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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1 基因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载体的构建
及其山羊转基因细胞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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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旨在构建一种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的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的载体，将其转染山羊胎儿成纤
维细胞，筛选出稳定整合 fat-1 基因的转基因细胞系。首先将人工合成的 fat-1 基因连接至 L28-Wnt10b 载体（1 种
带有小鼠脂肪组织特异性启动子 Fabp4 的载体）上，构建成 fat-1 基因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载体 L28-fat1；同时经
多次克隆构建成 1 种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的骨架载体 MCS-3s-LoxP-RFP；然后，利用 Hind III 和 Not I 对上述 2 种
载体进行双酶切，接着进行连接，构建出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的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的表达载体。采用
脂质体介导的方法转染山羊胎儿成纤维细胞，通过 G418 筛选转基因细胞。酶切鉴定及 PCR 检测结果表明，成功
构建了 3s-LoxP-RFP-FABP4-fat1 表达载体，并首次获得了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的山羊胎儿成纤维转基因
细胞系，为将来通过体细胞核移植创制脂肪组织特异表达 fat-1 基因的优质肉用转基因山羊新材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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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a marker removable, fat-1 adipose tissue specific expression
vector and produce the transgenic goat fibroblast cell line for nuclear transfer. Firstly, the fat-1 gene was synthezised and a fat-1 adipose tissue specific expression vector was constructed. Secondly, the adipose tissue specific expression cassette was subcloned into a marker removable backbone vector (MCS-3s-LoxP-RFP) to construct a fat-1 marker removable adipose tissue specific expression vector driven by mouse Fabp4 promoter. Finally, the goat fetal fibroblasts was transfected with the vector by LipofectmineTM 2000 and selected in medium
with G418 for two weeks, and then G418 resistant transfectants were identified by PC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t-1 marker removable adipose tissue specific expression vector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nd the transgenic goat fibroblast cell lines were well established. It would pave the way for obtaining the marker-free fat-1
transgenic goat by S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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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类疾病是一类困扰了人们多年的世界性
疾病[1]。在 20 世纪 70 年代，Dyerberg 等发现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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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摩人抗心血管疾病的能力与他们日常饮食丰富的
鱼油摄入密切相关[2-3]。对日本人及荷兰人的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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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现，鱼油中富含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n-3
PUFAs）可以有效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4-5]。n-3
PUFAs 对人体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能够调节人体
的脂质代谢、治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促进生长
发育，但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 n-3 PUFAs，而必须
从食物中摄取，但大量食用鱼油很明显不太现实，
而且家畜禽体内缺乏 n-3 PUFAs 脂肪酸脱氢酶基
因，无法将 n-6 PUFAs 转变为 n-3 PUFAs。1997 年，
Spychalla 等从线虫中克隆得到了 fat-1 基因，它位
于线虫的第 4 号染色体上，其编码的不饱和脂肪酸
脱氢酶能够识别 18 和 20 碳的脂肪酸，使得 n-6
PUFAs 转变成 n-3 PUFAs[6]。康景轩等最早利用腺
病毒介导的方法将 fat-1 基因转入鼠心肌细胞中，发
现转基因细胞中的 n-3 PUFAs 含量明显增加，同时
来源于 n-6 PUFAs 的二十碳稀酸含量明显下降[7]，
随后该小组分别将 fat-1 基因转入小鼠和猪体内，发
现在转基因小鼠和猪的多个组织中，n-3 PUFAs 含
量明显高于野生型个体，而 n-6 PUFAs 含量明显降
低，证明了 fat-1 编码的不饱和脂肪酸脱氢酶可以在
哺乳动物中将 n-6 PUFAs 有效地转化为 n-3 PUFAs[8-9]。2011 年，Wu 等在牛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10]，但截至目前国内外尚无有关生产脂肪组织特
异性表达 fat-1 的转基因克隆山羊的报道。
为了探索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制备全部筛选
标记可去除的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的转
基因山羊，作者对 fat-1 基因编码区进行了密码子优
化，构建了一个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的脂肪组织特
异性表达 fat-1 基因的表达载体，利用脂质体介导的
方法转染山羊的胎儿成纤维细胞，并通过 G418 药
物筛选，成功获得了山羊胎儿成纤维转基因细胞系。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L28-Wnt10b（一种由 Invitrogen 公司的 pCRII
表达载体插入带有小鼠脂肪组织特异性启动子
Fabp4 后带有 Wnt10b 的载体）、MCS-3s-LoxP-GFP
和 pBud4.1-EGFP-MCS-2A-RFP 质粒由本实验室保
存。限制性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购自 Fermentas
公司，大肠杆菌感受态 DH5α、DNA Marker 购自天
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HiFi Taq Mix、6×DNA
Loading Buffer 购自 Transgen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DNA 质粒提取试剂盒、DNA 片段纯化试剂盒、
DNA 凝 胶 回 收 试 剂 盒 购 自 OMEGA 公 司 ，
LipofectaminTM2000 及转染试剂购自于 Invitrogen，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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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fat-1 基因密码子优化与合成 根据线虫
fat-1 不饱和脂肪酸脱氢酶基因 (GenBank 登录号：
NM_001028389.3)序列，利用哺乳动物密码子的偏
好性、GC 含量、mRNA 二级结构和重复序列等对
该基因序列进行密码子优化。为了增强目的基因的
转录水平和翻译终止效率，在起始密码子前增加了
Kozak 序列(GCCACC)，并改变了终止密码子(TAA
→TGA)，人工合成的基因片段克隆至 pUC19 载体
上，命名为 pUC19-fat1。
1.2.2 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表达载体的
构建 用 Sal I 和 Xho I 分别酶切 pUC19-fat1 和
L28-Wnt10b 载体，切胶除去 L28-Wnt10b 载体上的
Wnt10b 基因片段，回收载体部分 L28，并将 fat-1
基因片段和 L28 载体进行连接，进行菌液 PCR、酶
切、测序鉴定，构建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
表达载体 L28-fat1。
1.2.3 MCS-3s-2A-RFP 多功能全筛选标记可去除骨
架载体的构建 根据 MCS-3s-loxP-GFP 和 pBud4.1EGFP-MCS-2A-RFP 载体上都具有 BstB I 酶切位点
的特点，分别使用 BstB I 内切酶进行酶切，回收
pBud4.1-EGFP-MCS-2A-RFP 上 2A-RFP 片段(783
bp)；切除 MCS-3s-loxP-GFP 载体上 IRES-EGFP(1
314 bp)序列，回收大片段(3 509 bp)；将此 2 个片段
进行连接，进行酶切、测序鉴定，构建成 MCS-3s2A-RFP 多功能全筛选标记可去除骨架载体。
1.2.4 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的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 用 Hind III 和 Not I 分
别酶切 L28-fat1 和 MCS-3s-2A-RFP 载体，切胶回收
L28-fat1 表达载体上的 FABP4-fat1 片段，连接至
MCS-3s-2A-RFP 载体上，进行菌液 PCR、酶切鉴定，
并在接头处进行测序，构建成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
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表达载体（图略）。
1.2.5 山羊胎儿成纤维转基因细胞系的建立 取生
长状态良好的山羊胎儿成纤维原代细胞，培养至第
2 代。利用脂质体介导的方法进行转染，参照
LipofectaminTM2000 说明书进行转染，转染后 48～
72 h 后，根据实验室前期摸索的山羊成纤维细胞
G418 最低致死浓度，加入终浓度为 600 µg·mL-1
G418 进行筛选，每 2～3 d 换液 1 次，连续筛选 14 d
后，加入不含 G418 的完全培养基进行培养，以此
获得转基因阳性细胞。
1.2.6 山羊胎儿成纤维转基因细胞系的 PCR 鉴定
提取转基因细胞的基因组 DNA，以其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鉴定目的基因，鉴定引物序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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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5′-ATGGTCGCTCATAGTTCTGA-3′
R1：5′-CTATTTAGAAGGCACAGTCG-3′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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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P4-fat1 进行了双酶切鉴定，获得了预期的目的
片段：大片段（9 140 bp）和小片段（4 252 bp）
（见
图 3）
，测序结果也显示正确连接，表明筛选标记可
全部去除脂肪组织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表达载体
构建成功。

MCS-3s-LoxP-2A-RFP 载体的鉴定
如图 1 所示，MCS-3s-LoxP-GFP 和 pBud4.1EGFP-MCS-2A-RFP 载体分别用 BstB I 酶切后，分
别出现预期的目的片段：小片段 IRES-EGFP(1 314
bp)和大片段(3 509 bp)小片段 2A-RFP 片段(783 bp)
和大片段(5 269 bp)。利用 Nhe I 和 Bgl II 对
MCS-3s-LoxP-2A-RFP 进行了双酶切鉴定，获得了
预期的目的片段大片段(2 854 bp)和小片段(1 430 bp)
（ 见 图 2 ）， 测 序 结 果 也 显 示 正 确 连 接 ， 表 明
MCS-3s-LoxP-2A-RFP 多功能筛选标记可全部去除
的骨架载体构建成功。

2.1

泳道 1：Marker 10000（10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3000,2000,1000 bp）
泳道 2-5：3s-LoxP-2A-RFP-FABP4-fat1 Hind III/Not I 酶切
图 3 3s-LoxP-2A-RFP-FABP4-fat1 酶切鉴定电泳图
Figure 3 3s-LoxP-2A-RFP-FABP4-fat1 restriction endonclease

羊胎儿成纤维转基因细胞系的建立及鉴定
经 G418 筛选 12~14 d 后出现细胞克隆，消化后
扩大至 6 孔板待其长满时，取部分细胞提取基因组，
进行 PCR 鉴定，结果出现预期大小为 543 bp(fat-1
基因部分)的阳性条带（见图 4），将鉴定为阳性的
转基因细胞继续扩大培养后一部分提取基因组
DNA 进行鉴定，一部分冻存。
2.3

泳道 1：Marker 10000（10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3000, 2000, 1000 bp）
泳道 2：MCS-3s-LoxP-GFP BstB I 酶切
泳道 3：pBud4.1-EGFP-MCS-2A-RFP BstB I 酶切
图 1 MCS-3s-LoxP-GFP 酶切鉴定电泳图
Figure 1 MCS-3s-LoxP-GFP restriction endonclease

泳道 1：Marker 7000（7000, 5500, 3500,2000,1000 bp）
泳道 2：MCS-3s-LoxP-2A-RFP Nhe I/Bgl II 酶切
图 2 MCS-3s-LoxP-2A-RFP 酶切鉴定电泳图
Figure 2 MCS-3s-LoxP-2A-RFP restriction endonclease

2.2

3s-LoxP-2A-RFP-FABP4-fat1 载体的鉴定
利用 Hind III 和 Not I 对 3s-LoxP-2A-RFP-

泳道 1：Marker 2000（2000, 1000, 750, 500, 250, 100 bp）
泳道 2～5：阳性对照（Positive control, plasmid）,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untransgenic goat cell DNA）, 空白对照
（Blank, ddH2O）, 转基因细胞 DNA(Transgenic cell DNA)
图 4 转基因细胞 PCR 鉴定电泳图
Figure 4 Identification of transgenic fibroblast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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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外源基因的异位表达可能会对转基因动物本身
造成一些负面效应，即外源基因在它原本不表达的
组织器官中发生表达，脱离了正常的生殖生理轴制
约，使其生殖生理功能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转基因
动物生殖生理功能出现异常。有研究显示：生长激
素（growth hormone，GH）的异位表达使转基因小
鼠和转基因猪的健康水平下降，出现生殖异常、寿
命缩短、关节炎、肾炎和肠胃病等疾病[11-13]，而童
佳等生产的具有组织特异性表达 GH 的转基因小鼠
则克服了上述缺点，小鼠生殖生理未出现异常[14]。
虽然先前的诸多研究尚未发现 fat-1 转基因动物个
体具有明显生殖生理变化[8-10, 15]，但是最近也有研
究显示 fat-1 等一些与脂肪酸调控相关的基因和前
列腺素的生成似乎有一定的关系，fat-1 基因的异位
表达会造成一些转基因小鼠的生殖功能障碍[16-17]。
目前，解决异位表达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使用组织
特异性启动子构建外源基因的组织特异性表达载
体，将目的基因的表达限制在单一或少数必要的组
织器官中，这样既可实现目的基因的表达，又可避
免目的基因在不必要的组织器官中由于异位表达而
带来的负面效应。有研究表明：5.4 kb 的 Fabp4 启
动子对于脂肪组织特异性是足够的[18-20]。本研究采
用的脂肪组织特异性启动子是长度为 7.9 kb 的小鼠
Fabp4 启动子[21]，作者前期的试验结果显示该启动
子具有较好的活性（未发表资料）。脂肪酸主要存在
于脂肪组织中，因此希望 fat-1 基因能够在山羊脂肪
组织中特异性表达，以此来减少其他组织由于易位
表达所带来的潜在危害，提高转基因动物自身的福
利和健康水平。
虽然世界上首次报道的转基因羊是用原核注射
技术得到的，但是原核显微注射法生产转基因大动
物效率低、成本高、周期长，如果将转基因克隆应
用于转基因动物生产，理论上生产出的克隆后代
100%是转基因动物，而且预先决定转基因动物性别
的优势而降低转基因动物制作成本[22]，因此，在牛、
羊、猪等转基因大动物制备上体细胞克隆技术明显
优于传统的原核注射法。但是，制作转基因动植物
的过程中，尤其在体细胞转基因的动物克隆中，由
于外源基因的整合效率较低，不得不使用一些选择
性标记基因和报告基因来提高转基因动植物的制作
效率。然而，当获得了真正的转基因动植物后，选
择标记就失去了其存在意义，其继续表达的产物也
会对环境及动植物体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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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近年来，随着转基因动植物的不断出现，人们
对遗传工程生物的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
越来越多，因此去除转基因动植物标记基因已成为
研究的焦点之一。在本研究中，表达载体上有 2 个
同向的 34 bp 的 LoxP 位点，在 Cre 重组酶的作用下
通过位点特异性重组系统将 2 个 LoxP 位点之间的
筛选标记 Kan/neomycin 和 RFP 序列去除，仅仅保
留一些功能基因片段（Fabp4 启动子和目的基因
fat-1 等），这种策略可以在获得转基因细胞后，直
接添加一种商业化的能穿透细胞膜的 Cre 蛋白
[25-26]
，将 LoxP 中间的标记基因进行去除，在细胞
水平实现标记基因的去除，大大节约胚胎生产的成
本，提高转基因动物的安全性，缩短育种周期。
总之，本研究首次把 fat-1 这一具有广阔前景
的功能基因在山羊上做了尝试，希望利用脂肪组织
特异性表达 fat-1 基因来为实验室生产筛选标记全
部去除的转基因山羊奠定一定的基础，尽快获得不
携带任何筛选标记的优质肉用转基因山羊，提高转
基因动物的安全性，并提高转基因动物自身的福利
和人类的健康水平。
致谢：感谢中国农业大学连正兴教授、李萌、
张伟、贾晴和林佳丽等在实验上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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