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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曲茵 Fosmid文库的构建与分析* 

李燕萍 许 杨 阮琼芳 魏康霞 郭 亮 严少华 

(南昌大学中德联合研究院，南昌大学食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30047，南昌) 

摘要 采用低熔点琼脂糖包埋红曲菌细胞核制成胶块，然后利用蛋白酶 K消化被包埋的细胞核，纯化胶块里的大 

片段 DNA，随机剪切法回收40 kb左右的DNA，与 Fosmid载体连接，经包装、转染构建红曲菌的基因组 Fosmid文库，库 

容量为 3×10 ，平均插入片段长度为 36．6 kb．将其中7 7。。个单克隆保存于 21块 384孔微孔板中，-80℃储存．该文库 

符合黏粒文库的品质要求，为克隆聚酮化合物基因簇或其他重要基因及其功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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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曲菌(又称红曲霉，Monascus spp)是我国传统 

的食品发酵用菌，已有上千年的应用历史，能产生多种 

有益代谢产物：红曲色素是安全、稳定性好的天然食用 

色素Ⅲ；Monacolin类化合物可降低胆固醇的合成__2 ； 

一 氨基丁酸和乙酰胆碱具有控制血压的功效 ；麦角 

固醇经紫外线照射后逐步转化为 VD ，可防治幼儿 的 

佝偻病及促进孕妇和老年人对钙磷的吸收l4 ；他汀类 

化合物具有抗骨质疏松的功效，是唯一能够增加骨骼 

密度 的一类物质，可 以逆转骨质疏松这一进程 ； 

dimerumicacid等多种天然抗氧化剂能保护肝脏及延 

缓衰老 。。]． 

但是，自从 Blanc等Es]研究发现某些红曲菌菌株 

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真菌毒素——桔霉素(citrinin) 

以来 ，毒素污染问题成为我国红 曲产 品出口受限的瓶 

颈，如何保障红曲菌及其相关制品的安全性即如何降 

低桔霉素的含量是当前红曲菌的研究热点之一．采用 

控制发酵条件、筛选或诱变低产桔霉素红曲菌菌株等 

方法来解决红曲及其制品中桔霉素含量超标的问题， 

效果并不理想，而从基因水平控制桔霉素的生物合成 

是解决红曲菌产桔霉素问题的根本途径． 

Monacolin类化合物、色素和桔霉 素等均属 于聚 

酮合酶(polyketide synthase，PKs)催化合成的化合 

物．许多真菌聚酮化合物具有重要 的生物学活性， 

Monacolin及其类似物一直占据了降脂药物市场的主 

导地位．真菌聚酮化合物的合成基 因通常是成簇排列 

在染色体上，其生物合成途径以及基因簇 的研究已成 

为整个真菌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而且 PKS的组合 

生物学为聚酮化合物活性的改造及新化合物的发现开 

辟了一条新途径．真菌 PKS基因一般为6～8 kb，分离 

真菌 PKS基因有 2个关键技术：一是同源探针制备； 

二是大片段基因组文库的构建．Shimizu等__g]根据已 

知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简并 引物扩增得到同源探针 ， 

进而通过筛选质粒文库克隆了合成桔霉素的聚酮合酶 

基因，并采用基 因敲除技术进行了功能验证．因此 ，构 

建红曲菌大片段基因组文库是克隆聚酮化合物基因簇 

所必需的．本研究构建了橙色红曲菌的基因组 Fosmid 

文库，为克隆聚酮化合物基因簇或其他重要基因及其 

功能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且为构建物理图谱、基因图位 

克隆和基因组测序奠定了重要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橙色红曲菌 AS3．4384购 自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 

1．2 主要试剂 精胺 、亚精胺、Triton-X 100、 一巯基 

乙醇、十二烷基磺酸钠购 自Sigma公司，低熔点琼脂 

糖购自AMRESCO公司，蛋白酶K购自Merck公司， 

CopyControl M Fosmid library production Kit(Cat． 

No．CCFOS1 1 0)购 自美 国 Epicenter Biotechnologies 

公司．脉 冲场用琼脂糖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NN295染色体购 自美国Bio-Rad公司，布伦登卢普 

沙门氏菌 (Salmonella braenderup H9812)染色体／ 

Xbal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惠赠． 

NotI购 自Takara(大连)有 限公司． 

1．3 主要缓冲液 1O×HB匀浆缓 冲液：Trisbase 

12．1 g，KC1 59．6 g，NaEDTA·2H2O 37．2 g，亚精胺 

2．55 g，精胺 3．48 g，加水至 1 L，用 NaOH将 pH调 

至 9．4～9．5，于 4℃保存． 

1×HB匀浆缓冲液：1O×HB缓冲液 50 mL，蔗糖 

85．58 g，Triton X-100 2．5 mL，加水至 500 mL，使用 

前加 巯基乙醇 1．5 mL，于4℃保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30460006)；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30081) 

收稿日期：2007—10—0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李燕萍等：红曲菌 Fosmid文库的构建与分析 189 

HB贮液 ：10×HB缓冲液 10 mL，蔗糖 17．12 g， 

加蒸馏水至 100 mL，于 4℃保存． 

裂解液 ：0．5 mo卜L 的 EDTA(pH9．0～9．3)， 

10 g·L 的 SDS，0．2 g·L 蛋 白酶 K． 

噬菌体稀释缓冲液 (PDB)：10 mmol·L_。Tris— 

HCI(pH 8．3)。100 mmol·L NaC1，10 mmol·L 

M gC12． 

1．4 方法 

1．4．1 细胞核 的分 离 将 AS3．4384接种 于麦芽汁 

培养基中，30℃振荡培养 36 h，抽滤 ，用 1×PBS洗涤 ， 

液氮中充分研磨成细粉，加入预冷的 1×HB匀浆缓冲 

液，混匀，4℃轻柔震荡 1 h，过滤，收集滤液 ；500g 

4℃离心 15 rain，取上清，4℃离心 ；用 HB贮液重悬 

沉淀 ，4℃离心，用 HB贮液重悬；用血球计数板对细 

胞核分别进行计数和镜检． 

1．4．2 胶块的制备与细胞核的裂解 核提取物悬液 

在 45℃温浴 5 rain，加入等体积的10—10 g·L 的低 

熔点琼脂糖，轻柔混 匀后，迅速将混合液加入模具 

(plug mold)中，置 4℃冷却 30 rain以充分凝固． 

胶块转移 到离心管，每管加入 5 mL裂解液， 

50℃轻柔震荡温浴 24 h．50℃ 0．5 mol·L EDTA 

(pH9．0～ 9．3)清 洗 1 h，0．05 mol·L EDTA 

(pH8．0)清洗 1 h，4 oC保存于 0．05 mol·L EDTA 

溶液中． 

1．4．3 小片段 DNA 的去除 取 10块胶块在 50 mL 

TE缓冲液中平衡至少 3 h，置于透析袋 中 120 V电泳 

3 h以去除小片段 DNA． 

1．4．4 随机剪切 DNA 将去除小片段 DNA的胶块 

用 』3一琼脂糖酶消化，酚氯仿纯化，乙醇浓缩至 DNA质 

量浓度为 0．5 g·L_。．取 25 g DNA用 200 L小孔径 

Tip反 复 吹 吸 50～ 100次 ，取 1～ 2 L DNA 用 于 

PFGE电泳检测随机剪切程度． 

1．4．5 外源DNA的末端补平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末端平滑化和 5，Ⅲ磷酸化反应． 

1．4．6 分级选择以及回收平滑化的 DNA 制备 l0— 

10 g·L 琼脂糖 ，对平滑化 的 DNA进行脉冲场 电泳 ， 

电泳条件：0．5×TBE电泳缓冲液，14℃，起始脉冲 

为 5 S，终止脉冲 15 S，时间 12 h，电场强度6 V·cm_。． 

切下 36～50 kb处 胶块 ，用 』3一琼脂 糖酶 消化 法 回收 

DNA，通过 电泳用系列稀释已知质量浓度 Fosmid 

control DNA来估计 DNA质量浓度． 

1．4．7 连接 以载体与外源 DNA摩尔比为 10：1时 

建立连接反应体系，总体积 10 L，室温孵育 2 h，70~C 

10 min，保存于一20℃． 

1．4．8 包装 按 试剂 盒说 明书进行 操作．EPI300一 

T1 接种于 LB(含 10 mmol·L_。MgSO )液体培养基 

中，37℃震荡培养至 D6。。一0．8～1．0，于 4℃保存． 

冰上融化包装抽提物 ，立即转移 25 ffL包装抽提物至 

1．5 mL离心管中，置冰上待用．将剩余 25 ffL包装抽 

提物放回一70℃冰箱保存．将连接产物加入冰上待用 

的包装抽提物中，吹吸几次混匀，短暂离心，30℃温育 

90 rain．再加入到剩余的包装抽提物中，吹吸几次混 

匀，短暂离心，30℃温育 90 min，将每管包装物用 PDB 

稀释至1 mL，轻柔混匀，每管中加人 25 ffL氯仿，轻柔 

混匀，储存于 4℃冰箱． 

L 4．9 测定包装物滴度 用 PDB对包装物做 10倍 

的倍比梯度稀释，每个稀释度分别取 10 ffL稀释物加 

入到 100ffL EPI300一T1 菌液中，37℃温育 20 rain， 

涂布于 LB(含 12．5 fig·mL 氯霉素)平板上，37℃孵 

育过夜．根据长出的菌落数，计算滴度(菌落数与稀释 

倍数的积与涂布菌液的体积之比)． 

1．4．10 文库制备、扩增及保存 根据 1．4．9中测定 

的滴度，用 PDB适当稀释 1．4．8中的包装物，每10 ffL 

稀释物加入到 100 ffL EPI300一T1 菌液中，37℃温育 

20 rain，涂布于 LB(含 12．5 fig·mL 氯霉素)平板上， 

37℃温育过夜 ，将单菌落接种于含培养基的 384孔 

板，每个板做 2个备份，一80℃保存． 

1．4．11 平均插入片段 大小和稳定性检测 随机挑取 

60个克隆诱 导培养 ，碱裂解法提取质粒 ，NotI酶切 ， 

脉冲场琼脂糖 电泳检测插入片段大小并统计平均插入 

片段大小． 

克隆稳定性检测：随机挑取 5个克隆，于3 mL LB 

(含 12．5 fig·mL 的氯霉素)液体培养基 中，37℃， 

200 r·rain 下培养过夜．分别从过夜培养的菌液中吸 

取 5 ffL接种于 3 mL LB(含 12．5 fig·mL 的氯霉素) 

液体培养基中，37℃，200 r·rain 下培养过夜．重复 

以上步骤培养至第 5天．按照碱裂解法少量提取第 1 

天(0代)、第 3天(50代)和第 5天(100代)的细菌培 

养物质粒 DNA，经 Not I酶切后进行脉冲场琼脂糖 电 

泳检测克隆稳定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分子量基因组 DNA的制备 参考植物细胞核 

的制备方法l_1叩优化各种相关因素建立了红曲菌细胞 

核的制备方法．将细胞核用低熔点琼脂糖包埋，SDS一 

蛋 白酶 K裂解 、消化后 ，进行脉冲场电泳 ，图 1电泳结 

果表明，提取的染色体 DNA完整性较好，大于 1Mb， 

远远满足本研究中基因组文库构建的要求． 

2．2 文库构建 SDS蛋 白酶 K裂解 、消化被包埋 的 

细胞核，电泳去除胶块里的小片段 DNA，』3一琼脂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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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道1～3：包埋细胞核琼脂糖胶块；泳道 M1：布伦登卢普 

沙门氏菌(Salmonella braenderup H9812)染色体／Xbai；泳道 

M2：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NN295染色体． 

图 1 AS3．4384高分子量 DNA脉冲场 电泳 

消化，采用随机剪切法 回收 40 kb左右 的 DNA片段 ， 

图2电泳结果表明随机剪切 100次使 DNA片段集中 

分布在 20～60 kb之 间．以 250 ng目的片段 DNA和 

500 ng Fosmid载体建立 10 ffL连接反应体系，经包装 

构建了红曲菌的基因组 Fosmid文库．测定文库的滴 

度计算出文库的库容量为 3×10 ．适当稀释包装好的 

文库，转染培养获得7 700个单克隆，保存于 384孔微 

孔板中，一80℃储存． 

{ ， 4 6 7 

泳道 1：Fosmid control DNA；泳遭 2，6：XDNA／HindⅢ； 

泳道 3：随机剪切 5O次 DNA；泳道 4，5：随机剪切 100次 

DNA；泳道 7：XDNA． 

图 2 红 曲茵基因组 DNA随机剪切的脉冲场 电泳 

2．3 文库的评价 评价一个微生物基 因组文库质量 

的好坏主要从 以下 2个方面考 虑：插入 片段 的大小和 

文库的库容量． 

随机从文库中挑取 6O个克隆子，提取质粒 NotI 

酶切检测重组质粒 ，全部有插入片段 ，脉冲场琼脂糖电 

泳统计平均插入片段长度为 36．6 kb．图 3是部分重组 

质粒的NotI酶切脉冲场琼脂糖电泳图． 

48．5 kb 

29．9 kb 

1O{kb 

泳遭 M： DNA mix 泳遭 1～11：重组克隆 NotI酶切． 

图 3 红 曲菌 Fosmid文库的克隆检测 

假设红曲菌基因组为 40 Mb，插入片段为 4O kb， 

筛选概率达到 99 ，根据理论公式口 推算出完整的基 

因组文库所需的最少克隆数为4 602，此时覆盖基因组 

的倍数大约为 5．以平均插入片段为 36 kb计，则本研 

究构建 的文 库 的覆 盖 基 因组倍 数 为 27，大 约包 含 

1．1×10。kb的外源 DNA．部分包装产物感染大肠杆 

菌后获得了7 700个单克隆，其覆盖基因组的倍数为 7， 

超过了以 99 的概率筛选一给定序列所需的 5倍的 

覆盖倍数，故能从这7 700个单克隆中筛选到任何一个 

基 因． 

3 讨论 

高相对分子质量 DNA或兆级 DNA是构建大片 

段基因组文库所必需的．大片段 DNA质量的好坏是 

影响 Fosmid文库构建 的两个极 为重要 的 因素之一． 

由于制备大片段 DNA的步骤比较繁琐，包括细胞核 

的提取、胶块的制备、随机剪切和选择回收等，因此操 

作相对复杂，容易导致失败． 

为了保证随机剪切的片段主要集 中于 35～45 kb 

及其附近范围，故要求制备的大相对分子质量 DNA 

至少 200 kb以上．本实验室所使用的常规氯化苄提取 

法获得的红曲菌基因组 DNA大小为 30~50 kb，不能 

满足构建 Fosmid文库的要求．制备高相对分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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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的关键是要有温和而有效的破壁方法．红曲菌等 

真菌的细胞壁成分比较复杂，由外向内依次为不定形 

葡聚糖层、糖蛋白、蛋白质层、几丁质层．高相对分子质 

量 DNA或兆级 DNA的制备通常有 2种方法 ：一种是 

包埋原生质体法，另一种是包埋细胞核方法．前者存在 

如下缺点：制备原生质体时所用的细胞壁水解酶如纤 

维素酶和几丁质酶价格昂贵，操作步骤长，对于产孢量 

少的红曲菌其原生质体产率较低(本实验室以 1 g湿 

菌体为材料，原生质体产量通常为 8×1O 个)，如果要 

获得 1O g的 DNA理论上需要大约 5×10 个原生质 

体，实际上需要的量更多，故此法实际操作受到限制， 

而且线粒体 DNA污染较严重；而后者克服了前者的 

缺点，操作相对简单迅速，产量也较高，本实验室以 2O 

g湿菌体为材料制备了细胞核包埋胶，DNA的产量至 

少为 200~300 p-g．所 以本研究采用包埋 细胞核方法 

来获得比较完整的染色体 DNA，满足了 Fosmid文库 

构建的要求，也为将来构建 BAC文库和染色体分型奠 

定了基础． 

采用包埋细胞核的方法可以代替 以往 的琼脂糖包 

埋原生质体技术，并通过多次清洗细胞核，有效地去除 

了线粒体等细胞器 DNA的污染，也增加了胶块的存 

放时间．同时在细胞 核提取 ，胶块 制备过程 中，首先应 

保证胶块中包埋的大片段 DNA平均长度在600 kb以 

上 ，一旦平均长度小于 600 kb，则表明胶块 中的 DNA 

由于降解严重而不能用于文库的构建． 

本研究在使用液氮研磨材料时，始终保证材料完 

全浸泡在液氮 中，从 而减少 了材料均质化 过程 中大片 

段 DNA 的降解． 

文库中基因的多样性也是评价一个微生物基因组 

文库质量好坏的标准之一．为了保证文库的代表性，即 

保证克隆的随机性，使每段 DNA在文库中出现的频 

率均等，通常采用部分酶切或随机剪切的方法来消化 

染色体 DNA从而获得所需插入大小的片段，部分酶 

切法至少有 4种方法可用，分别是改变酶用量 、改变酶 

切时间、改变一种酶切辅助因子 用量或改变 内切酶及 

相应甲基化酶的比例．而随机剪切法是以随机的方式 

裂解 DNA，与序列相对无关，避免了因限制酶切位点 

分布不匀所引起的片段丢失；其次可取得重叠片段的 

集合，而且容易操作．通过设置不同随机剪切的次数， 

不仅可有效选择出最佳次数，而且操作也远比部分酶 

切法简单，容易掌握．故本研究采用随机剪切法将高相 

对分子质量 DNA断裂集中在 4O kb左右． 

成功构建 Fosmid文库的滴度，一般要求每 g已 

连接好的 Fosmid真核 DNA应产生 5×10 ～5×10 

的细菌菌落．根据载体的容量计算出文库的库容量至 

少为4 602个克隆，本文库的库容量为 3×1O ，远远满 

足了文库构建的要求． 

构建 Fosmid文库可供选择的载体有很多 本文 

选用 Epicentre公司开发 的 CopyControlTM pCC1TM载 

体，该载体有 2个复制起始位点，即单拷贝的大肠杆菌 

F因子复制子和诱导型的高拷贝 oriV复制子．OriV 

的启动需要 trfA基因的编码产物．trfA基因存在于宿 

主菌中，而且受诱导启动子严谨控制．加入诱导溶液 

后，trfA基因被诱导表达，启动 oriV，质粒由单拷贝 

转化为高拷贝，便于 Fosmid重组质粒的提取、酶切、 

测序等后续操作． 

红曲菌应用价值极高，但 目前对其重要的有用基 

因的信息和功能了解甚少．红曲菌基因组文库的成功 

构建，可以有效地克服制约对该微生物研究的技术瓶 

颈，为保存、研究其基因资源、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的基因提供了有利 的技术平 台．后 期工作是通过高通 

量筛选的方法对文库进行筛选，以及更多克隆序列测 

序及利用生物信息学手段分析数据，来研究红曲菌有 

重要功能的相关基因及其代谢途径． 

4 参考文献 

[1] Johanna F G，Jurgen D，Lothar L．Use of Monascus 

extracts as an alternative to nitrite in meat productsEJ]． 

Fleischwirtsch，1991，71(10)：1184 

[2] Man R Y，Lynn E G，Cheung F，et a1．Cholestin inhibits 

cholesterol synthesis and secretion in hepatic cells 

(HepG2)[J]．Mol Cell Biochem，2002，233(1—2)：153 

[3] Su Y c，Wang J J，Lin T T，et a1．Production of the 

secondary metabolites gamma-aminobutyric acid and 

monacolin K by Monascus[J]． J Ind Microbiol 

Biotechnol，2003，30(1)：41 

[4] 李钟庆，郭芳．红曲菌的形态与分类学[M]．北京：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2005：1 65 

[5] Dan F．Cholesterol drugs show promise as bone builder 

[J]．Science，2000，288：2297 

E6] Aniya Y，Ohtani I I，Higa T，et a1．Dimerumic acid as an 

antioxidant of the mold，Monascus anka[J]．Free Radical 

Biology＆ Medicine，2000，28(6)：999 

[7] Dhale M A，Divakar S，Kumar S U，et a1．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dihydromonacolin—MV from Monascus 

purpureus for antioxidant properties[J]．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2007，73(5)：1197 

E8] Blanc PJ，Laffssac J P，Bars J L，et a1．Characterization 

of monascidin A from Monascus as citrininEJ]．Int J Food 

Microbiol，1995，27：201 

[9] Shimizu T，Hiroshi K，Shinji I，et a1． Polyketide 

synthase gene responsible for citrinin biosynthesis i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2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44卷 

Monascus purpureus[J_．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5，71(7)：3453 

[1O] Wang W，Tanurdzic M，Luo M，et a1．Construction of 

a 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 library from the 

spikemoss Selaginella moellendorffii：a new resource for 

plant comparative genomics[J]．BMC Plant Biol，2005， 

5(10)：1 

[】1] Sambrook J，Fritsch E F，Maniatis T．分子克隆实验指 

南[M]．2版．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8：456—494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0F 

A MD?、7 C 【 FoSM ID LIBRARY 

LI Yanping XU Yang RUAN Qiongfang 

WEI Kangxia GUO Liang YAN Shaohua 

(Sino-Germany Joint Research Institute，Key Laboratory of Food Scienc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330047，Nanchang，China) 

Abstract M egabase—sized DNA fragments were prepared by embedding M onasc S nuclei in low melting— 

pomt agarose，lysis in SDS，and proteinase—K digestion
． DNA fragments were then randomly cut and Dolished 

with a blunt—end repair kit．Fragments from 30~ 45 kb were ligated into the pCCIFOS vector
，packaged into 

phage particles with lambda packaging extracts，and transfected into EPI300 E
． coli cells， resulting in a 

genomic library with 3×1 0 clones
． Restriction enzym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average insert is 3 6

． 6 kb in 

length．The resultant 7 700 colonies were stored in 384一well microtiter plates at 一 80~C
． This librarv is a 

typical Fosmid library，and will be useful for cloning polyketide synthesis gene cluster
．  

Key words M onascus；genome；Fosmid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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