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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 DAZL 基因启动子核心区域分析
及甲基化对其启动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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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旨在确定小鼠 DAZL 启动子基本活性区，并分析启动子区域甲基化对其启动子活性的影响，探究小鼠
DAZL 的表达调控机制。采用 PCR 法扩增不同长度的小鼠 DAZL 启动子，插入到 pEGFP-N1 和 pGL3-Basic 载体，构
建重组载体。将重组载体转染 GC-1 细胞系，并通过添加适量 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5-azacytidine，5-aza-C）逆
转各试验组启动子片段的甲基化水平，然后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系统检测 DAZL 活性变化。双荧光素酶活
性检测结果表明，小鼠 Dazl 启动子基本活性区域为 5’侧翼区 -370 ~ -36 bp，在-370 ~ -166 bp 区域存在不可或缺的重
要调控元件；经 5-aza-C 处理后，各缺失片段载体转染的 GC-1 细胞 DAZL 的启动子活性与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升，但差异不显著。本试验确定了小鼠 DAZL 启动子基本活性区域，证明降低小鼠睾丸 DAZL 启动子区域甲基
化水平，有助于 DAZL 在生殖细胞中特异性表达，为进一步探究 DAZL 生物学功能和调控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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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e region of DAZL gene promoter and the effect
of methylation on promoter activity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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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determine the basic activity region of the mice DAZL gene promoter,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omoter methylation on gene activity, and explore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the DAZL gene
expression. Different fragments of the mice DAZL gene promoter were cloned by PCR, and then recombined into
pEGFP-N1 or/and pGL3-basic plasmids. The recombined plasmids pGL3-DAZL was transferred into GC-1 cells
treated with 5-aza-C. The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ystem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activity of the
DAZL gen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ice DAZL core promoter region was -370－-36 bp,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re might be important regulatory elements within -370－-166 bp; with the 5-aza-C treatment, the activity of the
mice DAZL gene promoter fragment with different lengths were increased,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general, the effect of methylation of the mice DAZL gene promoter on the gene activity was studied and
the results would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regulation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mice DAZL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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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发生的过程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有丝分裂
和减数分裂两个阶段，同时存在众多的调控因子参
与其中。而 Dazl（deleted in azoospermia like）作为
减数分裂的关键调控因子，不仅在生殖细胞中特异
表达，而且参与调节生殖细胞的发育和分化。Dazl
是 DAZ 基因家族（包括 DAZL、BOULE、DAZ）的
成员之一，最早克隆于蝇类的睾丸组织[1]，是一个
高度保守的基因序列，其编码产物是一种 RNA 结
合蛋白，能够通过 RRM（RNA recognition motif，
RRM）结构域与 mRNA 结合来调控其翻译水平[2]。
DAZ 基因家族仅在生殖细胞中表达，其中 Dazl 在睾
丸组织和卵巢组织中均有表达，且在减数分裂期间，
Dazl 蛋白从精原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次级精母细
胞、精细胞及精子的细胞质中[3-4]。
Dazl 突变或表达缺乏可导致精子发生过程中减
数分裂障碍及雄性不育，是精子发生过程中的重要
调控因子。近年来，国内已陆续在人、牛、山羊、
小鼠和鸡[5-9]等物种上克隆了 Dazl，这些研究主要针
对 Dazl 的表达、缺失、多态性及突变的研究。精细
胞中 Dazl 存在低甲基化而血液细胞及胚胎中却未
发现甲基化，DNA 甲基化水平调控着 Dazl 在精细
胞中的表达[11-13]，但睾丸组织中 Dazl 正常 DNA 甲
基化状态对其启动子表达活性的影响却未有报道。
本 研 究 通 过 构 建 小 鼠 Dazl 启 动 子 5’ 侧 翼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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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FP-N1 重 组 载 体 及 其 不 同 长 度 片 段 的
pGL3-Basic 重组载体，瞬时转染 GC-1 细胞，利用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寻找 Dazl 的核心启动子
区；结合甲基化特异性 PCR 法的结果，在添加 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5-azacytidine，5-aza-C）条
件下，检测其启动活性的变化，进而分析其正常甲
基化状态对 Dazl 启动子活性的影响，以期为 Dazl
的表达调控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试验动物 BALB/C 小鼠来自扬州大学比较医学
中心。pEGFP-N1 载体由本实验室保存，大肠杆菌
TOP10 感受态、胶回收试剂盒、小提质粒试剂盒及
HotStart Taq PCR MasterMix 均购自北京天根公司，
PrimeSTAR® Max DNA Polymerase、T4 DNA 连接
酶、DL 5 000 DNA Marker 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
限 制 性 内 切 酶 购 自 Fermentas 公 司 ， 载 体
pGL3-Basic、 pRL-SV40 及 荧 光 素 酶 检 测 试 剂 盒
Dual-Luciferase®Reporter Assay System 均 购 自
Promega 公司，EZ DNA Methylation™ Kit 购自
ZYMO RESEARCH 公司，LipofectamineTM2000 购
自 Invitrogen 公司，GC-1（小鼠精原细胞系）购自
ATCC。引物合成及测序由上海英潍捷基公司完成。
1.1

表 1 Dazl 启动子不同长度片段引物序列
The sequence of primers for constructing the vector of Dazl primer
引物
引物序列（5’-3’）
片段长度/bp
退火温度/℃
Primer
Primer sequence
Size
Annealing temperature
CGCATTAATCGCTGCTCATTAACCAACCA
M0
1395
58
Ase I
GGGGTACCCGCTGCTCATTAACCAACCA
M1
1395
58
Kpn I
GGGGTACCGTCTGGTCACTGCTGTGTCCTTTG
821
61
M2
Kpn I
GGGGTACCCAATGTGGCTGAAAAAGAGGGTGA
653
58
M3
Kpn I
GGGGTACCGCAGCCGAGACCCTTACGTAGATGT
M4
334
61
Kpn I
GGGGTACC CTCGCTTCGGGACTCCGCTGT
130
62
M5
Kpn I
CCCTCGAGGTGGAGCAGAAGCCACGCGA
M
Xho I
M0~M5. 上游引物；M. 共同下游引物 M0-M5. Sense primer；M. Common antisense primer
Table 1

1.2 方法
1.2.1 生物信息学分析 分别利用在线预测软件
http://www-bimas.cit.nih.gov/molbio/proscan/、http://
www.fruitfly.org/seq_tools/promoter.html 对 Dazl 启动
子 核 心 区 域 进 行 预 测 ， http://www.urogene.org/

cgi-bin/methprimer/methprimer.cgi 预测其 CpG 岛。
1.2.2 基因组 DNA 的提取 酚氯仿法（参考《分子
克隆试验指南》
（第 2 版））提取成年 BALB/C 小鼠
睾丸基因组 DNA。测定 260 nm/280 nm 的 OD 比值
及 DNA 浓度，－20℃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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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Z DNA Methylation™ Kit（具体步骤参照说明
书）对基因组 DNA 进行重硫酸钠转化，转化后回
收的基因组 DNA 作为模板用于 PCR 扩增。并根据
CpG 岛预测结果，分别设计 2 对引物（表 2）。反应
条件设定为：94℃ 3 min，94℃ 10 s，55℃ 15 s，
72℃ 30 s，72℃ 5 min，35 个循环。
图 1 Dazl 启动子系列缺失片段 PCR 示意图
Figure 1 The PCR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Dazl promoters

1.2.3 小鼠 Dazl 启动子区不同片段的扩增 根据
GenBank 上 C57BL/6J 小鼠 Dazl 序列（GeneID：
13164）转录起始位点上游 2000 bp 区域的序列特征
分析结果，同时基于 pEGFP-N1 质粒图谱信息，在
上下游引物的 5’端分别引入 AseⅠ、XhoⅠ酶切位点
和保护碱基，构建 pDAZL-EGFP 载体。然后以构建
的 pDAZL-EGFP 为模板，根据 pGL3-Basic 质粒多
克隆位点信息，分别在上下游引物 5’端引入 KpnⅠ、
XhoⅠ酶切位点及保护碱基，设计不同片段长度的
上游引物及共同下游引物。引物序列和构建片段的
位置分别见表 1。
以基因组 DNA 为模板，通过 PrimeSTAR® Max
DNA Polymerase 进行 PCR 扩增不同长度片段，经 1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进行胶回收，将纯化后的
PCR 产物与 pMDTM-19T Vector 连接，并转化至感受
态细胞 TOP10 中，经 KpnⅠ和 XhoⅠ双酶切鉴定及
测序正确后，构建正确的克隆载体。
1.2.4 载体构建 （1）pLinker-EGFP 载体的构建。
采用限制性内切酶 AseⅠ和 XhoⅠ酶切 pEGFP-N1
载体和长度为 113 bp 的 Linker（为 CMV 启动子上
游载体骨架，正链为：5’-CGCATTAAT ACGCCAG
CAACGCGGCCTTTTTACGGTTCCTGGCCTTTT
GCTGGCCTTTTGCTCACATGTTCTTTCCTGCGT
TATCCCCTGATTCTGTGGATAACCGTATTACCGC
CATGCATCTCGAG GGG-3’），切除完整的 CMV 启
动子，连接入 Linker[13]。
（2）pDAZL-EGFP 载体的构建。用 AseⅠ和
XhoⅠ分别双酶切克隆载体和 pEGFP-N1 质粒，凝
胶回收试剂盒回收酶切产物后，连接，并转化至感
受态细胞 TOP10 中，经双酶切鉴定及测序验证正确
后命名为 pDAZL-EGFP。
（3）Dazl 启动子不同片段重组载体的构建。
用 KpnⅠ和 XhoⅠ分别双酶切克隆载体和 pGL3Basic 载体，酶切片段回收纯化后，连接。转化后，
经双酶切鉴定及测序正确后分别命名 pGL3-M1、
pGL3-M2、pGL3-M3、pGL3-M4 和 pGL3-M5。
1.2.5 小鼠 Dazl 启动子 CpG 岛甲基化位点检测

表 2 小鼠 Dazl 启动子 CpG 岛甲基化位点引物序列
Table 2 The sequence of primers for CpG island methylation
of Mouse Dazl gene promoter
引物

引物序列(5’-3’)

Primer

Primer sequence

FM

TTTGGTTATTGTTGTGTTTTTTGTAT

RM

CAACCACATTAAAAAAATTAAATCC

FM1

TTGAGTATCGTTTTGTTTAGGATTTATTTTATAGGGG

RM1

CTAAAACCTCGCAAAAAAAACCAAAAAACCCAC

1.2.6 细胞瞬时转染 转染前，将细胞接种于 24
孔板，每孔 5×105 个细胞，待细胞完全贴壁生长至
80％左右时，参照 LipofectamineTM2000 使用说明
书，分别将重组质粒 pGL3-M 和内参质粒 pRL–SV40
以 35∶1 的比例共转染至 GC-1 细胞中，同时设置
阳性对照组（pGL3-Control 质粒与 pRL–SV40 质粒
共 转 染 ） 和 阴 性 对 照 组 （ pGL3-Basic 质 粒 与
pRL–SV40 质粒共转染）
，转染 48 h 后收集细胞，
进行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每组 3 次重复。
5-aza-C 处理：转染 6 h 后换液时，在培养基中
分别添加 5-aza-C 至终浓度 10 μmol/L，
以等体积 PBS
为对照，处理 2 d ，离心收集细胞。每组重复 3 次。
1.2.7 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 将收集后的细胞 70
μL 加入到 96 孔酶标板中，参照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ystem 试剂盒说明书步骤，检测双
荧光素酶活性。启动子活性值为荧光素酶相对活性
值（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y）即萤火虫荧光素酶
活性值/海肾荧光素酶活性值。采用“平均值±标准
差”的形式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重组载体 pDAZL-EGFP 构建
所扩增的小鼠 DAZL 基因 5’侧翼区 PCR 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在 1 400 bp 处有清晰条带，与
预期片段大小一致（图 2A）。重组载体 pDAZL-EGFP
经 AseⅠ、XhoⅠ单、双酶切鉴定后，凝胶电泳呈现
两条清晰条带，其中一条约为 1 400 bp，另一条约
为 4 200 bp（图 2B），经测序后与 GenBank 中小鼠
DAZL 基 因 5’ 侧 翼 区 序 列 相 一 致 ， 表 明
pDAZL-EGFP 构建正确，可以用于后续试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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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DNA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DL5 000 DNA marker；
1. PCR 产物；B：M. DNA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DL5 000 DNA
marker；1. AseⅠ/XhoⅠ双酶切重组质粒 pDAZL-EGFP；2.
XhoⅠ单酶切重组质粒 pDAZL-EGFP
A: M. DL5 000 DNA marker; 1. PCR product; B: M.
DL5 000 DNA marker; 1. 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AseⅠ/XhoⅠ; 2. 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XhoⅠ
图 2 DAZL 5’侧翼区 PCR 扩增及 pDAZL-EGFP 单双酶切
鉴定
Figure 2 PCR for 5’ flanking of DAZL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lasmid pDAZL-EGFP

2.2

小鼠 DAZL 启动子活性定性分析
为检测所克隆的片段是否具有启动子活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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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ZL-EGFP、pLinker-EGFP 和 pEGFP-N1 分别转
染 GC-1 细胞。转染 48 h 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pDAZL-EGFP 转染的 GC-1 细胞可以观察到绿色荧
光（图 3A）
，但其荧光强度较 pEGFP-N1 阳性对照
组（图 3B）弱，而缺失启动子的 pLinker-EGFP 阴
性对照组未检测到绿色荧光蛋白（图 3C）。因此，
所克隆的小鼠 DAZL 启动子片段可以启动 GFP 蛋白
的表达，具有启动子活性。
2.3 系列缺失载体的构建
以所构建的 pDAZL-EGFP 载体为模板，通过
PCR 方法扩增不同长度片段 1395、821、653、334
和 130 bp，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表明，所
获得的不同长度的片段大小与预期大小一致（图 4）
。
扩增产物经回收纯化、酶切消化、再回收纯化
后，连接到 pGL3-Basic。提取质粒，分别用 KpnⅠ、
XhoⅠ双酶切所构建的系列缺失载体，1％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后，分别获得相应启动子片段及载体片
段的清晰条带（图 5），且测序后正确，并依次命名
为 pGL3-M1、pGL3-M2、pGL3-M3、pGL3-M4 和
pGL3-M5。

图 3 小鼠 DAZL 基因 5’侧翼区片段启动子活性定性检测（40×）
Figure 3 The activity analyze of the cloned flanking of DAZL (40×)

M. DNA marker；2-5. PCR 产物 PCR product
图 4 小鼠 DAZL 基因启动子不同长度缺失片段 PCR 电泳
Figure 4 PCR product electrophorens for different lengths
fragments of Dazl promoter

2.4

小鼠 DAZL 启动子活性检测
将上述成功构建的 5 个不同片段的小鼠 DAZL

重组质粒与 pRL-SV40 质粒共转染 GC-1 细胞系，
pGL3-Basic 质粒作为阴性对照。转染后 48 h 检测各
启动子片段活性（图 6）
。结果表明，小鼠 DAZL 启
动子不同长度片段在 GC-1 细胞中具有不同的启动
子活性，pGL3-M 3 启动活性最高，而 pGL3-M5 启
动子活性基本丧失，pGL3-M4 的启动子活性与
pGL3-M5 及阴性对照差异显著，说明在-370~-166 bp
区域存在启动子基本的调控元件，其对启动子活性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70~-36 bp 是 DAZL 启动子的
基本活性区域。pGL3-M3 与 pGL3-M4 的启动子活
性差异显著，说明-689~-370 bp 区域可能存在正调
控元件。
2.5 小鼠 Dazl 启动子区域甲基化位点定性分析
分别以重亚硫酸盐处理后的小鼠睾丸组织基因
组 DNA 和正常的基因组 DNA 为模板，以 FM、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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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片段，1.5%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表明(图
7)，泳道 1、3 无明显条带，泳道 2、4 呈现特异性
条带，即以 FM 、RM 为引物(泳道 1)、以 FM1、RM1
为引物(泳道 3)不能扩增出正常的基因组 DNA 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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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 DNA 为模板的 PCR 特异条带，表明在-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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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NA 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100 DNA marker；1. 以
FM 、RM 为引物 PCR 扩增正常的基因组 DNA；2. 以 FM、
RM 为引物 PCR 扩增实验组基因组 DNA；3. 以 FM1、RM1
为引物 PCR 扩增正常的基因组 DNA；4. 以 FM1、RM1 为
引物 PCR 扩增实验组的基因组 DNA
M. DL5 000 DNA marker; 1. PCR of normal DNA using
FM and RM as primers; 2. PCR of control DNA using FM and
RM as primers; 3. PCR of normal DNA using FM1 and RM1 as
primers; 4. PCR of control DNA using FM1 and RM1 as primers
图 7 DAZL 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位点定性分析
Figure 7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DAZL promoter methylation

M. DNA marker；1-4. pGL3-DAZL 重组质粒双酶切鉴
定结果 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AseⅠ/XhoⅠ
图 5 pGL3-DAZL 系列缺失载体的酶切鉴定
Figure 5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of
series of the plasmid pGL3-DAZL

图 8 5-aza-C 处理前后的启动子活性检测
Figure 8 The activity of normal and control groups treated by
5-aza-C
* 表示显著差异（P＜0.05)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图 6 小鼠 DAZL 启动子系列缺失片段在 GC-1 细胞中的活
性检测
Figure 6 The activity of different fragments of Dazl promoter

DNA 甲基化对小鼠 DAZL 启动子活性的影响
5-aza-C 分别处理转染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
体 pGL3-M1、pGL3-M2、pGL3-M3、pGL3-M4 和
pGL3-M5 的 GC-1 细胞 2 d 后，检测小鼠 DAZL 基
因启动子活性的变化(图 8)。结果表明，试验组
pGL3-M1、pGL3-M2、pGL3-M4 和 pGL3-M5 的活性
较相应的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其差异均
不显著。

2.6

3

讨论

pEGFP-N1 作为一种报告基因载体灵敏度高、
荧光稳定且无需辅助因子或底物的参与即可表达荧
光，对细胞无毒害作用，常用于活细胞中外源基因
的定位及迁移观察。同时，pEGFP-N1 载体由于自
身结构的特点，也可用于外源基因启动子的活性分
析[13]，此方法虽然可以简单、直观地定性分析启动
子活性，但很难精确地对其进行定量分析。而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系统将两个报告基因（海肾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和萤火虫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用于
同一试验系统中，以海肾荧光素酶报告基因为内对
照，与萤火虫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进行相互测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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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测量结果正态化，可直
接反映启动子活性的强度，完成定量分析。在本试
验中，将所克隆的小鼠 DAZL 启动子片段完全替换
pEGFP-N1 载体的 CMV 启动子，构建 pDAZL-EGFP
重组载体，同时构建启动子缺失载体 pLinker-EGFP
作为阴性对照，结果显示，所克隆的 -1431~ -36 bp
片段可以启动 EGFP 蛋白的表达，具备启动活性。
以所克隆的片段为模板，进一步构建 5 个不同长度
的系列缺失载体 pGL3-M1、pGL3-M2、pGL3-M3、
pGL3-M4 和 pGL3-M5，经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系统分析，发现 pGL3-M1 和 pGL3-M3 这 2 个载体
的活性强度最高，而 pGL3-M5 载体几乎丧失了启
动活性，且与 pGL3-M4 的活性强度差异显著，说明
在-370~-166 bp 区域存在不可或缺的基本调控元
件。pGL3-M3 和 pGL3-M4 之间启动活性也存在差
异显著，说明-689~ -370 bp 间可能存在某些重要的
正调控元件。因此，将在后续研究中采用 EMSA、
染色质免疫沉淀等技术进一步挖掘其核心调控元
件，进一步揭示小鼠 DAZL 生物学功能和调控机制。
DNA 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常见的一种修饰，该反
应以 S-腺苷甲硫氨酸作为甲基供体，由 DNA 甲基
转移酶催化发生。基因启动子区域 CpG 岛具有重要
的招募转录因子的作用，其高甲基化修饰反而会影
响其对转录因子的招募，进而使其下游基因的转录
活性降低，甚至导致基因表达沉默[14]。因此，启动
子 CpG 岛的甲基化状态对其启动子活性和基因的
表达水平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甲基化修饰的可逆
性，在不引起基因序列改变的情况下，可通过药物
来降低甲基化的程度[14]。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
（5-azacytidine，5-aza-C）是 DNA 甲基化转移酶抑
制剂，在 DNA 复制过程中与 DNA 甲基化转移酶形
成共价复合物，抑制该酶的甲基转移活性，进而实
现 去 甲 基 化 功 能 ， 研 究 表 明 [15-16] ， 较 低 浓 度 的
5-aza-C 可实现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的逆转，从而达到
引起 DNA 去甲基化的目的。本试验中，为了分析
DNA 甲基化状态对小鼠睾丸组织中 DAZL 启动子活
性的影响，采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 法（MSP）[17]
快速对 DAZL 启动子区域是否存在甲基化位点进行
定性分析，并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系统来
检测 5-aza-C 处理前后的系列缺失的活性变化，分
析启动子 DNA 甲基化对其启动活性的影响。结果
发现，各试验组的活性强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与所对应的对照组相比差异并不显著，说明小鼠
DAZL 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水平对其活性影响并不显
著，甲基化水平较低。Maatouk 等研究人类睾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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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 DAZL 5’侧翼甲基化时发现，生精细胞中 DAZL
的甲基化水平较低，在体细胞中甲基化水平较高，
这表明 DAZL 5’侧翼甲基化可能参与了 DAZL 基因
生殖细胞特异性表达调节[11-12]。之后，刘振山等[19]
在犏牛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章寒琼等[20]在研究
中发现，DAZL 在减数分裂期间处于低甲基化水平，
这种低甲基化状态对维持正常的减数分裂具有重要
作用。本试验从 DNA 甲基化对其启动子活性影响
的角度出发，也证明了 DAZL 启动子区域低甲基化
状态有助 DAZL 在生殖细胞中特异性表达。
本试验通过构建一系列不同长度的小鼠 DAZL
启动子片段，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确定了
DAZL 基因核心启动子区，分析了小鼠 DAZL 启动子
区域甲基化水平对其启动子活性的影响。该研究为
进一步探究 DAZL 生物学功能和调控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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