ 预变性 5 min，然后 94 oC 

变性 30 S，56 oC退火 30 S，72 oC延伸 30 S， 

进行 30个循环 ，最后 72℃ 延伸 5 min，4 oC 

保温。扩增片段用 10 g／L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 

感受态大肠杆菌 DH5c~制备 ：在 LB平板 

上挑单克隆菌落，接种至 5 mL LB培养液中， 

振荡培养 37℃，250 r／min，12 h。取上述菌液 

1 mL，接种至 100 mL LB培养液中，振荡培养 

37 oC，250 r／min，2 h，至 A 60o=0．35-0．40，冰 

沈阳1200邮政信箱 1 10004 ~23385083@sina．c0m www．zglckf．c0m 

上清，加冰冷的CaCI 甘油缓冲溶液(6．66 g／L 喜蛋 孝鑫 
CaCI2，150 g／L丙三醇，10 mmol／L哌嗪一1，4一 差挈 篓27季霎 
二乙磺酸，pH 7．0)20 mL，轻轻混匀后冰浴 葬 
30 min，4 oC，2 500 r／min离心，5 min，弃上 萎 薹葬蔫 
清，加冰冷的 CaCI2甘油缓冲溶液 4 mL，轻轻 物，在维持细胞外 

混匀后分装每管200 L，立即使用或一70 oC 茬袭甍萎 蠢羞 
冻存备用。 詈薯 萎蓄森 
真核表达重组质粒的构建与鉴定：PCR 薯篷 

产物经酚，氯仿抽提、乙醇沉淀纯化后，进行 蒡葬薷 墓蠢 
EcoR I和 Sa／I双酶切反应，用 10 g／L琼脂 胞的浸润转移。本 

糖凝胶电泳回收，再与经同样处理的质粒 妻 嚣嚣 曩 
pEGFP-C1进行连接反应。取感受态大肠杆菌 翁辇 
200 L，加10 L连接产物，冰浴10～30 min。 譬簟的实验打 
热激 37 oC，5 min或 42℃，90 S，加 1 mL LB 

培养液，振荡培养 37 oC，200 r／min，60 min， 

吸取 200 L菌液涂布含筛选用抗生素的 LB 

平板。37℃ 静置培养 12～16 h，待其长出单克 

隆菌落。挑取阳性克隆扩大培养，质粒提取试 

剂盒提取少量质粒进行限制性酶酶切鉴定 ，并 

测定 DNA序列。 

主要观察指标 ：总 RNA纯度 ，RT-PCR扩 

增产物，真核表达载体 pEGFP—C1-TF PJ一2的 

构建及鉴定 

2 结果 

2．1 总 RNA的提取 将提取的总 RNA经 

10 g／L琼脂糖甲醛变性凝胶电泳，见图 1。28 S 

亮度强于 18 S，5 S较弱，说明总 RNA完整性 

较好。分光光度法测定 60 e0 m=1．9，表明 

所获得的总 RNA纯度符合 RT—PCR要求。 

2．2 RT-PCR扩增产物 提取 的人胎盘组织 

总 RNA，经 RT-PCR扩增后 ，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在 DNA相对分子质量 700 bp附近有一 

条亮带 ，与预期 目的基因大小(708 bp)基本一 

致，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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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 {内硒 
究 组织 因子途 径 

抑 制物 2基 因 的 
结构 、亚型及其 分 

解过程提供 平台： 

② 为进 一 步 认识 

组 织 因子 途 径抑 
制 物 2基 因 的表 

达 调控 及 组 织 因 

子 途 径 抑 制 物 2 

在 肿 瘤 侵袭 与 转 
移 中的作 用提 供 

有效的分子工具 

⑧表达载体构建 

成功，对于探 索问 
题 ．组 织 因 子 途 径 

抑 制 物 2能否 成 

为肿 瘤 治 疗 的靶 

基因?能否通过检 
测 组 织 因 子 途 径 

抑 制物 2提 高肿 

瘤 的 临床诊 断 以 

及 是 否 能用 组织 

因子途 径 抑 制物 
2来评 价肿 瘤 患 

者的预 后 等 提 供 

了必要的手段 

厨行 坪 组织 
因子 途 径抑 制物 

2具 有 抗凝 作 用 

和有 抗 肿瘤 和抑 
制肿 瘤 血管 生 成 

等 生物学功能 ， 

将人 正 常组 织 因 

子 途 径抑 制物 2 
基 因 全 长 cDNA 

克隆入 真核 表 达 

载 体 pEGFP·C1 

中，构建重组表 

达 载 体 

pEGFP．C1一 

TFPI一2． 本课 题 

为进 一步 抗 肿瘤 

基 因治 疗研 究提 
供 实验基 础 ：查 

阅 目前 国 内外 文 

献 ，尚 未见 类似 

报 道 ．因 此具 有 
较好的创新性 

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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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真核表 达载体 pEGFP—C1一TFPI一2的构 

建及鉴定 PCR产物经 EcoR l和 Sal I双酶 

切后与经 同样酶切 的质粒 pEGFP—C1连接重 

组，转化感受态大肠杆菌 DH5oL。重组质粒经 

EcoR I和 Sal I双酶切鉴定片段长度与理论 

预 测 一 致 。 此 重 组 质 粒 命 名 为 

pEGFP—C1一TFPI一2。核苷酸序列分析结果证 

实，PCR扩增的 TFPI一2基因 (含信号肽编码 

区)完全正确，引入的酶切位点与设计完全相 

符，见图 3。TFPI一2基因序列分析见图4。 

3 讨论 

TFPI一2基因位于人染色体 7q22[”，近年 

来，在深入研究 TFPI一2抗凝作用的同时，其 

抗凝活性之外的其他作用也得到广泛重视， 

其编码蛋白也称胎盘蛋白5，是新近发现的一 

种丝氨酸蛋白酶抑制物，能降解多种丝氨酸 

蛋白[2-8]。通过对神经胶质细胞瘤 、绒毛癌、肺 

小细胞癌等肿瘤的研究，发现TFPI-2具有抑 

制肿瘤血管生成和抗肿瘤等生物学功能，具有 

极高的研究和开发应用价值[2．9_"】。目前，获取 

重组 TFPI一2多采用 哺乳 动物细胞表 达系统 ， 

因表达水平低 ，价格昂贵而限制 了它的基础和 

开发应用研究。 

Petersen等【惶】在酿酒酵母中分泌表达重 

组TFPI-2，尝试了包括 TFPI一2天然信号肽在 

内 的多种 引 导肽 序 列 ，未 能取 得 成功 。 

Diaz—Collier等【 经多次优化表达质粒和发酵 

条件 ，最终在大肠杆菌中表达 了重组 TFPI一2， 

转而尝试在大肠杆菌中表达全长 TFPI一2，未 

获成功。 

考虑到大肠杆菌的密码子偏好性并兼顾 

GC百分含量不宜偏高的原则，实验对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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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I-2N末端 25个氨基酸残基的密码子进行了优化， 3 

同义突变了其中的 9个碱基 ，采用真核表达载体 

pEGFP-C1进行重组载体的构建。pEGFP-C1载体自 ’ 

身带有能发出绿色荧光的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报告基 

因，紫外线的激发下发出明亮的绿色荧光，其表达的绿 5 

色荧光蛋白可以在荧光显微镜下直接观测 ，该蛋 白还 

可与其他蛋白在 N及 C端融合表达，其表达均不受影 

响。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是一种优化的突变型绿色荧 

光蛋白，其产生的荧光较普通绿色荧光蛋白强 35倍， 7 

大大增强了其报告基因的敏感度，无种系依赖性 ，荧光 8 

强度、灵敏度及稳定性强，应用广泛。其序列中还含有 

CMV强启动子和SV40 polyA加尾信号，前者可增强 。 

外源基因的表达 ，后者可增强 mRNA的稳定性及转录 

效率。此外，该载体携带的新霉素抗性基因，提供了抗生 10 

素 G418筛选 的标 志 ，便 于转 染 细 胞 的筛 选 。 

pEGFP-C1作为一种带有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报告基 ” 

因的真核表达载体，能将克隆至其中的目的片段高效 

表达 ，本实验设计正式 根据 TFPI-2及 pEGFP-C1二 12 

者基因结构特点，构建 TFPI-2基因真核表达质粒[14-2 0]。 

将 TFPI-2基因全长 cDNA克隆到该表达载体上，两者 " 

之间以编码柔软肽段的核苷酸连接，可以保持增强型 

绿色荧光蛋白与 TFPI-2各 自的活性。重组表达载体 

pEGFP-C1-TFPI-2经酶切鉴定及测序证实其构建成 

功，为进一步研究 TFPI-2基因的结构、亚型、及其分解 

过程，为进一步研究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中 TFPI-2基 

因的表达调控及 TFPI-2在肿瘤侵袭与转移中的作用 16 

提供了有效的分子工具。同时，该表达载体构建成功， 

对于探索下列问题如：TFPI-2能否成为肿瘤治疗的靶 17 

基因?能否通过检测 TFPI-2提高肿瘤的临床诊断以及 

是否能用 TFPI-2来评价肿瘤患者的预后等提供了必 18 

要的手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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