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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基因的克隆及其在 溶原菌中的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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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of recA Gene and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in Lysogenic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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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 pair of primers and the E coli chromosome DNA as the template．an intact recA gene 

Was obtained by PCR．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constructed by ligating the PCR product and 

pUC18 in vitro and then transformed into E．coli DH5ct and E．coli k12(X+)．respectively．The plasmid 

pUR4 containing the recA gene has been screened．Th 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recA gene in different 

strains was determined with or without UV induction．Th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cA gene showed a 

remarkabl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the九lysogenic bacteria．It could induce the九prophage to enter the 

lysis cycle from lysogenic state．This recombinant plasmid will be a useful tool in the studies of the 

inductive mechanism of九prophage and the repair of cells damaged by UV-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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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一对自行设计的引物，以E coli染色体 DNA为模板进行PCR扩增，获得完整的recA基因。将PCR 

产物和pUC18在体外进行连接后，并分别转入E coli DH5a和E coli kl2(X~)，筛选出含重组质粒(pUR4)的转化 

子。在诱导条件和非诱导条件下，分别测定recA基因在不同转化子中的生物学功能。结果表明recA基因在溶原 

菌中表现出明显的生理功能，能使九原噬菌体从溶原状态进入裂解循环。这种重组质粒将在进一步研究 原噬菌 

体的诱导机理以及受紫外辐射损伤细胞的修复作用等方面成为有效的工具。 

关键词：recA基因；九溶原菌；质粒pUR4；紫外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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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九噬菌体感染大肠杆菌宿主后，其 DNA整 

合进宿主的染色体组，以原噬菌体状态存在于宿主 

细胞中，称之为建立溶原化，宿主被称为溶原菌【ll。 

为维持溶原化，早期合成的阻遏蛋白 C1分别与 

LDNA的左右操纵子 OL 、OL2和 OR 、OR 结合， 

阻止宿主细胞的RNA聚合酶与PI．、PR启动子的结 

合，使入原噬菌体的其他基因被关闭，特别是使N 

蛋白和Cro蛋白无法合成，从而抑制九原噬菌体进 

入裂解生长途径。同时CI二聚体与OR 、OR 位点 

的结合也促进了RNA聚合酶与PRM启动子的结合， 

可低水平合成CI阻遏蛋白，使细胞内的CI蛋白浓 

度维持一定的水平 】。 

RecA蛋白是由recA基因编码的单亚基蛋白， 

分子量约为38 KD，广泛存在于各类生物中。RecA 

蛋白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包括参与同源 DNA的 

遗传重组、激活DNA损伤的SOS修复以及诱导蛋 

白质抑制物的自发裂解【3】。在 九原噬菌体紫外诱导 

的过程中，RecA蛋白主要具有下面的作用：诱导 

Cl阻遏物单体自我切割，致使 原噬菌体进入裂解 

循环H】。在正常的九溶原细胞中，RecA蛋白处于低 

活性状态，CI蛋白单体的自我切割速度小于其合成 

速度，因此 CI蛋白浓度仍可维持溶原状态。当细 

胞受到紫外辐射后，宿主的染色体 DNA受损而出 

现单链DNA(ssDNA)。RecA蛋白与ssDNA、ATP 

三者结合形成三联体辅蛋白酶，促进阻遏蛋白 CI 

单体的N端与 C端之间的连接部分发生自我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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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由于 CI蛋白自我切割的速度大于其合成的速 

度，细胞内 CI二聚体的浓度随之下降，使得结合 

在 OI 和 OR上的CI二聚体脱落下来，关闭建立溶 

原性。从而 PL、PR启动的转录得以重新进行，产生 

O、P、Q基因的产物使晚期基因表达， 原噬菌体 

进入裂解途径，导致 溶原菌裂解并释放出1～200 

个成熟的噬菌体颗粒【6．7】。另外，RecA蛋白切割宿 

主细胞内的LexA阻遏物，使得宿主的recA基因得 

以大量表达，溶原细胞内的RecA蛋白浓度迅速上 

升，加快了 CI蛋白单体的切割速度，从而促进 

原噬菌体进入裂解途径【8 】。 

本研究通过在溶原细胞中克隆recA基因，提高 

其细胞内RecA蛋白的浓度。通过以前建立的平板 

计数法【l 0】检测到 RecA 在溶原菌中表现出有效的 

生理活性，促使 原噬菌体进入裂解途径，这将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RecA在 原噬菌体调控机制 

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和质粒 

E coli C60O、 溶原菌E coli K12( )均由中国 

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CCTCC)提供，质粒pUC18 

购自华美公司。 

1．2 培养基及试剂 

LB 培养基、YT培养基、磷酸缓冲液 (0．1 

mol／mL)均按常规配制。限制性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和DNA标准分子量均购自TaKaRa公司；小 

量质粒抽提试剂盒，胶回收试剂盒均购自 Omega 

公司；其它分子生物学试剂的配制均参照文献【11】。 

1．3 recA基因的克隆 

1-3．1 引物的设计与合成：按照文献[1l】制备E coli 

C600染色体DNA。根据 E coli的recA基因的序 

列设计并合成了一对引物 (由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 

术公司合成)：上游引物P1：5'-GC~ △ AGT 

AAAAAT GGC TA一3’，下游引物P2：5’一GCG TCT 

A
—

G
．
A兀AAAAATC1_rC G，丌AGT T．3’，下划线处 

分别为限制性内切酶XbaI，SacI的酶切位点。 

1_3．2 PCR扩增：使用TaKaRa公司的Taq Premix 

Kit进行PCR扩增。PCR扩增条件：先于94~C变性 

7 min，然后进行PCR循环，94℃变性30 S，56℃ 

退火30 S，72℃延伸45 S，共 35个循环，最后一个 

循环于72℃延伸 7 min。PCR产物经 1％的琼脂糖 

电泳检测并回收纯化。 

1．3．3 含recA基因质粒的构建与转化：用限制性内 

切酶XbaI和SacI双酶切PCR产物和pUC18载体， 

0．7％琼脂糖电泳检测并回收纯化酶切后的片段。T4 

DNA连接酶 14~C过夜连接。连接产物用 CaC12转 

化法分别转化E．coli DH5 Q和溶原菌E．coli K12( ) 

感受态细胞，涂布在含 X—gal、IPTG、10O pg／mL 

氨苄青霉素的LB平板上，置37。C培养过夜。随机 

挑选平板上白色菌落培养，抽提质粒DNA，经限制 

性内切酶分析和多次测序验证(DNA序列由中科开 

瑞生物技术公司测定)。 

1．4 recA基因在 溶原菌细胞内的生物学作用 

1．4．1 紫外诱导条件：按文献【1O】制备菌悬液。将 

37。C培养过夜的溶原菌液按 1：10的比例转入新 

鲜的YT培养液中，培养 3 h后40O0 g离心 10 min 

收集菌体，用磷酸缓冲液 (O．1 mol／L，pn 7．O)重 

新悬浮并调节其OD6oo值至 1．0。将 2 mL菌悬液转 

入培养皿 ( 6 cm)中，在 15 W 紫外灯下．30 cm处 

边搅拌边照射30 S。照射后加入等体积2×LB培养 

液，混匀后立即稀释，涂布在 LB平板上。同时以 

未经过紫外辐射的菌悬液为对照涂布 LB平板。所 

有平板置37~C暗培养过夜。根据紫外诱导前后的菌 

落形成单位 (CFUs)，按下列公式计算其紫外诱导 

效率 ̈ ： 

诱导率 I =(CFUs对照一CFUs诱导)／CFUs 

对照×100 。 

1．4．2 非诱导条件：在不经紫外诱导的条件下，按 

上述方法分别测定携带有 pUC18和重组质粒的溶 

原菌和对照菌株E coli DH5 Q的CFUs。同时将37 

℃培养过夜的分别含有 pUC18和重组质粒的溶原 

菌培养液按 1：10O 的比例转入 50 mL新鲜的LB 

培养液中，37~C振荡培养 (20O r／min)，隔时取样测 

定OD6oo值，绘制生长曲线。 

2 结果 

2．1 recA基因的PCR扩增 

以E coliC600染色体DNA为模板，通过一对 

引物P1、P2进行 PCR扩增。扩增产物经 1％琼脂 

糖凝胶电泳检验，在凝胶上可见一条清晰的 DNA 

带，分子量大小约 1．0Kb，与文献报道的 recA基因 

大小相同。 

2．2 含 recA基因的重组质粒的克隆与鉴定 

将PCR产物和pUC18质粒分别用Xba I和Sac 

I双酶切后进行体外连接。用连接产物转化 E coli 

DH5 Q和 溶原菌E．coli K12( )。从转化平板上随 

机挑选白色菌落，增殖后抽提其质粒DNA，经限制 

性内切酶酶解，酶切产物再经 0．7％琼脂糖凝胶电 

泳，与pUC18的Xba I单酶切产物进行比较。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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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示，重组质粒经Xba I酶切后在凝胶上只呈现 
一 条带 (泳道 2)，分子量大小约为 3．7 Kb；而经 

Sac I和Xba I双酶切后，便可见两个DNA片段(泳 

道 1)，其中小片段分子量大小约为1．0 Kb，与recA 

基因大小一致，另一片段与pUC18的Xba I单酶切 

片段 (泳道3)平行，分子量约为2．7 Kb。 

图 l 重组质粒限制性酶切检测 

Fig．1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analysis of the plasmids 

1，Sac I、Xba I digestion of recombinant plasmid；2，Xba I digestion of 

recombinant plasmid；3，Xba I digestion of pUC18；4，DNA Marker 

ZDNAIHindIII 

从电泳结果可知，重组质粒的 DNA 分子量约 

为 3．7 Kb，正好是 recA基因与 pUC18质粒的分子 

量之和，而且插入片段连接在pUC18的Sac I、Xba 

I位点之间。 

为了确认重组质粒上的插入片段为完整的 recA 

基因，对插入 DNA片段进行序列测定。测序结果 

表明插入的片段大小为1，075 bp，其序列与E coli 

recA基因序列完全相同。由此可见，转化子中的重 

组质粒含有完整的recA基因，将该重组质粒定名为 

质粒 pUR4。相应的转化子分别称为 E．coli DH5 Q 

／pUR4和 E．coli K12(~．+)／pUR4。 

2．3 recA基因在 溶原菌细胞内的生物学作用 

2．3．1 在非诱导条件下：九溶原菌导入recA基因后， 

其生长状况略有改变。含不同质粒的溶原菌的生长 

曲线表明，同E．coliK12( )／pUC18相比，E．coliK12 

(k+)／pUR4进入对数生长期的时间稍有提前，最大 

OD值有所提高，其生长速率则大体一致 (图2)。 

通过镜检发现，在对数生长期的前期，E．coli K12( ) 

及E．coli K12(L+)／pUC18的菌体比较长，而E．coli 

K12( )／pUR4的菌体较短；从对数生长期晚期到稳 

定期，三者的形态逐渐一致。 

为了检测在非诱导条件下 recA在溶原菌细胞 

中的生物学功能，分别将含质粒pUC18和重组质粒 

pUR4的Ecoli DH5 Q和Ecoli K12( )涂布在LB 

平板上，过夜培养后统计CFUs。从表 1可以看出， 

2．5 

2．0 

1．5 

1．0 

0．5 

0．0 

图2 E coli K12(X+)／pUC18 RE．coli K12(X+)／pUR4的生长 

曲线 

Fig．2 The growth curve of E．coli K12(X+)／pUC18 and E．coli 

KI2(k+)／pUR4 

在同等条件下，E．coli K12(~．+)／pUC18和E．coli K12 

(Z+)／pUR4的CFUs有较大差异。其中含pUR4溶原 

菌的CFUs仅为0．94×1 个／mL，而含pUC18的溶 

原菌的CFUs却高达 1．65×10 个／mL。但是，我们 

发现同样含有这两种质粒的E．coli DH5 Q在 LB平 

板上的CFUs数量没有明显的差别。 

表 1 不同菌株CFUs数量的比较 

Table 1 CFUs quantity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trains 

2-3．2 在诱导条件下：分别将E coli K12( )／puC 

18和E coli K12(X*)／pUR4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紫外 

辐射，然后测定其 CFUs。如表 2所示，两种不同 

溶原菌的诱导率都很高，E coli K12(X*)／pUC18的 

诱导率为98．29％，而E．coli K12( )／pUR4的诱导 

率则为99．64％。两者差别仅有 1．35％。 

表2 不同条件下溶原菌的CFUs 

Table 2 CFUs of lysogenic bacteria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3 讨论 

根据GeneBank中E．coli K12 recA基因的序列， 

我们白行设计了一对引物。上下游引物分别含有 

XbaI和 Sad限制性内切酶的酶切位点，便于连接 

到现在常用的各种载体上。使用该引物扩增recA基 

因使用方便，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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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测重组质粒中recA基因的生物学功能， 

分别对含重组质粒pUR4和质粒pUC18的宿主细胞 

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非诱导条件下，E．coli K12 

( )／pUR4在 LB平板上形成的菌落数 (CFUs)比 

E．coli K12( )／pUC18的减少 43％，而两者的唯一 

区别是前者的质粒中含有recA基因。从生长速率来 

看，E．coli K12( )，pUR4的生长速率反而略快于 

Ecoli K12( )／pUC18，而且最大 OD值也高于后 

者，说明RecA在溶原菌内具有生物学活性。同时， 

E．coli DH5o．／pUR4和E．coli DH50dpUC18在LB平 

板上的CFUs数量基本一致，个体形态和生长速率 

都没有明显差别，说明RecA蛋白对于 E．coli的生 

长繁殖并没有明显影响，E．coli K12( )，pUR4形成 

菌落数的减少是由于 RecA对于胞内九原噬菌体的 

作用。由此表明RecA在溶原菌E．coli K12( )，pUR4 

中表现出酶活性，能促使九原噬菌体进入裂解生长， 

导致部分宿主细胞被裂解，因而在平板上不能形成 

菌落，致使含重组质粒pUI 的溶原菌在平板上形 

成的菌落数明显低于仅含质粒 pUC18的溶原菌形 

成的菌落数。 

在溶原菌中，RecA蛋白的浓度较低，只需少 

量的 RecA蛋白即可在溶原菌中实现其正常的功 

能。在诱导条件下，无论是E．coli K12( )／pUR4还 

是E．coli K12( )／pUCl8中都会产生足够浓度有活 

性的RecA蛋白，从而导致溶原菌细胞的裂解，因 

此两者在LB平板上形成的CFUs数量基本相近。 

但由于前者细胞内RecA蛋白浓度相对较高，致使 

溶原菌细胞裂解的机率相应增加，因此其CFUs数 

量也略为减少，紫外诱导率较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克隆的recA基因在溶原菌 

中能表现有效的生物学功能，能促进九原噬菌体进 

入裂解途径。这种含 recA基因的质粒为九原噬菌体 

的诱导机理以及受辐射损伤细胞的修复等方面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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