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HFZ-2020�载体构建实验记录�副本

⸻⸻⸻⸻⸻⸻⸻⸻⸻⸻⸻⸻⸻—

2020.6.10

抗⽣素配制如下（1000x储液，溶剂为⽔，0.2�μm过滤）

Amp：1.5�g�in�15�mL��100�mg/mL

Kan：0.75�g�in�15�mL��50�mg/mL

两种均各取5个1�mL的放⼊离⼼管，其余的放在15mL摇菌管内，-20℃保存

�

接种（操作⼈：�）

⸻⸻⸻⸻⸻⸻⸻⸻⸻⸻⸻⸻⸻—

2020.6.11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菌株不详��sHYa-dsRed，pcDNA�3.1-Huc08-eGFP，pet28a-Prinp80a-dsRed

保菌命名：sHYa-dsRed，pcDNA�3.1-Huc08-eGFP，pet28a-Prinp80a-dsRed

抗性：Amp，Amp，Kan

管数：各1管，共3管

�

质粒⼩提（操作⼈：�）

质粒名：sHYa-dsRed，pcDNA�3.1-Huc08-eGFP，pet28a-Prinp80a-dsRed

洗脱液及体积:����TB�()�����H2O(√�)��200�µL

质粒浓度：?�ng/µL

菌名 sHYa-dsRed，pcDNA�3.1-Huc08-eGFP，pet28a-Prinp80a-dsRed

菌株名 E.�coli�Trans5a�/�Top10�/�Top10（不太确定）

来源 2019�冻存菌液

抗性 Amp，Amp，Kan�（LB，37℃）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3管



结论：pet28a载体很少，重新摇菌，明天重新提。多加菌液少加⽔。pcDNA是6300�bp，sHYa�5400

bp，从相对⼤⼩来看是OK的，marker没有降解，还可以⽤。

�

接种（操作⼈：�）

�

PCR（操作⼈：�）

菌名 sHYa-dsRed，pcDNA�3.1-Huc08-eGFP，pet28a-Prinp80a-dsRed

菌株名 E.�coli�Trans5a�/�Top10�/�Top10（不太确定）

来源 6.10�摇的菌液

抗性 Kan�（LB，37℃）

体积 15�mL�in�50�mL离⼼管

数⽬ 1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1�+�qh20-2/

qh20-3�+�qh20-4

2.5�+�2.5

模板 pet28a-Prinp80a-dsRed质粒（6.11

提）

5



结论：⽚段⼤⼩符合预期，条带较为清晰，PCR结果应该是正确的，pet28a质粒虽然浓度低但是OK

的。重新摇的菌就不需要再提质粒了。

H2O � 15

酶 2x�PrimeSTAR�Mix 25

体系总体积�� � 50

�管数 � 各1管，共2管

Product�length 均为~25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57 15�s

4 72�� 2�min�3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12 ∞



�

⸻⸻⸻⸻⸻⸻⸻⸻⸻⸻⸻⸻⸻—

2020.6.12

PCR产物切胶回收（操作⼈：�）

PCR模板+引物对：pet28a-Prinp80a-dsRed质粒（6.11提）qh20-1�+�qh20-2�/�

qh20-3�+�qh20-4

洗脱⽅法：⽔�35�μL

�

Gibson组装（操作⼈：�）

构建质粒命名：pet28a-qh改

�

转化（操作⼈：�）

质粒：pet28a-qh改

抗性：Kan

菌：Trans1-T1�10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2020.6.13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28a-Prinp80a-dsRed质粒

（6.11提）qh20-1�+�qh20-2

2.5

Fragment�2 pet28a-Prinp80a-dsRed质粒

（6.11提）qh20-3�+�qh20-4

2.5

Fragment�3 ⽆ �

H2O � 0

GA�mix 2019年⾃配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60�min

2 4 ∞



接种（操作⼈：�）

6.12转化的平板⻓克隆~200个，实验可能成功、Kan抗性也没问题。

挑6个克隆。

⸻⸻⸻⸻⸻⸻⸻⸻⸻⸻⸻⸻⸻—

2020.6.14

PCR（操作⼈：�）

菌名 pet28a-qh改�克隆�1~6

菌株名 E.�coli�Trans1-T1

来源 6.12�转化涂板

抗性 Kan�（LB，37℃）

体积 2�mL�in�15�mL摇菌管

数⽬ 1*6=6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qh20-6 0.5�+�0.5

模板 pet28a-qh改�克隆�1~6�菌液 1

H2O � 8

酶 2x�Taq�Mix�(Transgene)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各1管，共6管（另加阴性对照）

Product�length 均为22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3�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20�s



结论：⽚段⼤⼩符合预期，条带较为清晰，6个克隆均正确，送1~3测序。菌液暂存于4℃。

⸻⸻⸻⸻⸻⸻⸻⸻⸻⸻⸻⸻⸻—

2020.6.15

⸻⸻⸻⸻⸻⸻⸻⸻⸻⸻⸻⸻⸻—

2020.6.16

⸻⸻⸻⸻⸻⸻⸻⸻⸻⸻⸻⸻⸻—

2020.6.17

测序（操作⼈：�）

样品：pet28a-qh改�克隆�1~6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qh20-1�+�qh20-3�的Gibson组装区域附近⽆突变，其中4、5、6号克隆读⻓较⻓，因此继续测

定此三个克隆的qh20-2�+�qh20-4拼接位点。但3个克隆的f1�复制⼦末端有两个点突变，⼤概率是原始

载体存在突变，理论上不影响实验。

⸻⸻⸻⸻⸻⸻⸻⸻⸻⸻⸻⸻⸻—

Go�to�2 34�cycle �

5 72 7�min

6 4 ∞



2020.6.18

⸻⸻⸻⸻⸻⸻⸻⸻⸻⸻⸻⸻⸻—

2020.6.19

测序（操作⼈：�）

样品：pet28a-qh改�克隆�4、5、6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7

结果：均正确，要求公司返还质粒和菌液，选4号。

⸻⸻⸻⸻⸻⸻⸻⸻⸻⸻⸻⸻⸻—

2020.7.2

委托机构提取质粒�pet28a-qh改-4，50�μL⽔溶解，浓度626�ng/μL.�

⸻⸻⸻⸻⸻⸻⸻⸻⸻⸻⸻⸻⸻—

2020.7.17

转化（操作⼈：�）

质粒：pet28a-qh改-4，pet28a-qh改-5，pet28a-CAHS�94205预实验（擎科公司合成，测序正确，加

⽔溶解⾄浓度为50�ng/μL）

抗性：Kan

菌：Trans5a�/�BL21(DE3)�10�μL，均为全式⾦公司

其他细节：⽆抗LB�100�μL�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共6板。

⸻⸻⸻⸻⸻⸻⸻⸻⸻⸻⸻⸻⸻—

2020.7.18

昨天转化，Tran5a⻓了很多，BL21没⻓。重做BL21转化pet28a-qh改-4，pet28a-CAHS�94205预实

验，增加感受态使⽤量为50�μL，使⽤⽆抗SOC培养基复苏4�h。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28a-qh改-4，pet28a-qh改-5，pet28a-CAHS�94205预实验

菌株名 E.�coli�Trans5a

来源 7.17�转化涂板



⸻⸻⸻⸻⸻⸻⸻⸻⸻⸻⸻⸻⸻—

2020.7.19

昨天转化，仍不⻓，怀疑BL21（全式⾦）有问题，订购天根公司的BL21。

�

接种（操作⼈：�）

�

⸻⸻⸻⸻⸻⸻⸻⸻⸻⸻⸻⸻⸻—

2020.07.20

配氯霉素（浓度：30�mg/mL，剂量：10�mL）分装到10个1�mL离⼼管内

配LB，倒平板

配50%⽢油（200�mL）

抗性 Kan�（LB，37℃）

体积 2�mL�in�15�mL摇菌管

数⽬ 1*3=3

菌名 pet28a-qh改-4，pet28a-qh改-5，pet28a-CAHS�94205预实验

菌株名 E.�coli�Trans5a

来源 7.17�转化涂板

抗性 Kan�（LB，37℃）

体积 15�mL�in�50�mL摇菌管

数⽬ 1*3=3

菌名 pet28a-CAHS�94205预实验

菌株名 E.�coli�Top10

来源 擎科公司合成，送的菌液（4℃）

抗性 Kan�（LB，37℃）

体积 2�mL�in�50�mL摇菌管

数⽬ 1



KCl溶液100mL（3�mol/L）

�

转化（操作⼈：李珺菲，Jonathan，bill）

质粒：puc19

抗性：Amp

菌：BL21（DE3），Trans1-T1

其他细节：50μL菌，1�μL质粒，45�s热激，500�μL�LB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转化（操作⼈：李珺菲，Jonathan，bill）

质粒：pet28a-94205预

抗性：Kan

菌：BL21（DE3），Trans1-t1，DH5alpha

其他细节：50μL菌，1�μL质粒，45�s热激，500�μL�LB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保菌

菌名：E.coli�Trans5a

保菌命名：pet28a-CAHS�94205预，pet28a改4，pet28a改5

抗性：Kan

管数：各2管，共6管

�

菌名：E.coli�Top10

保菌命名：pet28a-CAHS�94205预

抗性：Kan

管数：2管

�

⸻⸻⸻⸻⸻⸻⸻⸻⸻⸻⸻⸻⸻—

2020.07.21

转化（操作⼈：ljf,�Jonathan，bill）

质粒：pet28a-94205预，pet28a改4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和全式⾦各⼀份]

其他细节：50μL菌，2μL�/�1�μL�质粒，60�s热激，500�μL�LB复苏45�min，涂板。37℃倒置培养。

�

冻⼲（操作⼈：张博涵，YYX）

菌名：⼀个有Kan抗性的Trans5a菌

质粒：⼀个Kan抗性的质粒，不含CAHS蛋⽩

数量：测OD（分别对应1�OD菌液浓度为1e8或1e9计算的1e8个细胞）



管数：2*2�=�4管

冻⼲液：200�μL�PBS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

常温放置：~20�h

�

⸻⸻⸻⸻⸻⸻⸻⸻⸻⸻⸻⸻⸻—

2020.07.22

昨天转化结果：

�

转化（操作⼈：bert，bill）

质粒：BBa_K228009(P4，1E)(pSB1C3-AraC�protein(reversed�sequence)�and�Pbad�promoter),

pSB1C3空质粒，BBa_K523002(P1，6B)�(pSB1C3-RBS+bglX)

(注：来源于2019igem�kit）

抗性：Cm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DNA取出及转化⽅式按照官⽅推荐⽅法（10�μL⽔，1μL转化），50�μL菌，热激30s，复苏

1h.�

�

接种（操作⼈：李珺菲，张博涵）

菌名 pet28a-改4（全&天），pet28a-94205预（全&天）

菌株名 BL21(DE3)【全式⾦�或�天根�公司（各⼀份）】（+�1�mM�IPTG）



�

接种（操作⼈：杨逸仙）

�

�

PCR（操作⼈：李珺菲，张博涵）

来源 昨天转化的

抗性 Kan

体积 5mL�in�50mL离⼼管

数⽬ 1*4=4

菌名 sHYa-sfGFP，pUC57-Prinp80a-sfGFP

菌株名 E.coli�DH5alpha

来源 2019.07.31的冻存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各⼀管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qh20-6 0.5+0.5

模板 质粒：pet28a-改4和pet28a-预94205

菌：pet28a-94205预，pet28a改

4（bl21�天根/全式⾦)�各2个，共8个

1�ul�质粒+8�ul�⽔

9�ul�菌

H2O � 0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共11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结果：pet28a改4四个克隆均有200的条带，正确；pet28a-预942054个克隆均⽆条带，阳性对照质粒

有1322bp条带，但也有杂带，推测引物不合适，菌P失败，摇菌、提质粒后再PCR确定。

�

⸻⸻⸻⸻⸻⸻⸻⸻⸻⸻⸻⸻⸻⸻⸻⸻—

2020.07.23

昨天转化结果：（pSB1C3呈红⾊，难道是他不是空载体？）

转化（操作⼈：bert，bill）

质粒：BBa_K132133，BBa_K1602055，BBa_K577881

(注：来源于2019igem�kit。分别为�"pSB-AraC-pBAD"，�"araCpBad-

GFP"和"pC+AraC+pBad+GFPc"）

抗性：Cm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7�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1�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DNA取出及转化⽅式按照官⽅推荐⽅法（10�μL⽔，但使⽤3�μL转化），50�μL菌，热激30

s，复苏1�h.�

�

接种（操作⼈：杨逸仙）

�

接种（操作⼈：bert）

菌名 sHYa-sfGFP，pUC57-Prinp80a-sfGFP

菌株名 E.coli�DH5alpha

来源 7.22摇的

抗性 Amp

体积 100�μL菌�in�5�mL菌液（Amp）

数⽬ 各⼀管，共2管

菌名 pet28a-改4（全式⾦&天根），pet28a-94205预（全&天）

菌株名 E.coli�DH5alpha

来源 7.21转化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各⼀管，共4管

菌名 pSB1C3，BBa_K523015�(pSB1C3-Plac+RBS+cenA)（P1，8L）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22⽇转化

抗性 Cm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

⸻⸻⸻⸻⸻⸻⸻⸻⸻⸻⸻⸻⸻⸻

2020.07.24

保菌（操作⼈：bert，Jonathan，susan�）

菌名：Trans1-t1

保菌命名：pet28a-改4（全&天），pet28a-94205预（全&天），pSB1C3

抗性：Cm

管数：各2管，共2*3=6管

�

提质粒（susan，Bert，Jon）：

PCR（操作⼈：susan）

�����跑胶原图：

�

PCR（操作⼈：Jonathan,�Bert）

数⽬ 2管pSB1C3，3管（P1，8L），共5管

项⽬ 名称

引物对（10�μM） qh20-8�qh20-10 qh20-9�qh20-11

模板 质粒：pet�28a-94205 质粒：pUC57-Prin

sfGFP



(跑胶时四管质粒各加了10ul�loading)

�

结论：94205⽚段⼤⼩符合预期，GFP⽣出两个⽚段，正确的为750bp的⽚段，推测可能是引物设计不

完美。没问题所以现在在转化，具体看7/25的胶回收+Gibson+转化。

H2O �

酶 Prime�Star�Mix

体系总体积�� � �

�管数 2 2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2�min

2 98 15�s

3 59 15�s

4 72 5�min�24�s

Go�to�2 � 35�cycles

5 72 7�min

6 12 ∞



�

接种（操作⼈：杨逸仙）

�

⸻⸻⸻⸻⸻⸻⸻⸻⸻⸻⸻⸻⸻⸻

2020.07.25

胶回收（Jonathan，Bill）

PCR模板+引物对：pet28a-94205（qh20-8+10）和�PUC57�sfGFP�(qh20-9+11)

洗脱⽅法：⽔�30�μL

�

Gibson组装（Jonathan，Susan）

构建质粒命名：pet28a-sfGFP

菌名 BBa_K1321333（P5，21A），BBa_K1602055（P5，18P），

BBa_K577881（P1，14F）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23⽇转化

抗性 Cm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按菌名顺序分别为3管、2管、1管。共6管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

pet28a（qh20-8+10）（将

pet28a-94205中的94205被

sfGFP所替换）

3.5

Fragment�2 sfGFP�(qh20-9+11) 1.5

Fragment�3 ⽆ �

H2O � 0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

转化（Susan，YYX，Jonathan）

质粒：pet28a-sfGFP

抗性：Kan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10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

结果：第⼆天发现板上没有⻓任何⼀点菌，将确认是错误出在Gibson还是胶回收

�

阿拉伯糖储液配制（YYX）

10mL，100mg/mL的L-Arac溶液，放-20

�

测序（YYX，Bill）

取（P5，14F）（P5，18P）（P1，6B）各1mL�in�1.5mL离⼼管

取（P1，8L）质粒

�

结果：不对

�

保菌（YYX）

菌名：Trans1-t1

保菌命名：BBa_K1321333（P5，21A），BBa_K1602055（P5，18P），BBa_K523002（P1，6B）

BBa_K577881（P1，14F）

抗性：Cm

1 50 15�min



管数：1管（P5，14F），2管（P5，18P），2管（P1，6B），3管（P5，21A）

（注：在1.5mL离⼼管⾥，放到-80了，剩下的放冰箱）

�

接种（YYX）

接种-阿拉伯糖元件（2019�iGEM�Kit）诱导测试（YYX）

�

⸻⸻⸻⸻⸻⸻⸻⸻⸻⸻⸻⸻⸻⸻

2020.7.26

前⽇转化结果鉴定

昨天gibson后转化没⻓菌，⼜跑了⼀次胶鉴定，结果没问题，⼤概率问题出在Gibson。使⽤imageJ

软件测试灰度，发现两个回收的条带浓度接近。

�

Gibson组装（Bert,�Jonathan)

构建质粒命名：pet28a-sfGFP

Jonathan：

菌名 BL21（天）-预94205

菌株名 E.coli�DH5alpha

来源 7.21转化？

抗性 Kan

体积 挑1个菌+加150μL�iPTG+15mL培养液�in�50mL离⼼管

数⽬ 1管

菌名 BBa_K1602055（Arac+PBad+GFP）（P5，18P）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23转化

抗性 Cm

体积 50μL�Arac+10μL�（P5，18P）+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1管



Bert：

转化（Bert，Jonathan，YYX）

质粒：pet28a-sfGFP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28a（qh20-8+10）（将

pet28a-94205中的94205被

sfGFP所替换）

2.1

Fragment�2 sfGFP�(qh20-9+11) 0.9

Fragment�3 ⽆ �

H2O � 2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28a（qh20-8+10）（将

pet28a-94205中的94205被

sfGFP所替换）5000

0.7

Fragment�2 sfGFP�(qh20-9+11)�700 0.3

Fragment�3 ⽆ �

H2O � 4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抗性：Kan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5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

�

接种（YYX）

菌名 BBa_K1602055（Arac+PBad+GFP）（P5，18P）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23转化

抗性 Cm

体积 500μL�Arac+10μL�（P5，18P）+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2管

菌名 BBa_K577881（pC+AraC+pBad+GFPc）（P1，14F）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23转化

抗性 Cm

体积 500μL�Arac+10μL�（P1，14F）+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1管

菌名 SAHS33020

菌株名 Top10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10μL�33020�+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1管



⸻⸻⸻⸻⸻⸻⸻⸻⸻⸻⸻⸻⸻⸻

2020.7.27

质粒⼩提

3个pet28a改，3个94205B，1个33020

�

测序

结果都不对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OP10��puc57-SAHS�33020

保菌命名：puc57-33020

抗性：Amp

管数：1

接种（Jon,Bert,�）

⸻⸻⸻⸻⸻⸻⸻⸻⸻⸻⸻⸻⸻⸻

2020.7.28

PCR（Bill，YYX）

菌名 pet28a-sfGFP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25~7.26�gibson后转化

抗性 Kan

体积 单克隆+3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6管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qh20-6 0.5+0.5

模板 质粒：pet28a-改1，pet28a改2，

pet28a改3，94205B-1，94205B-2，

94205B-3

�

阳性对照：

pet28a

1�ul�质粒



结果：都对了，可以⽤以上

pet28a-94205（没了）

阴性对照：⽔

�

H2O � 8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共9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3�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1�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

接种（YYX）：

接种（Bill）：

�

质粒⼩提（操作⼈：LJF,�ZBH）

质粒名：pet�28a-sfGFP�-3，-4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PCR（操作⼈：Jonathan,�Bert，susan）

菌名 CAHS94205，CAHS106094，CAHS107838

菌株名 Top10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3管

菌名 pet28a-1，94205-1

菌株名 BL21(DE3)（+�1�mM�IPTG）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Kan,Amp

体积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2管

项⽬ 名称

引物对（10�μM） qh20-9�qh20-11 qh20-9�qh20-6

模板 质粒：pet�28a-sfGFP�-3，-4



结论：条带均与预期相符，若94205没被sfGFP换掉，则9+6/9+11将⽆法获得条带，因此以上结果说

明替换成功。

�

�

H2O �

酶 Prime�Star�Mix

体系总体积�� � �

�管数 1*2 1*2

Product�length 758 114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3�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1�min�30�s

Go�to�2 � 35�cycles

5 72 5�min

6 12 ∞



⸻⸻⸻⸻⸻⸻⸻⸻⸻⸻⸻⸻⸻⸻

2020.7.29

保菌（� �，�Bill）

菌名：Top10

保菌命名：puc57-94205，puc57-106094，puc57-107838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3管

�

提质粒（� �，�Bill）

质粒名：puc57-94205，puc57-106094，puc57-107838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325,�190,�196�ng/µL

�

接种（�）：

�

酶切（操作⼈：YYX，Bill）

条件：PCR仪中37℃过夜

做2管

�

@杨逸仙

@杨逸仙

菌名 CAHS�89226

菌株名 Top10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4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1管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et28a改4，2ug

ddH2O to�50ul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测序（操作⼈：YYX）

样品：pet�28a-sfGFP�-3，-4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sf-GFP设计对了

�

⸻⸻⸻⸻⸻⸻⸻⸻⸻⸻⸻⸻⸻⸻

2020.7.30

保菌（� �）

菌名：Top10

保菌命名：puc57-89226

抗性：Amp

管数：1

�

提质粒（� �，��）

质粒名：puc57-89226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20�ng/µL

�

DNA纯化

@杨逸仙

@杨逸仙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段：pet28a改4�切�by�E�+�P（⼀管Bill做，⼀管YYX做，分别提取）

洗脱⽅法：⽔�40�μL

浓度：YYX��0.1,�Bill�72�ng/ul

�

酶切（操作⼈：YYX，�）

条件：PCR仪中37℃�2�hours

结果：SAHS33020和CAHS89226需要重新做。94205、106094和107838;亮的条带进⾏切胶。

�

胶回收（� ��）

⽚段名称：CAHS94205，CAHS106094和CAHS107838

洗脱⽅法：⽔�30�μL

⸻⸻⸻⸻⸻⸻⸻⸻⸻⸻⸻⸻⸻⸻

2020.07.31

� ��

跑胶（看浓度）

浓度如下：

94205（32ng/μL）

106094（21ng/μ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94205�89226�106094�107838�33020，2ug（89226⽤800�ng）

ddH2O to�50ul�

@杨逸仙

@杨逸仙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107838（38ng/μL）

载体（72ng/μL）

�

连接（操作⼈：YYX）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1�μL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时

⽚段：94205、106094和107838分别加⼊2.3�μL、1.5�μL和2.6�μL

�

转化（操作⼈：YYX）

质粒：pet28a-94205，pet28a-106094，pet28a-107838

抗性：Kan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10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

�

接种（操作⼈：Jonathan）

�

接种�（操作⼈：Jonathan）

菌名 CAHS�89226，SAHS33020

菌株名 Top10？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2管

菌名 pet28a-94205，pet28a-sfGFP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



�

LJF，ZBH

SDS-page测试（样品制备⽅法？Marker没跑开）

⸻⸻⸻⸻⸻⸻⸻⸻⸻⸻⸻⸻⸻⸻

2020.08.01

保菌（张韶）

菌名：E.coli�BL21��pet28a-sfGFP

保菌命名：pet28a-sfGFP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2管

�

pet28a-sfGFP在BL21菌中+iPTG诱导过夜荧光检测（张韶）

抗性 Kan

体积 挑1个菌+加150μL�iPTG+15mL培养液�in�50mL离⼼管

（iPTG不确定加了多少）

数⽬ 各2管，共4管



前⽇接种后两管pet28a-sfGFP各分⼀半，⼀管加iTPG⼀管不加，共四管菌液，并放摇床过夜，第⼆⽇

中午⽤蓝光照射后发现加了iPTG的都发亮，⽽没加的便没发绿光，由此，推测94205的菌都没问题

（94205和sfGFP在载体的同⼀位置）。左侧两个是克隆1，右侧两个是克隆2.

⸻⸻⸻⸻⸻⸻⸻⸻⸻⸻⸻⸻⸻⸻⸻—

�

⸻⸻⸻⸻⸻⸻⸻⸻⸻⸻⸻⸻⸻⸻⸻—

2020.08.03

PCR（操作⼈：李珺菲，张博涵，杨逸仙）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qh20-6 0.5+0.5

模板 菌：pet28a-94205,pet28a-

106094,pet28a-107838

各6管，共18管

�

对照：pet28a-改5

9�ul�菌

（1个菌in�9uL⽔）

H2O � 0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共19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结果：94205和106094均取5号位置的菌液进⾏摇菌，其余位置出现错误连接或空载体。107838的条

带应该正确，从培养基上挑3个克隆。（下次不要着急弃菌液）

�

接种（操作⼈：YYX）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7�min

2 94 30�s

3 60 30�s't

4 72�� 1�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名 LEA，OtsBA

菌株名 Top10



�

PCR（操作⼈：杨逸仙）�扩增⽚段⽤于构建pet28a改-sfGFP

�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2管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18+qh20-19 1.25+1.25

模板 质粒：pet28a-94205 1uL

H2O � 21.5

酶 2x��taq�Mix 25

体系总体积�� � 50

�管数 � 2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2�min

2 98 15�s

3 64 15�s't

4 72�� 2min�42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结果：取pet28a-94205和puc57-sfGFP各两个条带（0.8g和0.3g），进⾏胶回收

�

接种（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0+qh20-21 1.25+1.25

模板 质粒：puc57-sfGFP 1uL

H2O � 21.5

酶 2x��taq�Mix 25

体系总体积�� � 50

�管数 � 2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2�min

2 98 15�s

3 65 15�s't

4 72�� 2min�42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名 pet28a改-94205�(5、7、8)�/�106094�（5、7、8）�/�107838�（7、8、9）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31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转化（操作⼈：�）

质粒：puc57-106094，puc57-107838，puc57-sHYa-dsRed

抗性：Amp

菌：BL21(DE3)�全式⾦

其他细节：50μL菌，1�μL质粒，45�s热激，500�μL�LB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

2020.08.04

PCR产物切胶回收（操作⼈：�）

PCR模板+引物对：pet28a-94205�qh20-18+qh20-19和puc57-sfGFP�qh20-20+qh20-21

洗脱⽅法：⽔�30�μL

�

PCR（操作⼈：杨逸仙）

数⽬ 9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qh20-6 0.5+0.5

模板 菌：pet28a改-94205�(5、7、8)�/

106094�（5、7、8）�/�107838�（7、

8、9）

�

质粒：pet28a-改5（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1�ul�质粒+8�ul�⽔

9�ul�菌

H2O � 0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共11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3�min

2 94 30�s



提质粒（� �，��）

质粒名：pet28a改-94205�(5、7、8)�/�106094�（5、7、8）�/�107838�（7、8、9）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保菌（操作⼈：YYX）

菌名：Top�10

保菌命名：LEA，OtsAB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2管

�

测序（操作⼈：杨逸仙）

样品：pet28a改-94205-5，pet28a改-94205-8，pet28a改-107838-7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

3 60 30�s

4 72�� 1�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杨逸仙

@杨逸仙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结论：pet28a改-94205-5和8�正确，选⽤8，备⽤5

�



接种�（操作⼈：杨逸仙）

�

转化（ljf，zbh）

质粒：pet28a改-sfGFP

抗性：Kan

菌：Trans1-t1

�

接种（操作⼈：YYX）

⸻⸻⸻⸻⸻⸻⸻⸻⸻⸻⸻⸻⸻⸻⸻—

2020.08.05

提质粒（杨逸仙，王思源，汤依茗）

质粒名：pet28a-94205，pet28a-106094（10-14）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提质粒（Jonathan，Bert）

菌名 pet28a-94205，pet28a-106094（10-14）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7.31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挑1个菌+加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5管，共10管

菌名 Dsup，sfGFP

菌株名 Top10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2管



质粒名：Puc57-89226，Puc57-33020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PCR（操作⼈：杨逸仙）

�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2+qh20-23 0.5+0.5

模板 质粒：pet28a-94205（做5个，废2个，

剩3个），pet28a-106094（10-14），

pet28a-改5（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1�ul�质粒+8�ul�⽔

�

H2O � 0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共10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3�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1�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2+qh20-23 0.5+0.5

模板 菌：pet28a-106094（15-20）

pet28a-107838（10-15）

（挑07.31克隆）

�

对照跟质粒PCR⽤同⼀份

5uL菌

（20uL⽔，挑1个克隆，取5uL）

H2O � 0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共12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3�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1�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结论：对照可能有污染，Dsup和sfGFP的条带不正确，取pet28a-107838-11，pet28a-107838-15，

pet28a-106094-17进⾏摇菌

�

转化（杨逸仙）

质粒：puc57-sfGFP，puc57-106094，puc57-107838

抗性：Amp

菌：BL21（DE3）天根

其他细节：⽤⼲粉加⽔作为⽬的DNA，浓度为100ng/nL。42度热激60s，100uL菌液进⾏涂板，37度

倒置培养。

�

接种�（操作⼈：杨逸仙）

菌名 pcDNA3.1-Dsup，puc57-sfGFP，puc57-89226

菌株名 Top10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按顺序依次为

30uL菌液�+�15mL培养液�in�50mL离⼼管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酶切（操作⼈：Jonathan，Susan，Bert）

条件：PCR仪中37℃，2h�--->�？℃过夜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3管

菌名 pet28a-106094-12，94205-14？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昨天的接种

抗性 Kan

体积 按顺序依次为

？uL菌液�+�1mL培养液�in�15mL离⼼管

500uL菌液�+�1mL培养液�in�15mL离⼼管

数⽬ 各1管，共2管

菌名 pet28a-107838-11，pet28a-107838-15，pet28a-106094-17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07.31的克隆

抗性 Kan

体积 8uL⽔（有菌）�+�5.5mL培养液�in�15mL离⼼管

数⽬ 各1管，共3管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89226、puc57-33020、puc57-LEA、puc57-OstBA、pet28a-改

4，各20uL

ddH2O ？



�

⸻⸻⸻⸻⸻⸻⸻⸻⸻⸻⸻⸻⸻⸻⸻—

2020.08.06

昨⽇转化结果：

测序（操作⼈：杨逸仙）

样品：pet28a-106094-12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

测序（操作⼈：杨逸仙）

样品：pet28a-106094-17，pet28a-107838-11，pet28a-107838-15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结论：以上两个测序都正确，选⽤pet28a-106094-17和pet28a-107838-15，剩下的备⽤

�

接种（操作⼈：杨逸仙）

菌名 puc57-107838，puc57-106094，puc57-sfGFP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昨⽇转化

抗性 Amp

体积 按顺序依次为

30uL菌液�+�3mL培养液+�30uL�iPTG�in�15mL摇菌管�&�30μL�菌液�+3mL培养液�in

15mL摇菌管

�

30uL菌液�+�3mL培养液+�30uL�iPTG�in�15mL摇菌管�&�30μL�菌液�+3mL培养液�in

15mL摇菌管

�

3μL�菌液�+3mL培养液+30uL�iPTG�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3mL培养液�in

15mL摇菌管

数⽬ 各2管，共6管



�

保菌（操作⼈：YYX）

菌名：Top10

保菌命名：pcDNA-3.1-Dsup，puc57-sfGFP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2管

�

保菌（操作⼈：YYX）

菌名：Trans1-t1

保菌命名：pet28a-94205-5，pet28a-106094-12，pet28a-106094-17，pet28a-107838-11，

pet28a-107838-15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2管

�

⸻⸻⸻⸻⸻⸻⸻⸻⸻⸻⸻⸻⸻⸻⸻—

2020.08.07

提质粒（YYX，�，王思源，汤依茗）

质粒名：puc57-sfGFP，pcDNA3.1-Dsup，puc57-89226，pet28a-106094-17，pet28a-107838-

11，pet28a-107838-15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酶切（操作⼈：王思源，汤依茗）

条件：PCR仪中37℃，2h

�

接种（操作⼈：YYX）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sfGFP，20uL

ddH2O 23ul

菌名 puc57-106094（1-5），puc57-107838（1-5）



�

接种（操作⼈：YYX）

�

接种（操作⼈：YYX）

转化（操作⼈：wxy，dsz）

质粒：puc57-OtsBA

抗性：Amp

菌：BL21（DE3）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08.05转化

抗性 Amp

体积 挑1个克隆�+�1mL菌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5管，共10管

菌名 puc57-106094，puc57-107838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上⼀个表格⾥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3mL培养液+30uL�iPTG�in�15mL摇菌管

数⽬ 各2管，共4管

菌名 puc57-sfGFP（1-5）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08.05转化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3mL培养液+30uL�iPTG�in�15mL摇菌管

数⽬ 2管



其他细节：50μL菌，3�μL质粒，45�s热激，500�μL�LB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胶回收（Jonathan，bert，tym，wsy）

酶切⽚段：puc57-sfGFP，puc57-OtsBA，pet28a-改4，LEA，89226，33020

洗脱⽅法：⽔�30�μL

�

⸻⸻⸻⸻⸻⸻⸻⸻⸻⸻⸻⸻⸻⸻⸻—

2020.08.08

接种（操作⼈：YYX）

�

昨⽇转化结果：@段偲哲

�

转化（操作⼈：Jonathan，wsy，tym）

质粒：pet28a-89226，pet28a-33020，pet28a-OtsBA，pet28a-sfGFP

抗性：Kan

菌：Trans1-t1

�

酶连

⽚段：puc57-sfGFP，puc57-OtsBA，LEA，89226，33020

载体：pet28a-改4

�

⸻⸻⸻⸻⸻⸻⸻⸻⸻⸻⸻⸻⸻⸻⸻—

2020.08.09

菌落PCR（wsy，tym，wxy，dsz，bert）：凉了，重新设计引物

�

保菌（操作⼈：YYX）

菌名 puc57-sfGFP（1）to（5），puc57-106094（6-10），puc57-107838（6-10）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08.05转化

抗性 Amp

体积 挑1个克隆�+�1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5管，共15管



菌名：BL21（DE3）

保菌命名：puc57-OtsBA-D，puc57-OtsBA-W，puc57-sfGFP-（2），puc57-sfGFP-（3），puc57-

106094-8，puc57-106094-9，puc57-107838-8，puc57-107838-9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8管

�

接种（操作⼈：YYX，Bert，wsy，tym）

�

Golden�Gate：提了转化⽤的DNA

�

转化

质粒：pet28a-J100-106094-17，pet28a-J100-107838-15，pet28a-J107-106094-17，pet28a-

J107-107838-15，pet28a-J109-106094-17，pet28a-J109-107838-15

抗性：Kan

菌：Trans1-t1

�

接种（操作⼈：YYX）

菌名 puc57-sfGFP、33020、89226、OtsBA、LEA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10μL�菌液�+5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5管

菌名 pet28a-sfGFP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昨⽇转化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挑⼀个克隆�+3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6管



�

接种（操作⼈：wsy）

�

接种（操作⼈：YYX，Bert，wsy，tym）

⸻⸻⸻⸻⸻⸻⸻⸻⸻⸻⸻⸻⸻⸻⸻—

2020.08.10

酶切（操作⼈：wsy，tym）

条件：烘箱中37℃过夜

菌名 pet28a-OtsBA，pet28a-LEA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昨⽇转化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挑⼀个克隆�+3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2个OtsBA，1个LEA，共3管

菌名 pet28a-33020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昨⽇转化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挑⼀个克隆�+3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3管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Spe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33020，3.4uL



�

酶切（操作⼈：susan，Jonathan，bert）

�

接种（操作⼈：YYX）

ddH2O 39.6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Xba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107838，10uL

ddH2O 33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Xba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106094，10uL

ddH2O 33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uc57-89226，OtsBA，LEA，sfGFP。

？uL

ddH2O ？

菌名 pet28a-J100-106094-17，pet28a-J100-107838-15，pet28a-J107-106094-

17，pet28a-J107-107838-15，pet28a-J109-106094-17，pet28a-J109-

107838-15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昨⽇转化涂板



�

提质粒（操作⼈：wsy，tym）

质粒名：puc57-sfGFP，puc57-89226，puc57-33020，puc57-OtsBA，puc57-LEA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

测序（操作⼈：杨逸仙）

样品：pet28a-33020-1，pet28a-33020-2，pet28a-33020-3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没测出来，失败

�

样品：pet28a-J100-106094-17，pet28a-J100-107838-15，pet28a-J107-106094-17，pet28a-

J107-107838-15，pet28a-J109-106094-17，pet28a-J109-107838-15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其余均对，8.12提质粒；pet28a-J107-106094-17缺失⼀个碱基，弃，重新挑3个送测序。

�

⸻⸻⸻⸻⸻⸻⸻⸻⸻⸻⸻⸻⸻⸻⸻—

2020.08.11

胶回收（� ��）

抗性 Kan

体积 挑1个克隆�+1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6管

@杨逸仙

@王思源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段名称：2,3：puc-33020(X+S)�取下⾯的条带�

4,5:puc-106094�取上部的条带

6,7：puc-107838�凉了，切碎了

洗脱⽅法：⽔�30�μL

�

酶连（� ��）

体系：20�μL

⽔：9�μL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3⼩时

⽚段：33020（E+S）和106094（E+X）分别加⼊6μL和2μL

�

转化（操作⼈：杨逸仙）

质粒：pet28a-106094-17，pet28a-107838-15，pet28a-94205-8，pet28a-sfGFP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

⸻⸻⸻⸻⸻⸻⸻⸻⸻⸻⸻⸻⸻⸻⸻—

2020.08.12

提质粒（yyx）

质粒名：pet28a-106-J100，pet28a-106-J109，pet28a-107-J100，pet28a-107-J107，pet28a-

107-J109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王思源

javascript:void(0)


�

接种（yyx）

�

�

转化（yyx）

质粒：pet28a-106-J100，pet28a-106-J109，pet28a-107-J100，pet28a-107-J107，pet28a-107-

J109，pet28a-sfGFP

抗性：Kan

菌：Trans5a（DH5a）

�

质粒：puc57-33020-106094

抗性：Amp

菌：Trans1-t1

�

质粒：PYB1a�from�NEFU�2020

菌名 pet28a-106094-17（1-3），pet28a-107838-15（1-3），pet28a-94205-8（1-

3），pet28a-sfGFP（1-3）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昨⽇转化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挑1个克隆�+1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各3管，共12管

菌名 puc-GFP（1-3）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昨⽇复苏

抗性 Amp

体积 5uL菌液�+1mL培养液�in�15mL摇菌管

数⽬ 共3管



抗性：Amp

菌：Trans5a（DH5a）

�

酶切（�）

⽬的：构建pet28a改-33020/89226/sfGFP；构建pet28a改-33020+106094/107838

50ul体系

�

�

37℃�PCR仪切�3h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Spe1，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106094，10.5uL（2ug）；puc57-107838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33020（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33020，-89226，-sfGFP（2ug）

ddH2O To�50�ul



除了puc-107，其余带型均正确，切较⼩的条带回收（明天做）；107⼩⽚段⼤⼩似乎是对的，但是⼤

⽚段丢失，可能是切碎了。考虑到⼩⽚段的⼤⼩似乎是对的，所以也进⾏回收予以尝试。

�

次⽇⽚段回收，测浓度显⽰失败。原因未知，可能是试剂盒有问题。

�

⸻⸻⸻⸻⸻⸻⸻⸻⸻⸻⸻⸻⸻⸻⸻—

2020.08.13

昨⽇转化puc-57-33020-106094结果

⽆细菌⽣⻓，可能是106094的跑胶条带有问题，跑出了两条带

�

酶切（tym，wsy）

⽬的：构建puc-94205-94205；构建pet28a-94205-94205

50ul体系

37℃�4h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

�

�

回收胶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94205，6.15uL（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S+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95205，6.15uL（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Spe1，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94205，6.15uL（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106094，6.15uL（2ug）

ddH2O To�50�ul



左为94205E+S,X+P��右为94205X+P,S+P

�

接种（��YYX）

接种（YYX）

菌名 puc-sfGFP�3302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

菌株名 E.�coli��TOP10

来源 从公司购买的菌液

抗性 Amp�（LB，37℃）

体积 15�mL�in�50�mL离⼼管

数⽬ 1*8�=�8

菌名 pet改-J107-106�（1）~（3）

菌株名 E.�coli��Tran1T1

来源 平板挑克隆

抗性 Amp�（LB，37℃）

体积 5�mL�in�5�mL离⼼管

数⽬ 1*3=3



⸻⸻⸻⸻⸻⸻⸻⸻⸻⸻⸻⸻⸻⸻⸻—

2020.08.14

质粒⼩提（操作⼈：��YYX）

质粒名：puc-sfGFP�3302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pet改-J107-106�（1）~（3）

洗脱液及体积:����TB�()�����H2O(√�)��80�µL

质粒浓度：100~600�ng/µL

使⽤全式⾦试剂盒，提取10�ml菌液，RB加500�ul.�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OP10�puc-sfGFP�3302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

保菌命名：puc-sfGFP�3302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8管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rans5a�pet28a-J100-106、107；J107-107；J109-107、106；pet28a-sfGFP

保菌命名：pet28a-J100-106、107；J107-107；J109-107、106；pet28a-sfGFP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6管

注：摇菌在冻⼲的实验记录上

�

配10%�D阿拉伯糖�D海藻糖（Jonathan）

�

酶切（YYX��）

⽬的：构建pet28a改-otsBA/LEA/33020/89226/sfGFP；构建pet28a改-33020+106094

50ul体系

�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Spe1，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106094（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

37℃�PCR仪切�4h，80℃�20min，4℃

均⽤今天提的质粒

�

酶切（� ��� ��）

昨天酶切后的质粒在回收胶时，DE-B没有加⼄醇，导致回收失败

重新酶切

⽬的：构建puc-94205-94205；构建pet28a-94205-94205

50ul体系

37℃�4h

�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33020（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33020，-89226，-sfGFP，-LEA，otsBA（2ug）

ddH2O To�50�ul

@汤依茗 @王思源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94205，6.15uL（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S+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95205，6.15uL（2ug)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

�

�

接种（Jon�Bert）

�

⸻⸻⸻⸻⸻⸻⸻⸻⸻⸻⸻⸻⸻⸻⸻—

2020.08.15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BL21�puc-sfGFP�33020�89226�106�107�OtsBA

保菌命名：puc-sfGFP�33020�89226�106�107�OtsBA

抗性：Amp

管数：每个2个克隆，各1管，共12管（其中管上打钩的是今⽇要做冻⼲的克隆）

�

胶回收（Jon�TYM�WSY）

昨⽇酶切⽚段（其中otsBA不跑胶直接回收）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Spe1，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94205，6.15uL（2u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106094，6.15uL（2ug）

ddH2O To�50�ul



�

连接（TYM�WSY�Jon�YYX）

这⼏天酶切⽚段连接，pet28a改-33020�GFP�89226�LEA�OTSBA；pet28a改-33020+106�33020+107

33020+33020；puc-33020+33020

�

16℃�PCR仪过夜

�

阿拉伯糖（东北林⼤）元件检测（YYX）

昨天摇的菌（2个克隆）作为种⼦菌，1:1000稀释，⾄OD~0.4时，取1�ml，加⼊0.3%�L-阿拉伯糖，诱

导过夜。

�

⸻⸻⸻⸻⸻⸻⸻⸻⸻⸻⸻⸻⸻⸻⸻—

2020.08.16

昨⽇阿拉伯糖检测结果（YYX）：

�



�

相较于对照组，加⼊了Arac诱导的PYB1a发出绿⾊荧光，说明GFP被成功诱导表达

阿拉伯糖元件检测（YYX�WSY）：

对照组：1mL�DH5a-PYB1a-1-（1）

实验组：

每管1mL�DH5a-PYB1a-1-（1），做5管，分别加⼊10ul，20ul，30ul，40ul，50ul�的L-Arac

每管1mL�DH5a-PYB1a-1-（2），做5管，分别加⼊10ul，20ul，30ul，40ul，50ul�的D-Arac

�

转化（YYX�WSY�Jon�Bert）

质粒：pet改-33020-106094，pet改-106094-33020（�），pet改-107838-33020（�），pet改-33020-

ES，pet改-33020-XP，pet改-OtsBA，pet改-LEA，pet改-89226，pet改-GFP，pet改-33020

抗性：Kan

菌：Trans1-t1

�

质粒：puc-33020-33020

抗性：Amp

菌：Trans1-t1

�

质粒：puc-LEA，puc-94205

抗性：Amp

菌：BL21（天根）

�

PCR和DNA回收（Jon�Bert）

•

•



使⽤qh20-26和27扩增puc-GFP�LEA�OTSBA�89226�33020⽚段，不跑胶直接DNA纯化，-20℃保存。回

收后跑胶鉴定结果良好，条带单⼀。

⸻⸻⸻⸻⸻⸻⸻⸻⸻⸻⸻⸻⸻⸻⸻—

2020.08.17

挑菌+菌落PCR（Jon�WSY�TYM�Susan）

结果和结论：Ots�1�200�bp，⾃连；Ots2�2800�bp，⻓度正确，可能是对的，摇菌，明天测序；

33020-1�和�-2均�~1000�bp，⻓度正确，可能是对的，摇菌，明天测序。

�

接种（�）

菌名 pet改-Ots�-1�-2；33020-1�-2；XP4�ES1�ES2�ES4�ES5

菌株名 E.�coli�Trans5a



�

昨⽇阿拉伯糖检测菌液，使⽤酶标仪检测（YYX��）

来源 菌落PCR剩余的克隆溶液

抗性 Kan�（LB，37℃）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9



L阿拉伯糖可诱导，D阿拉伯糖⽆效果

⸻⸻⸻⸻⸻⸻⸻⸻⸻⸻⸻⸻⸻⸻⸻—

2020.08.18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rans1-t1��pet改-Ots�-1�-2；33020-1�-2；XP4�ES1�ES2�ES4�ES5

保菌命名：pet改-Ots�-1�-2；33020-1�-2；pet改-33020*2

抗性：K

管数：9

�

提质粒（WSY�TYM）

上述保的菌液，除了Ots-1

�

测序（WSY�TYM）

上述提取的质粒，⽤qh20-5测序

pet改-33020均正确，33020-1（下⽅的）的峰图更好，选

OtsBA是错的

pet28a-33020x2是错的

�

PCR�� ��@杨逸仙

javascript:void(0)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8�+�qh20-29

�

qh20-30+��qh20-31

�

qh20-32�+�qh20-33

�

qh20-34�+�qh20-35

�

qh20-36�+�qh20-37

2.5+2.5

模板 pet28a改-94205

�

puc57-prinp80a-sfGFP

�

puc57-33020

�

pet28a改-106-J100

�

sHYa-dsRed

1

�

H2O � 19

酶 Prime�star 25

体系总体积�� � 50

�管数 � 共5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3�min

2 98 30�s

3 按照模板的顺序，退⽕温度依次为：

57，60，66，56，60

30�s

4 72�� 5�min�24s

Go�to�2 34�cycle �



�

结果和结论：106-J100�bp⻓度错误，重新设计引物。33030条带错误，考虑提⾼退⽕温度重新做⼀

次。pet28a改、sfGFP、sHYa条带正确，切胶回收。

�

Gibson（操作⼈：杨逸仙）

5 72 5�min

6 4 ∞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28a改（qh20-28&29） 1

Fragment�2 sfGFP�(qh20-30&31) 1

Fragment�3 ⽆ �

H2O � 3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

转化（YYX）

质粒：pet改-sfGFP

抗性：Kan

菌：Trans1-t1

⸻⸻⸻⸻⸻⸻⸻⸻⸻⸻⸻⸻⸻⸻⸻—

2020.08.19

昨⽇转化结果：pet28a改-sfGFP未⻓克隆⸺今天重新做gibson

�

（啊这...⼀下⼦还真想不起来

�

Gibson（YYX）

转化（YYX）

质粒：pet改-sfGFP，PYB1a

抗性：Kan，Amp

菌：DH5a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28a改（qh20-28&29） 1.2

Fragment�2 sfGFP�(qh20-30&31) 0.7

Fragment�3 ⽆ �

H2O � 3.1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酶切（YYX）

⽬的：构建pet28改-106094-33020

50ul体系

37℃培养箱中过夜

�

�

�

⸻⸻⸻⸻⸻⸻⸻⸻⸻⸻⸻⸻⸻⸻⸻—

2020.08.20

PCR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P，各1ul

质粒及量 33020⽚段，？uL（2n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各1ul

质粒及量 pet28a改4，？uL（2n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各1ul

质粒及量 pet改-106094-J100，？uL（2ng）

ddH2O To�50�ul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38�+�qh20-39 2.5+2.5



结果和结论：条带均正确，切胶回收后做gibson-转化涂板。但sHYa条带较浅，明天分梯度调整退⽕

温度再做⼀次

�

Gibson（YYX）

�

qh20-40�+�qh20-41

�

qh20-42�+�qh20-43

模板 pet28a改-106-17

�

PYB1a

�

pet改106-J100

1

H2O � 19

酶 Prime�star 25

体系总体积�� � 50

�管数 � 共3管

Product�length 200，�1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3�min

2 98 30�s

3 按照模板的顺序，退⽕温度依次为：

68，59，71

30�s

4 72�� 3�min�24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项⽬ 名称 体积（µL）



�

转化（YYX）

质粒：sHYa-J100-106，PYB1a-106094

抗性：Amp

菌：Trans1-t1

�

Fragment�1 sHYa-dsRed（qh20-34&35） 1

Fragment�2 pet改-106-J23100�(qh20-

42&43)

2

Fragment�3 ⽆ �

H2O � 5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YB1a-Ara（qh20-40&41） 1

Fragment�2 pet改-106-17-CDS(qh20-

38&39)

2

Fragment�3 ⽆ �

H2O � 5

GA�mix 2*Assembly�Mix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酶切（YYX，�）

⽬的：构建pet28改-sfGFP

50ul体系

37℃培养箱放6h

次⽇：切碎了

�

接种：

puc-106，pet改-33020（⽤于明天提质粒），p1BYa-3

⸻⸻⸻⸻⸻⸻⸻⸻⸻⸻⸻⸻⸻⸻⸻—

2020.08.21

�

提质粒：

puc-106，pet改-33020，p1BYa-3

�

酶切：

⽬的：构建pet28改-sfGFP

50ul体系

37℃培养箱放2h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P，各1ul

质粒及量 puc57-sfGFP，16.6uL（2ng）

ddH2O To�50�ul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P，各1ul

质粒 puc57-sfGFP（分别⽤TYM和�提取的3和6�μg）

ddH2O To�50�ul*2



正确，切胶回收⼩⽚段

�

测序（YYX，Bill）

Ots-3�4�5�菌液�⽤�qh20-5测⸺均正确，但没测完，继续向下测⼀个反应

pYB1a-106�菌液�5个�⽤qh20-39测⸺错误

Ots-3和4均正确，选4号。

�

阿拉伯糖检测：

1:1000�稀释p1BYa-3�摇6⼩时，再次1:1000稀释。OD达到~0.4，进⾏实验。

有储液：10%�L-ara�D-ara�D-glu�D-Tre

�



组1：L-ara

组2：D-ara

�

组3：Glu

菌液（μL） 10%�L-ara（μL） ⽔（μL） L-ara终浓度

900 0 100 0

900 20 80 0.2%

900 40 60 0.4%

900 60 40 0.6%

900 80 20 0.8%

900 100 0 1%

菌液（μL） 10%�D-ara（μL） ⽔（μL） D-ara终浓度

900 0 100 0

900 20 80 0.2%

900 40 60 0.4%

900 60 40 0.6%

900 80 20 0.8%

900 100 0 1%

菌液（μL） 10%�L-ara（μL） 10%�Glu（μL） ⽔（μL） Glu终浓度

880 20 0 100 0

880 20 20 80 0.2%

880 20 40 60 0.4%

880 20 60 40 0.6%



�

组4：Tre

�

酶切构建pet330-106（YYX�Bill）

37℃�2�h

880 20 80 20 0.8%

880 20 100 0 1%

菌液（μL） 10%�L-ara（μL） 10%�Tre（μL） ⽔（μL） Tre终浓度

880 20 0 100 0

880 20 20 80 0.2%

880 20 40 60 0.4%

880 20 60 40 0.6%

880 20 80 20 0.8%

880 20 100 0 1%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X+P，各1ul；S+P

质粒及量 pet改-33020�2�μg；puc-106�6�μg

ddH2O To�50�ul



连接（操作⼈：YYX）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1�μL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过夜

⽚段：？�pet改（E+P）+�T7-GFP（E+P）

�

⸻⸻⸻⸻⸻⸻⸻⸻⸻⸻⸻⸻⸻⸻⸻—

2020.08.22

阿拉伯糖测试没亮，弃掉pYB1a-3的菌液和质粒，重新复苏之前亮了的pYB1a-1的冻存菌液。

�

胶回收（YYX,�Bill）

昨晚酶切的pet改-33020、puc-106

�

连接（操作⼈：Jon）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2�μL�pet-33020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段：2�μL�T7-106

16℃��2�h

�

转化（操作⼈：�）

质粒：pet28a改-GFP，pet改-33020-106094

抗性：Kan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5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X+P，各1ul

质粒及量 puc-106094，32.5ul

ddH2O To�50�ul



�

接种（操作⼈：�）

�

质粒⼩提（操作⼈：Jon�Bert）

质粒名：pYB1a-1，pTp-1K3，pTp-4C5，pRG-Amp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

2020.08.23

使⽤复苏的pYB1a-1菌液，1:1000稀释培养两次，⾄OD为0.5时，加⼊0.2%�L-阿拉伯糖，诱导荧光。

�

PCR（操作⼈：Bert�Jon）

菌名 pYB1a-1，pTp-1K3，pTp-4C5，pRG-Amp

菌株名 E.�coli�Trans5a；DH10B

来源 2019-2020�冻存菌液

抗性 Amp，K，C，A�（LB，37℃）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4管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44�+�qh20-45 0.5+0.5

模板 pYB1a-106菌�in�20�μL�⽔

（外加⼀份pYB1a）

5

H2O � 4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10

Product�length 900�bp �



结论：

;右侧为原始质粒，条带均与原始质粒⼤⼩相同，说明是⾃连。（1）思考gibson是否成功（2）考虑

使⽤Dpn1去除原始DNA.�

�

PCR（操作⼈：Bert�Jon）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10�min

2 94 30�s

3 62 30�s

4 72�� 1�min�1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2�+�qh20-23 0.5+0.5

模板 pet改-330-106、pet改-GFP菌�in�20、10�μL�⽔

（外加⼀份pet改-330、pet改-空质粒）

5

H2O � 4



330-106：均对，摇1~3号

pet改-GFP：4可能对，7⼤概率对，摇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10

Product�length 均为~25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10�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2�min�12�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

接种（操作⼈：�）

�

质粒⼩提（操作⼈：Jon�Bert）

质粒名：pTp-1K3�pTp-4C5�pRG-Amp�pYB1a-1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转化（操作⼈：�）

⽬的：看sHYa可以和谁共存

质粒：sHYa-dsRed+pTp-1K3；sHYa-dsRed+pTp-4C5

抗性：A+C;�A+K

菌：Trans5a

其他细节：5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

�

PCR（YYX）

菌名 pet改-330-106-1~3�pet改-GFP-4、7��pet-GFP-3

菌株名 E.�coli�Tran1-T1；Tran1-T1；Trans5a

来源 前两组是今⽇菌P的菌⽔溶液，;后⼀个是YYX阳转的平板

抗性 K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各1管，共6管



重新PCR�pYB1a的⼤⽚段，期待与106⽚段连接

�

⸻⸻⸻⸻⸻⸻⸻⸻⸻⸻⸻⸻⸻⸻⸻—

2020.08.24

昨天阿拉伯糖测试，仍⽆荧光。请教NEFU的学姐经验。

�

昨⽇涂板：

根据涂板结果，sHYa可以和1K3共存，需要摇菌验证。

�

质粒⼩提（操作⼈：Jon�Bert）

质粒名：pet改-330-106-1~3�pet改-GFP-4、7��pet-GFP-3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测序（操作⼈：�）

样品：pet改-330-106-1~3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23，qh20-5

�

样品：pet改-GFP-4、7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

结果：

pet改-T7-330-T7-1063�3个克隆均对，1;好，选

pet改-T7-GFP�2个克隆均对，7;好，选

�

保菌（操作⼈：Jon�）

菌名：E.coli�TranS1-T1��pet改-330-106-1~3�pet改-GFP-4、7�;��E.coli�TranS5a�pet-GFP-3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6管

�

PCR产物切胶回收（操作⼈：Bill）

PCR模板+引物对：pYB1a⼤⽚段

洗脱⽅法：⽔�35�μL

�



接种（操作⼈：Bill）

37℃摇⼏⼩时，然后室温静置⽣⻓~40�h，再摇2⼩时提质粒。

⸻⸻⸻⸻⸻⸻⸻⸻⸻⸻⸻⸻⸻⸻⸻—

2020.08.25

⸻⸻⸻⸻⸻⸻⸻⸻⸻⸻⸻⸻⸻⸻⸻—

2020.08.26

保菌（操作⼈：�Bert�WXY�Susan�Marco）

菌名：E.coli�Top10��puc-T7-GFP\94205\��（所有）\Ots,�pcDNA3.1-DSUP，�pet-94205预

抗性：前九个Amp,�;后⼀个kan

管数：各1管，共10管

�

菌名：E.coli�TranS1-T1�pet改-OtsBA-3、4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2管

�

质粒⼩提（操作⼈：�Bert�WXY�Susan�Marco）

质粒名：puc-T7-GFP\94205\��（所有）\Ots,�pcDNA3.1-DSUP，�pet-94205预，pet改-OtsBA-3、

4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Gibson组装（操作⼈：YYX�Bill）

构建质粒命名：pYB1a-106094

菌名 puc-T7-GFP\94205\��（所有）\Ots,�pcDNA3.1-DSUP，�pet-94205预

菌株名 E.�coli�Top10

来源 从公司购买的菌液

抗性 Amp，;后⼀个是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0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YB1a�引物？��PCR线性化 1（~80�ng）



�

转化（操作⼈：Bill�YYX）

质粒：pYB1a-106094

抗性：A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10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

�

Golden�Gate（操作⼈：Bill�YYX）

Fragment�2 106094�引物？�PCR⽚段 1.5（~40�ng）

Fragment�3 ⽆ �

H2O � 2.5

GA�mix 2019年⾃配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15�min

2 4 ∞

项⽬ 名称 体积（µL）

载体 pet改-T7-sfGFP-7 1（~80�ng）

⽚段 8.9�退⽕、磷酸化的J100

J107�J109⽚段

1

T4�ligase�buffer�

(with�ATP)

� 2

Bsa1-lv2 � 1

T4�DNA�ligase � 1

⽔ � 14

总体积 各2管，共6管 20



�

转化（操作⼈：Bill�YYX）

质粒：pet改-J100\107\109-sfGFP

抗性：Kan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50�μL菌，涂板。37℃倒置培养。各2板。

�

⸻⸻⸻⸻⸻⸻⸻⸻⸻⸻⸻⸻⸻⸻⸻—

2020.08.27

PCR（操作⼈：Bert）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37 10�min

2 16 10�min

Go�to�2 10�cycles �

3 50 5

4 80 4

5 4 ∞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44�+�qh20-45 0.5+0.5

模板 pYB1a-106菌�in�20�μL�⽔

（外加⼀份pYB1a）

5

H2O � 4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10

Product�length 9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左向右分别是1�2�3��4�5�6��8（⽆条带）�9�10��原始质粒对照

结论：4�5�8条带正确（~950�bp），接种。

�

接种（操作⼈：Bert）

1 94 10�min

2 94 30�s

3 62 30�s

4 72�� 1�min�12�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名 PYB1a-106094-4，PYB1a-106094-5，PYB1a-106094-8

菌株名 E.�coli�Tran1-T1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Amp

体积 1�mL�in�5�mL�摇菌管

数⽬ 1*3=3



�

接种（操作⼈：YYX）

�

测序（操作⼈：YYX）

样品：pet改-J100\107\109-sfGFP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J23100全对，选2

�

菌名 pet改-J100\107\109-sfGFP

菌株名 E.�coli�Tran1-T1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1�mL�in�5�mL�摇菌管（单克隆）

数⽬ 2*3=6



J23107全对，选1

�

J23109仅2正确，选

�

接种（操作⼈：�）

诱导、不诱导

�

菌名 pSB4a5-mRFP

菌株名 Trans1-t1或DH5a

来源 QHFZ-China2019�冻存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管



�

⸻⸻⸻⸻⸻⸻⸻⸻⸻⸻⸻⸻⸻⸻⸻—

2020.08.28

菌名 pcDNA3.1-HucO8-GFP

菌株名 Trans1-t1或DH5a

来源 QHFZ-China2019�冻存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15mL�in�50mL离⼼管

数⽬ 1管

菌名 pTp1K3-sHYa-dsRed/pTp1K3-sHYa-dsRed-iPTG

诱导剂 加或不加�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DH5a

来源 前⼏天涂的平板挑克隆摇起来的菌液

抗性 Amp+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接3�μL菌）

数⽬ 各1管，共2管

菌名 PYB1a-1

诱导剂 加或不加�0.5%�L-Ara

菌株名 DH5a

来源 8.24�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接3�μL菌）

数⽬ 各1管，共2管



保菌（操作⼈：YYX）

菌名：Trans1-t1或DH5a

保菌菌名：pSB4a5-mRFP，pcDNA3.1-HucO8-GFP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2管

�

菌名：Trans1-t1

保菌菌名：PYB1a-106094-4，PYB1a-106094-5，PYB1a-106094-8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3管

�

质粒⼩提（操作⼈：�Bert�YYX�Bill�DSZ）

质粒名：pSB4a5-mRFP，pcDNA3.1-HucO8-GFP，PYB1a-106094-4，PYB1a-106094-5，PYB1a-

106094-8，pet改-J100\107\109-sfGFP

洗脱液及体积:����TB�()�����H2O(√�)��35/100/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阿拉伯糖、pTP元件检测

结果和结论：与左侧未加Ara的相⽐，右侧加⼊0.5%L-阿拉伯糖的发出绿⾊荧光，GFP被成功诱导表

达。

�

测序（操作⼈：Bill）

样品：PYB1a-106-4，PYB1a-106-5，PYB1a-106-9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44

结果：

全对，选9

�

阿拉伯糖检测（Jon�Bert）：

p1BYa-1�摇过夜菌，进⾏实验。

有储液：10%�L-ara�D-ara�D-glu�D-Tre

�

组1：L-ara

组2：D-ara

LB（μL） 菌（μL） 10%�L-ara（μL） ⽔（μL） L-ara终浓度

2700 3 0 300 0

2700 3 60 240 0.2%

2700 3 120 180 0.4%

2700 3 180 120 0.6%

2700 3 240 60 0.8%

2700 3 300 0 1%

LB（μL） 菌（μL） 10%�D-ara（μL） ⽔（μL） D-ara终浓度

2700 3 0 300 0

2700 3 60 240 0.2%

2700 3 120 180 0.4%

2700 3 180 120 0.6%



�

组3：Glu

�

组4：Tre

37℃摇过夜。

2700 3 240 60 0.8%

2700 3 300 0 1%

LB（μL） 菌（μL） 10%�L-ara（μL） 10%�Glu（μL） ⽔（μL） Glu终浓度

2640 3 60 0 300 0

2640 3 60 60 240 0.2%

2640 3 60 120 180 0.4%

2640 3 60 180 120 0.6%

2640 3 60 240 60 0.8%

2640 3 60 300 0 1%

LB（μL） 菌（μL） 10%�L-ara（μL） 10%�Tre（μL） ⽔（μL） Tre终浓度

2640 3 60 0 300 0

2640 3 60 60 240 0.2%

2640 3 60 120 180 0.4%

2640 3 60 180 120 0.6%

2640 3 60 240 60 0.8%

2640 3 60 300 0 1%





Pbad可以容忍0.2%葡萄糖。

�

⸻⸻⸻⸻⸻⸻⸻⸻⸻⸻⸻⸻⸻⸻⸻—

2020.08.29

酶切（Bill�YYX）

37度，4h

�

⽚段回收（Bill）

89226�LEA�（胶回收）�

pet28a-改4�（DNA纯化）

�

接种（操作⼈：YYX）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uc-T7-89226，puc-T7-LEA，pet28a-改4，2ug

ddH2O to�50ul

菌名 pet改-GFP、33020、94205、106、107、OtsBA、33020-106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2020�冻存菌液



⸻⸻⸻⸻⸻⸻⸻⸻⸻⸻⸻⸻⸻⸻⸻—

2020.08.30

连接（Bill�WXY）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μL（记本⼉上了）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2h

⽚段：pet改-89226（E+P切），pet改-LEA（E+P切）

�

转化（WXY�Bill）

质粒：pet改-89226，pet改-LEA

抗性：Kan

菌：Trans1-T1

其他细节：10uL连接产物，涂板。37℃倒置培养。各1板。

�

保菌（YYX）

菌名：E.coli�Trans1-t1

保菌命名：pet改-GFP、33020、94205、106、107、OtsBA、33020-106

抗性：Kan

抗性 Kan

体积 6�mL�in�15�mL摇菌管

数⽬ 1管*7

菌名 puc-89226�puc-LEA

菌株名 Top10

来源 从公司购买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管*2



管数：各1管，共7管

�

菌名：E.coli�Top10

保菌命名：puc-T7-892226、puc-T7-LEA

抗性：Amp

管数：各1管，共2管

�

�

提质粒（YYX�Bert）

质粒名：pet改-GFP、33020、94205、106、107、OtsBA、33020-106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质粒名：puc-T7-892226、LEA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

2020.08.31

昨⽇涂板结果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2�+�qh20-23 0.5+0.5

模板 pYB1a-106菌�in�10~20�μL�⽔

（外加⼀份pet改）

5

H2O � 4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10

Product�length 1500~20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4 10�min



⾃左向右分别是�原始质粒对照�pet改-89226�1~6；pet-LEA�1~17

结论：89226仅6号正确，LEA均不好，感觉14~17有点意思。摇89226-6和LEA-15和17。

接种（操作⼈：�）

2 94 30�s

3 60 30�s

4 72�� 2�min�5�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名 pet改-89226-6；LEA-15、17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菌落PCR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3



许志锰⽼师帮助构建SHYa-106载体，给我们送来三个可能正确的克隆（菌液）

�

⸻⸻⸻⸻⸻⸻⸻⸻⸻⸻⸻⸻⸻⸻⸻—

2020.09.01

昨天接种的菌，SHYa-13变红了，提⽰HucR的合成出现问题，可能是载体序列受到影响

�

测序（操作⼈：�）

样品：pet28a-89226-6；LEA-15;LEA-17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

样品：SHYa-106094-12、13、15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036；qh046

结果：均失败，重做

�

⸻⸻⸻⸻⸻⸻⸻⸻⸻⸻⸻⸻⸻⸻⸻—

2020.09.02

转化（�）（阳转）

质粒：puc-T7-GFP\94205\��（所有）\Ots,�pcDNA3.1-DSUP，�pet-94205预

抗性：Amp，;后⼀个Kan

菌：Trans5a

其他细节：公司买的原始质粒0.5�μL。37℃倒置培养。各1板。

⸻⸻⸻⸻⸻⸻⸻⸻⸻⸻⸻⸻⸻⸻⸻—

2020.09.03

菌名 SHYa-106094

菌株名 ?

来源 许志锰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3



昨⽇涂板结果：

接种（操作⼈：�）

转化（�）（阳转）

质粒：pet改-J100-106+pYB1a-GFP

抗性：Amp+Kan

菌名 puc-T7-89226、LEA；SHYa-106094-15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天转的平板；XZM提供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0



菌：Trans5a

⸻⸻⸻⸻⸻⸻⸻⸻⸻⸻⸻⸻⸻⸻⸻—

2020.09.04

昨⽇涂板结果

pet和pYB1a能共存

�

提质粒（�）

质粒名：puc-89226、LEA；sHYa-dsRed-106094-15

洗脱液及体积:����TB�()�����H2O(√�)��80、80、50�µL

质粒浓度：？�ng/µL�

�

�

酶切（操作⼈：YYX，Bill，�）

条件：PCR仪中37℃�3⼩时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质粒及量 pet28a改4，2ug

ddH2O to�50ul



做1管

�

条件：PCR仪中37℃�2⼩时

各做1管

左侧是89226，右侧LEA。均要⼩条带。

�

测序（操作⼈：�）

样品：SHYa-106094-15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46、47

结果：未测出

�

接种（操作⼈：�）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10�ul

内切酶 EcoR1-HF�2�μL；Pst1-HF�2�μL

质粒及量 puc-89226；puc-LEA�今⽇提的全部质粒

ddH2O to�100ul



⸻⸻⸻⸻⸻⸻⸻⸻⸻⸻⸻⸻⸻⸻⸻—

2020.09.05

提质粒（YYX）

质粒名：pet改-T7-GFP；pet改-T7-106094；pet改-J100-GFP；pet改-J100-106094；pYB1a-1

洗脱液及体积:����TB�()�����H2O(√�)��80、80、50�µL

质粒浓度：？�ng/µL�

送给NEFU、华⼤基因

⸻⸻⸻⸻⸻⸻⸻⸻⸻⸻⸻⸻⸻⸻⸻—

2020.09.06

⽚段回收（�）

89226�LEA【puc载体使⽤E+P酶切】�（胶回收）�

pet28a-改4�【使⽤E+P酶切】（DNA纯化）

⽤⽔重溶

⸻⸻⸻⸻⸻⸻⸻⸻⸻⸻⸻⸻⸻⸻⸻—

2020.09.07

接种（操作⼈：�）

菌名 pet28a-改4；pet改-T7-GFP；pet改-T7-106094；pet改-J100-GFP；pet改-

J100-106094；pYB1a-1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冻存菌液；J100-GFP是8.28左右板⼦上挑的克隆

抗性 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6+pYB1a�2管

菌名 pTp-1K3，pTp-4C5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2019冻存菌液

抗性 Kan，Cm

体积 7~10�mL�in�50�mL�离⼼管

数⽬ 1



（次⽇：菌体离⼼放-20℃，暂不提质粒）

�

连接（操作⼈：�）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4�μL（60ng）9.4切pet改E+P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过夜（19�h）然后放于4℃�⼏⼩时后涂板

⽚段：89226、LEA�（切by�E+P）10μL（~60ng）

�

测序（操作⼈：�）

样品：SHYa-106094-15（XZM帮忙提取）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46、47

结果：正确

�

⸻⸻⸻⸻⸻⸻⸻⸻⸻⸻⸻⸻⸻⸻⸻—

2020.09.08

转化（�）

质粒：pet28a改-89226、LEA

抗性：Kan

菌：Trans1-T1�5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质粒：sHYa-dsRed、sHYa-dsRed-106094

抗性：Amp

菌：Trans5a5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2020.09.09

昨⽇涂板结果

连接的板⻓得克隆太多了，怀疑载体没切开，今⽇重新做链接

�

SHYa-106直接红了，可能载体构建影响了HucR表达，需要尝试双质粒系统。

�

连接（操作⼈：�）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1�μL（72�ng）�Bill�7⽉份切的pet改（E+P）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5.5�h

⽚段：89226、LEA�（切by�E+P）10μL（~60ng）

�

转化（�，YYX）



质粒：pet28a改-89226、LEA

抗性：Kan

菌：Trans1-T1�5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2020.09.10

昨天涂板结果

⼜⻓满了

⸻⸻⸻⸻⸻⸻⸻⸻⸻⸻⸻⸻⸻⸻⸻—

2020.09.11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22�+�qh20-23 0.5+0.5

模板 pet改-89226、LEA菌�in�8�μL�⽔

（外加⼀份pet改）

4

H2O � 4

酶 2x�Taq�mix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各11管

Product�length 1500~20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左是空质粒对照，然后是89226的1~11；LEA的1~11。阳性率很⾼。

摇89226的2、4、6；LEA的1、2、3

�

转化（�）（阳转）

质粒：pet28a改-94205-8

抗性：Kan

菌：Trans5a�1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原因：ZJUT发现我们给他们的pet-94205是错的，因为给他们的是94205-5，我们弃⽤这⼀个质粒，

改回⽤94205-8，进⾏保菌。

�

接种（操作⼈：�）

1 94 10�min

2 94 30�s

3 60 30�s

4 72�� 2�min�5�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名 pet改-89226-2、4、6；LEA-1、2、3



⸻⸻⸻⸻⸻⸻⸻⸻⸻⸻⸻⸻⸻⸻⸻—

2020.09.12

昨⽇涂板结果

�

PCR（操作⼈：�）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菌P的⽔溶液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6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0�+�qh20-51 1+1

模板 pYB1a-1（66�ng/μL） 0.5

H2O � 7.5

酶 2x�PrimeSTAR 10

体系总体积�� � 20



各温度梯度均很好，切3200�bp条带，冻于-20℃。

�

保菌（操作⼈：YYX�）

菌名：E.coli��Trans1-T1�pet改-T7-89226-2、4、6；LEA-1、2、3

保菌命名：pet改-T7-89226-2、4、6；LEA-1、2、3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3管

�

提质粒（YYX）

质粒名：pet-T7-89226-2、4、6；pet-T7-LEA-1、2、3；pTp-1K3；pTp-4C5

洗脱液及体积:����TB�()�����H2O(√�)��50�µL

质粒浓度：？�ng/µL�

�管数 � 6

Product�length 32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57,60,63,66,69,72 15�s

4 72�� 3�min�12�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

测序（YYX）

样品：pet改-89226-2、4、6；LEA-1、2、3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89226均正确，选2

LEA正确，选3

�

退⽕（�）

qh20-56、57引物（10�μM）各9�μL；T4连接酶buffer�2�μL。放于95℃⽔浴锅�5�min，然后关机，⾃

然冷却。9⽉13⽇取出放于4℃。

�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4�+�qh20-55 1+1

模板 pet改-J100-106（？�ng/μL） 0.5

H2O � 7.5



条带均弥散，需要重新摸索PCR的⽅法。

酶切（操作⼈：YYX）

条件：37℃培养箱过夜

酶 2x�PrimeSTAR 10

体系总体积�� � 20

�管数 � 6

Product�length 6024�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57,60,63,66,69,72 15�s

4 72�� 6�min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16 ∞

缓冲液及体积 10X�Cutsmart��buffer,�5�ul

内切酶 EcoR1-HF�1�μL；Pst1-HF�1�μL



各做1管，106是8�μg，其余浓度未知。

;左;亮的是106，然后是1K3和4C5，均OK。

PCR（操作⼈：�）

质粒及量 pTp-1K3，pTp-4C5，puc-106�（20�μL）

ddH2O to�50ul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0�+�qh20-51 1.25+1.25

模板 pYB1a-106094（99�ng/μL） 0.4

H2O � To�25

酶 2x�PrimeSTAR 12.5

体系总体积�� � 25

�管数 � 4

Product�length 32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69 15�s

4 72�� 3�min�12�s



接种（操作⼈：�）

⸻⸻⸻⸻⸻⸻⸻⸻⸻⸻⸻⸻⸻⸻⸻—

2020.09.13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rans5a�pet改-T7-94205-8；puc-T7-

sfGFP/33020/89226/94205/106094/107838/LEA/OtsBA；pet-T7-94205（94205预实验）；

pcDNA3.1-Dsup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菌名 pet改-T7-94205-8；puc-T7-

sfGFP/33020/89226/94205/106094/107838/LEA/OtsBA；pet-T7-

94205（94205预实验）；pcDNA3.1-Dsup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9.2和9.11的涂板

抗性 Kan；Amp；Kan；Amp

体积 0.5�mL�in�2�mL�离⼼管（多克隆）

数⽬ 1*11



保菌命名：pet改-T7-94205-8；puc-T7-sfGFP/33020/89226/94205/106094/107838/LEA/OtsBA；

pet-T7-94205（94205预实验）；pcDNA3.1-Dsup

抗性：Kan；Amp；Kan；Amp

管数：各1管，共11管

�

PCR（操作⼈：�）

扩增Kan抗性基因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2�+�qh20-53 1.25+1.25

模板 pet改-6 1

H2O � To�25

酶 2x�PrimeSTAR 12.5

体系总体积�� � 25

�管数 � 4

Product�length 32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60,62,64,66 15�s

4 72�� 5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4 ∞



⽚段回收（胶回收）（操作⼈：YYX）

（1）PCR产物：

pYB1Aa-1（GFP）�by�qh20-50、51

pYB1Aa-106094�by�qh20-50、51

pet改-6�by�qh20-52、53（Kan抗性⽚段）

（2）酶切产物：

puc-106�E+P�~1000bp�⼩⽚段（106094）

pTp-1K3�E+P�~2000bp�⼤⽚段（backbone）

pTp-4C5�E+P�~3000+bp�⼤⽚段（猜测是backbone）

�

其中：pYB1Aa-1（GFP）�by�qh20-50、51遗失，9.16重新PCR。其余成功提取。

�

磷酸化（操作⼈：YYX）

10μL体系，8μL退⽕产物（AAV�tag，qh20-56、57），1μL�T4�PNK，1�μL�T4�buffer.�

37℃�PCR仪中1�h。然后放于-20℃。

⸻⸻⸻⸻⸻⸻⸻⸻⸻⸻⸻⸻⸻⸻⸻—

2020.09.14

⸻⸻⸻⸻⸻⸻⸻⸻⸻⸻⸻⸻⸻⸻⸻—

2020.09.15

连接（操作⼈：�）

体系：20�μL

⽔：to�20�μL

质粒（载体/vector）：pTp-1K3�30�ng�/�pTp-4C5�60�ng（均为切by�E+P）

T4�DNA�ligase：1�μL



T4�DNA�buffer：2�μL

16℃��3.5�h

⽚段：puc-T7-106094�（切by�E+P）�60�/�80�ng

�

�

Gibson组装（操作⼈：�）

构建质粒命名：pYB1a-106-Kan

�

转化（�）

质粒：pTp-1K3-106;�pTp-4C5-106;�pYB1a-106-Kan

抗性：Kan;�Cm;�Kan

菌：Trans1-T1�50、50、10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接种（操作⼈：�）

接种pSB4A5-mRFP（Amp�菌种不详，肯定不是BL21）、pet改-J100-GFP（Kan，DH5a）、pYB1a-

1（GFP）（Amp，DH5a）等多个菌，⽬的是保菌。

�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YB1a-106�qh20-50+51 1（90�ng）3200�bp

Fragment�2 pet改�qh20-52+53（Kan抗性⽚

段）

0.5（45ng）�800�bp

Fragment�3 ⽆ �

H2O � 3.5

GA�mix 全式⾦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20�min

2 4 ∞



正确，切胶。放-20℃待回收。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50�+�qh20-51 1.25+1.25

模板 pYB1a-GFP（66�ng/μL） 0.25

H2O � To�25

酶 2x�PrimeSTAR 12.5

体系总体积�� � 25

�管数 � 4

Product�length 32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69 15�s

4 72�� 3�min�18�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16 ∞



⸻⸻⸻⸻⸻⸻⸻⸻⸻⸻⸻⸻⸻⸻⸻—

2020.09.16

昨⽇涂板均未⻓菌或只⻓了⼀个克隆，调整策略。

�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4�+�55/

qh20-�2�+�54

0.75+0.75

模板 pet改-J100-106（浓度未知） 0.9

H2O � To�25

酶 2x�PrimeSTAR 7.5

体系总体积�� � 15

�管数 � 6

Product�length 2700、3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57、60、63、66、69、72 15�s



正确，切胶。放-20℃待回收。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pSB4A5-mRFP（Amp�菌种不详，肯定不是BL21）、pet改-J100-GFP（Kan，

DH5a）、pYB1a-1（GFP）（Amp，DH5a）等

保菌命名：pSB4A5-mRFP（Amp�菌种不详，肯定不是BL21）、pet改-J100-GFP（Kan，DH5a）、

pYB1a-1（GFP）（Amp，DH5a）等

抗性：Kan�/�Amp�等

管数：各1管

⸻⸻⸻⸻⸻⸻⸻⸻⸻⸻⸻⸻⸻⸻⸻—

2020.09.17

⽚段回收（胶回收）（操作⼈：�）

pYB1a-GFP�qh20-50+51

pet改-J100-106�qh20-2+54�2700bp

pet改-J100-106�qh20-4+55�3200bp

浓度：~100�ng/μL

�

Gibson组装（操作⼈：�）

4 72�� 3�min�18�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16 ∞



构建质粒命名：pet改-J100-106-AAV

转化（�）

质粒：pet改-J100-106-AAV

抗性：Kan

菌：Trans1-T1�10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2020.09.18

昨⽇涂板结果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改-J100-106�qh20-2+54

2700bp

2700�bp�1μL

Fragment�2 pet改-J100-106�qh20-4+55

3200bp

3200�bp�1μL

Fragment�3 磷酸化的AAV�（qh20-56+57退

⽕）

80�bp�1μL

H2O � 2

GA�mix 全式⾦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20�min

2 4 ∞



克隆⽣⻓正常，挑克隆，直接送测序

�

测序（�）

样品：pet改-J100-106-AAV-1~6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23

结果：3\4\6正确，使⽤qh20-5引物加测→加测也正确，选4.�

⸻⸻⸻⸻⸻⸻⸻⸻⸻⸻⸻⸻⸻⸻⸻—

2020.09.19

接种（操作⼈：�）

前⼏⽇连接只⻓了⼀个克隆的两个平板

菌名 pTp-1K3-106，pYB1a-106-Kan



�37℃摇过夜.�

⸻⸻⸻⸻⸻⸻⸻⸻⸻⸻⸻⸻⸻⸻⸻—

2020.09.20

昨⽇接种，pTp-1K3-106⻓了，收菌、准备送测序（qh20-62）和提质粒。

华⼤合成的mf-Lon到了，接种、发给XMU�2020。

�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

2020.09.21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DH5a�pYB1a-mf-Lon

保菌命名：pYB1a-mf-Lon

抗性：Amp

管数：各1管

�

退⽕（�）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前⼏⽇涂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接单克隆）

数⽬ 各1管，共10管

菌名 pYB1a-mf-Lon

菌株名 DH5a

来源 华⼤公司给的穿刺菌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



qh20-61、61引物（10�μM）各9�μL；T4连接酶buffer�2�μL。放于95℃⽔浴锅�5�min，然后关机，⾃

然冷却。9⽉122⽇取出放于4℃。

�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4�+�59/

qh20-�2�+�58

1.25+1.25

模板 pet改-J100-106（浓度未知） 0.25

H2O � To�25

酶 2x�PrimeSTAR 12.5

体系总体积�� � 25

�管数 � 4

Product�length 2700、3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72 15�s

4 72�� 3�min�20�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16 ∞



左侧为2+58，右侧为4+59

正确，切胶回收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

2020.09.22

磷酸化（操作⼈：�）

10μL体系，8μL退⽕产物（pdtA�tag，qh20-60、61），1μL�T4�PNK，1�μL�T4�buffer.�

37℃�PCR仪中1�h。然后放于-20℃。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OP10�pUC-106�pUC-107;�trans1-T1�pet改-J100-106-AAV-4

保菌命名：TOP10�pUC-106�pUC-107;�trans1-T1�pet改-J100-106-AAV-4

抗性：Amp；Kan

管数：各1管

菌名 pUC-106�pUC-107�pet改-J100-106-AAV-4

菌株名 TOP10；trans1-T1

来源 擎科公司给的菌液、⾦唯智公司的反养（测序）

抗性 Amp；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



�

⽚段回收（胶回收）（操作⼈：�）

浓度：~100�ng/μL？

�

Gibson组装（操作⼈：�）

构建质粒命名：pet改-J100-106-pdtA

转化（�）

质粒：pet改-J100-106-pdtA

抗性：Kan

菌：Trans1-T1�10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pet改-J100-106�qh20-2+58�2800bp

pet改-J100-106�qh20-4+59�3300bp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改-J100-106�qh20-2+58

2800bp

2800�bp�1μL

Fragment�2 pet改-J100-106�qh20-4+59

3300bp

3300�bp�1μL

Fragment�3 磷酸化的AAV�（qh20-56+57退

⽕）

80�bp�1μL

H2O � 2

GA�mix 全式⾦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20�min

2 4 ∞



转化（�）（阳转）

质粒：pet改-J109、7、0-106/107;�pet改-J100-106-AAV-4;�pYB1a-106

抗性：Kan；Kan；Amp

菌：Trans5a�5�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

提质粒（�）

质粒名：pet改-J100-106-AAV-4�；Jilin-Arac-Pbad-sfGFP-2；pTp-1K3-106-1；pYB1a-mf-Lon

洗脱液及体积:����TB�()�����H2O(√�)��35�µL

质粒浓度：？�ng/µL�其中pTp-1K3-106跑胶确定啥也没有

�

⸻⸻⸻⸻⸻⸻⸻⸻⸻⸻⸻⸻⸻⸻⸻—

2020.09.23

昨天涂板结果

菌名 pUC-sfGFP、330、942、Ots；pet改-空、pet改-J109、7、0-sfGFP

菌株名 TOP10；BL21和Trans5a

来源 擎科公司给的菌液、近⽇涂板

抗性 Amp；Kan

体积 0.5�mL�in�2�mL�离⼼管

数⽬ 各1管�4+4*2=12



⻓势正常，挑菌测序

�

阳转OK。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1~6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单克隆）

数⽬ 1*6



�37℃摇2.5�h，取400μL测序，其余加5�mL培养基，�37℃摇1h先放4℃，9.25来接着摇。�

�

测序（�）

样品：pet改-J100-106-pdtA�1~6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23

结果：1、2、4、5、6正确，使⽤qh20-7加测1、2

�

样品：pTp-1K3-106-1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62

结果：质粒浓度低，此质粒应该是错误的，舍弃。

�

样品：pet改-J100-106-AAV-4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7

结果：正确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OP10�pUC-sfGFP、330、942、Ots;�trans5a、BL21�pet改-空、pet改-J109、7、0-

sfGFP

保菌命名：TOP10�pUC-sfGFP、330、942、Ots;�trans5a、BL21�pet改-空、pet改-J109、7、0-

sfGFP

抗性：Amp；Kan

管数：各1管，共12管。

⸻⸻⸻⸻⸻⸻⸻⸻⸻⸻⸻⸻⸻⸻⸻—

2020.09.24

⸻⸻⸻⸻⸻⸻⸻⸻⸻⸻⸻⸻⸻⸻⸻—

2020.09.25

接种（操作⼈：�）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1、2

菌株名 Trans1-T1

来源 测序时剩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100�μL）

数⽬ 1*2

菌名 pYB1a-106，pet改-J100-106-AAV-4，pet改-J100、7、9-106、107

菌株名 Trans5a



�

测序（�）

样品：pet改-J100-106-pdtA�1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7

结果：正确，选

⸻⸻⸻⸻⸻⸻⸻⸻⸻⸻⸻⸻⸻⸻⸻—

2020.09.26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rans5a�pYB1a-106，pet改-J100-106-AAV-4，pet改-J100、7、9-106、107；trans1-

T1�pet改-J100-106094-pdtA-1、2

保菌命名：trans5a�pYB1a-106，pet改-J100-106-AAV-4，pet改-J100、7、9-106、107；trans1-T1

pet改-J100-106094-pdtA-1、2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110管。

�

提质粒（�）

质粒名：pet改-J100-106094-pdtA-1、2

洗脱液及体积:����TB�()�����H2O(√�)��50�µL

质粒浓度：？�ng/µL

来源 前两天涂的板

抗性 Amp;�Kan

体积 0.5�mL�in�2�mL�离⼼管（多克隆）

数⽬ 1*8



⸻⸻⸻⸻⸻⸻⸻⸻⸻⸻⸻⸻⸻⸻⸻—

2020.10.16

提质粒（�）(摇菌在冻⼲实验记录中)

质粒名：pet改-J100-sfGFP、106094、-pdtA

洗脱液及体积:����TB�()�����H2O(√�)��50�µL

质粒浓度：？�ng/µL

�

PCR（操作⼈：�）

项⽬ 名称 体积（µL）

引物对（10�μM） qh20-�4�+�55/

qh20-�4�+�59

1.25+1.25

模板 pet改-T7-106 0.3

H2O � 10

酶 2x�PrimeSTAR 12.5

体系总体积�� � 25

�管数 � 4

Product�length 3300�bp �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98 1�min

2 98 15�s

3 - -

4 72�� 3�min�33�s

Go�to�2 34�cycle �

5 72 5�min

6 16 ∞



⸻⸻⸻⸻⸻⸻⸻⸻⸻⸻⸻⸻⸻⸻⸻—

2020.10.17

⽚段回收（胶回收）（操作⼈：YYX）

pet改-T7-106�qh20-4+55�3300bp

pet改-T7-106�qh20-4+59�3300bp

浓度：?

�

Gibson组装（操作⼈：YYX）

构建质粒命名：pet改-J100-106-AAV

项⽬ 名称 体积（µL）

Fragment�1 pet改-J100-106�qh20-2+54�2700bp 2700�bp�1μL

Fragment�2 pet改-T7-106�qh20-4+55\59

3300bp

3300�bp�1μL

Fragment�3 磷酸化的AAV�（qh20-56+57退⽕） 80�bp�1μL

H2O � 2

GA�mix 全式⾦ 5

体系总体积 � 10

Process 温度 时间

1 50 20�min

2 4 ∞



转化（YYX）

质粒：pet改-T7-106-AAV\pdtA

抗性：Kan

菌：Trans1-T1�10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其他：南外两个质粒，Kana摇菌过夜

⸻⸻⸻⸻⸻⸻⸻⸻⸻⸻⸻⸻⸻⸻⸻—

2020.10.18

昨⽇涂板结果

各挑12个菌，摇过夜+测序。

�

测序（�）

样品：pet改-T7-106-AAV、pdt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

结果：

pdt-2正确，选

AAV-1、6正确，选1

�

提质粒（�）

质粒名：南外2个质粒

洗脱液及体积:����TB�()�����H2O(√�)��35�µL

质粒浓度：？�ng/µL

�

转化（YYX）



质粒：南外两个质粒

抗性：Kan

菌：BL21�10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2020.10.19

昨⽇涂板结果

南外两个质粒BL21菌加iPTG�1mM摇过夜，另加pet改空载体作对照

⸻⸻⸻⸻⸻⸻⸻⸻⸻⸻⸻⸻⸻⸻⸻—

2020.10.20

提质粒（�）

质粒名：pet改-T7-106-AAV-1、pdt-2

洗脱液及体积:����TB�()�����H2O(√�)��35�µL

质粒浓度：？�ng/µL

�

SDS-page�南外两个质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