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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cGAS 基因启动子的克隆鉴定及功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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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构建人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adenosine monophosphate synthase，cGAS）基

因启动子，确认其活性，进而对转录调控机制进行初步探究。方法：采用 PCR 方法扩增人 cGAS 基因 5′上游 1 254 bp

（-1 178~+76 bp）的片段，酶切后连接到 pGL3⁃basic 质粒，以该质粒为模板合成不同长度的启动子质粒。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

基因实验验证不同质粒在 Hela 细胞中的活性，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启动子区存在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通过点突变实
验验证潜在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结果：人 cGAS 启动子质粒初步构建成功。转染后，cGAS 启动子重组质粒的相对荧光素

酶活性增加（P＜0.05）。人 cGAS 近端启动子区域（-414~+76 bp）经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可能含有 Sp1、CREB、USF1、RAP1、
C⁃JUN、OCT⁃1 等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点突变实验证实 Sp1、CREB 正向调控该启动子区域。结论：人 cGAS 近端启动子区

域（-414~+76 bp）存在较强的启动子活性，
该区域含有多个潜在的转录因子结合位点。转录因子Sp1、
CREB调控人cGAS启动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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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the promoter of human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adenosine monophosphate

synthase（cGAS）gene，
and explore its promoter activity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mechanism. Methods：
The 1 254 bp（-1 178~+76 bp）
fragment of 5′ upstream of human cGAS gene was amplified by PCR and subcloned into pGL3⁃basic plasmid. By a series of 5′ deletion and
promoter constructions，the core region of cGAS promoter was founded. Luciferase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activity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in Hela cells. Then，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in promoter region were predicted by bioinformatics. Finally，
potential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were verified by point mutation experiments. Resluts：
The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recombinant plasmids

of cGAS gene promoter we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GL3 ⁃ basic plasmid，the relative luciferase activities of
recombinant palsmids of cGAS promoter were much higher（P < 0.05）. What’s more，bioinformatics software predicts that the proximal

promoter region of human cGAS（-414~+76 bp）may contain binding site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such as Sp1，
CREB，
USF1，
RAP1，
C⁃JUN

and OCT ⁃ 1. Sp1 and CREB positively regulated promoter region，which was confirmed by point mutation experiment. Conclus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oximal promoter core region of human cGAS has strong promoter activity，
which contains many potential transcription
factors binding sites.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Sp1 and CREB regulates the human cGAS promot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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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威胁人类健康，除了感染机体外，病
毒还具有致瘤作用。天然免疫是机体抵御外来病
毒的第一道防线。多种蛋白参与抗病毒天然免疫，
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

第 39 卷第 6 期
2019 年 6 月

陈海燕，徐妍妍，
周国平，
等. 人 cGAS 基因启动子的克隆鉴定及功能初探［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39（06）：856-861

phate⁃adenosine monophosphate synthase，cGAS）在抗
病毒固有免疫反应中起关键性作用，近年来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1］。cGAS 是一种核苷酸转移酶，通过
结合胞内 DNA，催化第二信使环磷酸鸟苷⁃腺苷（cy⁃
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 adenosine monophos⁃
phate，cGAMP）的合成，并通过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
（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激活干扰素调
节因子 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介导Ⅰ
型干扰素（interferon，IFN）的产生，启动机体的抗病
毒天然免疫反应。过度表达 cGAS 后，IRF3 被激
活，Ⅰ型 IFN 及其依赖基因的表达增强；cGAS 被敲
低后，IRF3 激活途径显著受到抑制，Ⅰ型 IFN 及其
依赖基因的表达量明显降低。DNA 病毒感染 cGAS
基因敲除小鼠后尚不能产生Ⅰ型 IFN，因此机体不
能作出有效应答［2-5］。
目 前 对 cGAS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活 化 下 游
STING 和转录因子 IRF3 的分子机制及其在不同病原
相关分子模式诱导宿主产生固有免疫应答过程的功
能方面，
而cGAS 自身的表达调控机制尚不清楚，
尚未
见到有关人cGAS启动子的研究报道。故本研究将克
隆人cGAS启动子质粒并初步探讨其转录调控机制。
1

1.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人宫颈癌细胞 Hela（HPV 18 分型）、人胚肾细胞
HEK293T、pGL3⁃basic 质粒、海肾萤光素酶（Renilla）
质粒为本实验室前期已拥有。培养基成分 DMEM、
Opti⁃MEM、胎牛血清（Gibco 公司，美国）。细胞基因
组 DNA 提取试剂盒、小量切胶回收试剂盒、大肠杆
菌 E.coli DH5α（北京天根公司）。小量质粒抽提试
剂盒（Omega 公司，美国）。限制性内切酶 Kpn Ⅰ和
Bgl Ⅱ、T4 DNA 连接酶 和 Ex Taq 保真酶（TaKaRa
公司，日本），DL5000 Maker、琼脂糖粉（南京擎科公
司）。转染试剂 LipofectamineTM 2000 脂质体（Invitro⁃
gen 公司，美国）。双荧光素酶检测试剂盒（Promega
公司，美国）。点突变试剂盒（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用含 10%胎牛血清的高糖 DMEM 培养基培养
细胞，每隔 2 d 按 1∶3 传代 1 次后置于 37 ℃ 5% CO2
培养箱。实验过程中细胞均处于对数生长期。
1.2.2 基因组 DNA 的提取
按照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的说明书要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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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细胞基因组 DNA。
1.2.3 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
从 NCBI 数 据 库（https：//www.ncbi.nlm.nih.gov/
gene/）获 得 人 cGAS 基 因 序 列（ 编 号 ：NC_
000006.12）。 利 用 UCSC 网 站（http：
//genome.ucsc，
edu/）进行对比，再通过 Neural Network Promoter Pre⁃
diction（http：//fruitfly.org/cgi ⁃ bin/seq_tools/promoter.
pl）对 cGAS 近端启动子区域进行预测。运用 TF⁃
SEARCH ver 1.3 软 件（http：
//mbs.cbrc.jp /research/
db/TFSEARCH.html）预测相关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1.2.4 克隆人 cGAS 基因启动子区序列
用 oligo 7.0 软 件 设 计 人 cGAS 基 因 5′ 端 的 引
物。引物送南京擎科公司合成，具体序列如下：上
游 5′⁃GGGGTACCCAGTGGCTCATGCCTACAAT⁃3′，
下 游 5′ ⁃ GAAGATCTCTGTTGGAAACCAAGCAC⁃
TACT⁃3′。抽提 Hela 细胞的全基因组 DNA 作为扩增
模 板 。 PCR 反 应 的 条 件 ：95 ℃ 3 min；95 ℃ 30 s，
58 ℃ 1 min，
72 ℃ 1 min，
30 个循环。扩增 cGAS 基因
启动子区域。将产物送南京擎科公司测序。
1.2.5 人 cGAS 基因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基因重组
质粒的构建与鉴定
双酶切通过限制性内切酶 Kpn Ⅰ和 Bgl Ⅱ实
现，用 T4 DNA 连接酶对回收产物和 pGL3⁃basic 质粒
的酶切片段进行连接。连接产物转化大肠杆菌
DH5α。加入 800 μL LB 培养基，200 r/min 摇 45 min
后，将 100 μL 菌液接种至含氨苄青霉素的 LB 平板
上。第 2 天收板，挑取单克隆至 LB 液体培养基，16~
20 h 后抽提质粒。以构建成功的质粒作为模板，通
过步移缺失法克隆不同长度的人 cGAS 启动子片
段，引物序列见表 1，用同样的方法构建不同缺失片
段的人 cGAS 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质粒。
1.2.6 转染质粒进行荧光素酶功能分析
Hela、HEK293T 细胞计数 1×105 个/mL，铺板于
表1
Table 1

扩增人 cGAS 启动子片段引物

Primers designed to amply the different cGAS
promoter

引物名

序列（5′→3′）

pLUC⁃490 F

GGGGTACCCGCCTAGCTAATATTTGTATTT

pLUC⁃122 F

GGGGTACCCTACCTCATCTTCTTAAGACAG

pLUC⁃280 F
pLUC⁃73 F
cGAS R

GGGGTACCCTGGTCTCAAACTCCTGAGCT
GGGGTACCTTTGTAGCCTCAGGAAAG

GAAGATCTCTGTTGGAAACCAAGCACTACT

下划线部分为酶切位点，上游为限制性内切酶 Kpn Ⅰ位点，下

游为 Bgl Ⅱ限制性内切酶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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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孔板中，16~20 h 后细胞长至 70%~80%。用 Lipo⁃
fectamineTM 2000 脂质体将重组人 cGAS 启动子荧光
素酶报告质粒及 pGL3⁃basic、Renilla 质粒共转染至
细胞内，24 h 后收板。弃掉培养基后用 1×PBS 洗涤
1 次，加入裂解液 100 μL 震荡 20 min 后，离心吸取
10 μL 上 清 。 采 用 Dual ⁃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ystem 进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并计算相对荧光素酶
活性。
1.2.7 定点突变
设计部分反向互补的引物，对原始质粒进行
反向扩增。扩增产物经 Dpn Ⅰ消化后，进行重组转
化。重组产物直接进行转化即可完成定点突变。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
用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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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l）对 该 序 列 进 行 预 测 ，得 分 为 0.82。 将
-1 178~+76 bp 区域作为启动子的候选区域，并将此
区域亚克隆到无启动子活性的pGL3⁃Basic质粒中。
2.2 人 cGAS 基因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基因重组质
粒的构建
以 Hela 细胞的全基因组 DNA 为模板，根据设计
的引物，利用 PCR 技术扩增 cGAS 5′端序列，PCR 产
物进行核酸凝胶电泳，可见 1 条介于 1 000~1 500 bp
大小的条带，与目的条带（1 254 bp）大小相同（图
1），测序后序列比对结果如图 2。将 PCR 产物酶切、
连接、转化后获得的质粒命名为 pLUC⁃1254。转染
pLUC ⁃ 1254 或 pGL3 ⁃ basic 和 Renilla 质 粒 至 Hela、
HEK293T 细胞，启动子质粒活性增强（P < 0.05），证
明质粒构建成功（图 3）。
M

1

结 果

2.1

生物信息学分析
首先在 NCBI 网站及 UCSC 网站比对确认 cGAS
的启动子区域。运用 Promoter 2.0 Prediction Serve
（http：//www.cbs.dtu.dk/services/Promoter/）预 测 转 录
起始位点上游约 1 000 bp 区域，结果表明该区域具
有很强的活性。同时利用 Neural Network Promoter
Prediction（http：//fruitfly.org/cgi ⁃ bin/seq_tools/promot⁃

1 500 bp
1 000 bp

—1 254 bp

700 bp

500 bp

200 bp

M：
DL 5 000 Marker；
1：
PCR 扩增的 cGAS 基因启动子片段。

图 1 克隆启动子片段

Figure 1 Cloning of cGAS gene prom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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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LUC⁃1254 质粒片段序列比对

Sequence alignment of pLUC⁃1254 plas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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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 cGAS 野生型启动子的虫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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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5

质粒活性

2.3 人cGAS基因启动子5′侧翼区缺失突变体的构建
以 pLUC⁃1254 质粒为模板，用不同引物构建不
同长度的缺失突变体。经双酶切、连接、转化、测序
成功后，分别命名为 pLUC⁃490、pLUC⁃280、pLUC⁃
122、pLUC⁃73。
2.4 cGAS 启动子活性的检测
将构建的重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启动子质粒
分别与对照质粒 pGL3⁃basic、内参质粒 Renilla 共转
染至 Hela 细胞，24 h 后进行荧光素酶活性检测。重
组质粒 pLUC⁃490、pLUC⁃280、pLUC⁃122、pLUC⁃73 活
性分别为 26.79 ± 2.00、
14.38 ± 0.60、
4.10 ± 0.60、
0.65
± 0.18，与对照组（1.00 ± 0.23）相比前 3 个质粒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图 4）。表明这些重组质粒均具
有启动子活性，其中 pLUC⁃490 活性最强。因此，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cGAS 基 因 启 动 子 核 心 区 域 位
于-414~+76 bp 内。
2.5 人 cGAS 基因启动子区转录因子结合位点预测
根据实验结果，初步锁定-414~+76 bp 为 cGAS
启动子关键区域。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的预测通过
TFSEARCH ver 1.3 软件实现。软件预测结果显示，
转录因子 Sp1、CREB、USF1、RAP1、C⁃JUN、OCT⁃1 可
能与该序列结合（图 5）。
2.6 转录因子突变分析
根据软件预测结果，构建了 Sp1、CREB、USF1、
RAP1、C⁃JUN 点突变质粒。向质粒中引入定点突变，
需设计一对引物将质粒进行反向 PCR 扩增。各突变
质粒扩增引物序列如下（表 2）。测序成功后转染
HEK293T细胞，
各重组启动子质粒活性如图6所示，
实
验结果表明转录因子Sp1、
CREB调控该启动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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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LUC⁃1254 质粒活性验证

Figure 3

Luciferase assay of pLUC⁃1254 plas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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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GL3⁃basic 相比，*P < 0.05（n=4）。

图4 cGAS重组荧光素酶报告质粒在Hela细胞中的相对活性
Figure 4

Relative activity of cGAS recombinant lucifer⁃
ase reporter plasmids in Hela cells

光素酶报告质粒，并在人 Hela 细胞、HEK293T 细胞
中证实了它们均具有较强的启动子活性。且推测
近端核心启动子区域（-414~+76 bp）存在转录因子
结合位点，提示转录因子 Sp1、CREB、USF1、RAP1、
C⁃JUN、OCT⁃1 可能调控该基因。经点突变实验证
实 Sp1、CREB 正向调控 cGAS 启动子。

GTTGGCCAGGCTGGTCTTGAACTCCTGACCTCAGGTGATCCGCCCACCTCGGTCTCCC
CREB
USF1
SP1
AGATTGCTGGGATTACAGGCGTGAGTCAGTGTGCCCAGGCAACACACACACACACATA
C⁃JUN
OCT⁃1
TATTTAATTATAAGAAAGACCAGGTCTTGCTGGGTTGCCCAGGCTGGTCTCAAACTCCT
RAP1
GAGCTCAAGCGACCCGCCTGCCTCGGCCTCTCGGATGCTGAGGTTACAGGCGTGAGCC
SP1
ACCGCGCCCGGCCCTACCTCATCTTCTTAAGACAGGGGCACGGATTGCCTGGAGAGTT
AGAAACTTCGAGACTTTTGTAGCCTCAGGAAAGGCCGCGGCCAGCCTCTTCGCGGCAT
+1
GGGCGTGGCTCCCAGCGACTTCCCAGCCTGGGGTTCCCCTTCGGGTCGCAGACTCTTG

图 5 用 TFSEARCH ver 1.3 软件预测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Figure 5 Predic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using TFSEARCH ver 1.3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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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点突变质粒引物序列
Table 2 Sequences of oligonucleotides used in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引物名称

序列（5′→3′）

CREB⁃MUT F

GTTGGCCAGGCTGGTCTTGAACTCCTCTCAGGTGATC

USF1⁃MUT F

CTCCTGACCTCAGATCCGCCCACCTCGGTCTCCCAGATTGC

CREB⁃MUT R

GGAGACCGAGGTGGGCGGATCACCTGAGAGGAGTTCA

USF1⁃MUT R

GGTGGGCGGATCTGAGGTCAGGAGTTCAAGACCAGCCTGGC

SP1⁃MUT F

CCTCAGGTGATCCACCTCGGTCTCCCAGATTGCTGGGAT

SP1⁃MUT R

GACCGAGGTGGATCACCTGAGGTCAGGAGTTCAAGACCAG

C⁃JUN⁃MUT F

TACAGGCGTGAGGTGTGCCCAGGCAACACACACACACACAT

C⁃JUN⁃MUT R

TGCCTGGGCACACCTCACGCCTGTAATCCCAGCAATCTGGG

RAP1⁃MUT F

AGGTCTTGCTGGCCCAGGCTGGTCTCAAACTCCTGAGCTC

RAP1⁃MUT R

CCAGCCTGGGCCAGCAAGACCTGGTCTTTCTTATAATTAA

+1 +76

+1 +76
+1 +76
+1 +76
+1 +76

Luci

Luci

Luci

Luci

Luci

pLuc⁃490

CREB⁃Mut

*

USF⁃Mut

C⁃JUN⁃Mut

RAP1⁃Mut
SP1⁃Mut

0.0

*

0.5

质粒活性

1.0

1.5

图 6 点突变验证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Figure 6 Point mutation to verify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cGAS 基因启动子功能和特性的确定对今后进
一步深入研究 cGAS 的生物学功能和揭示抗病毒固
有免疫信号通路有重要意义。了解所涉及的过程
可能有助于阐述先天免疫信号通路和自身炎症性
疾病的机制，并为药物干预提供潜在的治疗靶点。
启动子在基因表达调控方面起十分关键的作用，包
括核心启动子和近端启动子。核心启动子引导
RNA 聚合酶Ⅱ的精确转录起始，它包含 TATA 盒、
启 动 因 子（initiator，Inr）、下 游 启 动 子 成 分（down⁃
stream promoter element，DPE）、转录因子ⅡB 识别成
分（TFⅡB recognition element，BRE）和基序十要素
（motif ten element，MTE），这些不同组分可形成不同
类型的核心启动子［6］。近端启动子包含了转录因子
结合位点。功能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的发现有助于
进一步揭示靶基因上游的信号通路，Tong 等［7］通过
运用含 IRF3 调控元件的 IFN⁃β启动子作为报告子，
成功筛选出了位于上游的具有活化 IRF3 功能的重
要蛋白分子 STING。功能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的确定
也为阐明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变异相关疾病的发病
机制提供依据［8］。与蛋白翻译后修饰相比，转录水

平的调控对基因表达的调控更加精细和持久。
正常情况下，细胞内 DNA 存在于细胞核和线粒
体中。但是，外源微生物入侵、基因组不稳定或者
线粒体胁迫等情况会导致细胞质 DNA 的存在。这
些细胞质 DNA 会触发细胞剧烈的免疫应答。研究
表明，调控失常与一系列疾病密切相关，如自身免
疫疾病与癌症［9-11］。
2012 年底，Lijun 等［12］首次鉴定到 cGAS，它能直
接检测细胞质 DNA 并激活下游的Ⅰ型干扰素信
号。随后 cGAS 的三维结构也被解析了［13］。一直以
来 cGAS 作为一个 DNA 受体，
能够对外界病原微生物
以及人体细胞质内自身 DNA 进行识别，并激活免疫
反应，但对其生理过程研究仅仅局限于在细胞质内，
然而近期有学者首次揭露cGAS具有促癌功能［14］，
因此
这一发现把 cGAS 的功能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领域。
cGAS将成为抗肿瘤药物开发中一个重要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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