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HFZ-2020�冻⼲实验记录�副本

2020.07.20

冻⼲（操作⼈：张博涵，杨逸仙）

菌名：DH5alpha

质粒：pet28a改

数量：菌液OD值为0.85，取1.175�mL和117.5�μ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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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L�离⼼管）

冻⼲液：200�μL�LB.�

冻结时间：1�h

注：菌为昨⽇前摇。由于冷冻时间太短，没有结冰，抽真空⼲燥时候液体直接⻜溅出试管，实验失

败。以后冻结时间定为3�h。

�

�

2020.07.21

测OD值与菌浓度曲线（操作⼈：Jonathan，bert）

结论：在OD值1.0以内，OD值与细菌密度呈线性关系（这⾥的“稀释⽐例”有点问题，横坐标意思是

菌液与LB混合时，菌液体积的百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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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L�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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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有⼀些凝固的菌液、粉末在抽真空时从管中喷出。

�

接种（操作⼈：李珺菲，张博涵）

�

�

2020.07.22

昨天冻⼲涂板：

使⽤500�μL�PBS溶解，涡旋，离⼼，弃400�μL上清，剩余100�μL涂板（Kan）；另外取原菌液（放于

4℃）1�μL涂板作对照。�

�

冻⼲（操作⼈：张博涵，李珺菲）

菌名：-

质粒：-

数量：-

管数：1.5�mL离⼼管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然后关机继续在真空环境过夜

注：为了避免喷出，使⽤保鲜膜盖住管⼝，扎两个⼩孔透⽓。但可能该操作影响⼲燥，次⽇看没有⼲

燥。实验失败。以后不⽤保鲜膜；真空抽⽔5�h后取出放于室温。

�

接种（操作⼈：李珺菲，张博涵）

菌名 puc19，pet28a-CAHS�94205预（+1�mM�IPTG）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昨天转化的

抗性 Amp，Kan

体积 15mL�in�50mL离⼼管

数⽬ 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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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20.07.23

前天冻⼲结果如下：

对照组⻓了很多菌（种了约1e6个菌），实验组⻓的很少，说明冻⼲⼀定程度影响细菌存活，但两组

细菌起始量差10倍，克隆数却相差不多。有可能实验误差过⼤，或者操作过程有污染。

�

ImageJ�⾃动细胞计数测试（操作⼈：张博涵，张韶）

⽬的：由于菌落数太多，尝试使⽤ImageJ软件对克隆⾃动计数，测试操作⽅法和准确度。

第⼀板测试：

⼿动：192

⾃动：210-250左右

来源 昨天转化的

抗性 Kan

体积 5mL�in�50mL离⼼管

数⽬ 1*4=4



第⼆板测试：

⼿动：363

⾃动：490左右

结论：误差较稳定，主要是边缘克隆计数不准（去掉边缘的克隆），误差不影响克隆的相对多少，后

续实验可⽤该⽅法。

参考⽂献：https://www.unige.ch/medecine/bioimaging/files/3714/1208/5964/CellCounting.pdf

�

冻⼲（操作⼈：张博涵，张韶）

菌名：BL21(DE3)【全式⾦�或�天根�公司（各⼀份）】

质粒：pet28a-改4（全&天），pet28a-94205预（全&天）

数量：菌液OD值分别为0.71，0.69，0.92，0.55，分别取140.2μL，72.5μL，54.5μL，185.4μL（对

应1�OD菌液浓度为1e9计算的1e8个细胞）

管数：4*2�=�8管（每种1管放于1.5�mL离⼼管，1管放于15�mL摇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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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5�mL摇菌管效果不错，�1.5�mL管有微量散逸

⸻⸻⸻⸻⸻⸻⸻⸻⸻⸻⸻⸻⸻⸻⸻⸻

2020.07.24

昨天冻⼲涂板：

使⽤500�μL�PBS溶解，涡旋，离⼼，弃400�μL上清，剩余100�μL涂板（Kan）；另外取原菌液（放于

4℃）1�μL涂板作对照。�

⸻⸻⸻⸻⸻⸻⸻⸻⸻⸻⸻⸻⸻⸻⸻⸻

2020.07.25

前天冻⼲结果如下：

阳性对照均有菌，但其他实验组全部⽆菌，说明冻⼲（在PBS中）对细菌伤害过⼤。⽽上次有菌⽣⻓

可能是污染导致的。因此，考虑优化冻⼲液继续实验。

https://www.unige.ch/medecine/bioimaging/files/3714/1208/5964/CellCounting.pdf


�

接种（操作⼈：杨逸仙）

�

⸻⸻⸻⸻⸻⸻⸻⸻⸻⸻⸻⸻⸻⸻⸻⸻

2020.07.25

转化（操作⼈：susan，�）

质粒：pet28a-94205预，pet28a改4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其他细节：50μL菌，4μL�/�1�μL�质粒，60�s热激，500�μL�LB复苏45�min，涂板。37℃倒置培养。

�

冻⼲液配制（YYX）：

⽔�1ml

LB�1ml

10%⽢油+LB�1ml

25%⽢油+LB�1ml

25%⽢油+⽔�1ml

10%�葡萄糖�10ml，过滤除菌

？%脱脂奶粉（7.26配，不除菌）

⸻⸻⸻⸻⸻⸻⸻⸻⸻⸻⸻⸻⸻⸻⸻⸻

2020.07.26

冻⼲

菌名：BL21（DE3）天根

质粒：pet28a-94205预（+iPTG）

数量：测OD（分别对应1�OD菌液浓度为1e9）

管数：7管（1.5�mL�离⼼管）

菌名 pet28a-94205预

菌株名 BL21(DE3)【天根】（+�1�mM�IPTG）

来源 前⼏天转化涂板的平板（4℃保存）

抗性 Kan

体积 15mL�in�50mL离⼼管

数⽬ 1

1.

2.

3.

4.

5.

6.

7.



冻⼲液：⽔。LB。10%⽢油+LB�。25%⽢油+LB。25%⽢油+⽔。25%⽢油+PBS。10%�葡萄糖。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

常温放置：~20�h

（注：取了260μL菌液，离⼼，弃上清，加200μL冻⼲液，吹匀）

�

接种（操作⼈：杨逸仙��）

⸻⸻⸻⸻⸻⸻⸻⸻⸻⸻⸻⸻⸻⸻⸻⸻

2020.07.27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BL21（天根）��pet28a-qh改-4，pet28a-CAHS�94205

保菌命名：pet28a-qh改-1~3，pet28a-94205-�1~3

抗性：Kan

管数：各1管，共6管

�

测序（操作⼈：Bill�YYX）

样品：pet28a-CAHS�94205�-�1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qh20-5，qh20-6

结果：结果正确，5是更好的测序引物，6会引起套峰

菌名 pet28a-94205预（接种1�h后+�1�mM�IPTG），pet28a改�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7.25转化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3*2=6



�

涂板（李珺菲，张博涵）

使⽤500�μL�PBS溶解，涡旋，离⼼，弃400�μL上清，剩余100�μL涂板（Kan）。

�

冻⼲（李珺菲、张博涵）

菌名：BL21

质粒：94205-1，94205-2，94205-3，pet28a改-1，pet28a改-2，pet28a改-3

数量：菌液OD值分别为0.3286，0.4555，0.6687，0.5470，0.6350，0.6486，取3043.2，4389.8，

2990.9，1828.2，1574.8，1541.8μL（分别对应1�OD菌液浓度为1e9计算的3e8个细胞）

管数：6管

冻⼲液：10%葡糖（⽔）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

常温放置：~20�h

（注：仅pet28a改-1�和�94205-1�成功冻⼲，其余没⼲，原因是15�mL摇菌管盖⼦被吸住了。）

�

接种（操作⼈：�）

⸻⸻⸻⸻⸻⸻⸻⸻⸻⸻⸻⸻⸻⸻⸻⸻

菌名 pet28a-94205预-1（接种30�min后+�1�mM�IPTG），pet28a改-1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昨天摇菌

抗性 Kan

体积 15�mL�in�50�mL离⼼管

数⽬ 1*2=2



2020.07.28

前天冻⼲结果如下：

⽢油⽆保护作⽤，⽔、10%葡萄糖和LB有保护作⽤。

�

�

冻⼲（�）

菌名：BL21（DE3）天根

质粒：pet28a改，pet28a-94205预（+iPTG）

数量：测OD（分别对应1�OD菌液浓度为1e9），4*10e8

管数：1*2�管（15�mL�摇菌管）

冻⼲液：10%�葡萄糖。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4�h

常温放置：~�20+24�h

�

涂板（李珺菲、张博涵）

昨天冻⼲涂板，使⽤1000�μL�PBS溶解，涡旋，取100�μL涂板（Kan）。

�

转化（susan）

使⽤Trans�5a阳转SHYa-dsRed（2019�QHFZ-China⽤于测尿酸的质粒）

�

接种（操作⼈：Bill）

菌名 pet28a-94205预-1（+�1�mM�IPTG），pet28a改-1



�

�

⸻⸻⸻⸻⸻⸻⸻⸻⸻⸻⸻⸻⸻⸻⸻⸻

2020.07.29

前天冻⼲结果如下

左侧：不表达94205的对照组，右侧：表达94205的实验组

结论：冻⼲条件OK；细菌克隆数过多，⽆法计数判断CAHS�94205蛋⽩是否对冻⼲有保护作⽤，接下

来需要尝试⽔做冻⼲液、梯度降低起始细胞量，以获得可以计数情况。

� ��评论：你们之前的计数可能都有问题

�

尿酸检测（susan）

昨天的菌⻓满了，挑2个克隆，2�mL�Amp+培养基摇1.5�h，取900�μL，�加100�μL尿酸（2019年配制）

诱导。尿酸终浓度为100�μM。诱导过夜。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昨天摇菌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

数⽬ 1*2=2

@张钘�Leaves

javascript:void(0)


�

冻⼲（yyx，Bill）� ��

⽬的：测试94205有⽆作⽤，⽔做冻⼲剂，取细胞为10e8、7、6各⼀份

质粒：pet28a-94205预-1（+�1�mM�IPTG），pet28a改-1

数量：测OD（分别对应1�OD菌液浓度为1e8、1e7和1e6）。按照细胞数量的顺序取94205菌液为

50μ、5μL和0.5μL。取pet28a改-1的菌液为12.5μL、1.25μL和0.125μL

管数：2*3�=�6管（15�mL�摇菌管）

冻⼲液：200�μL⽔.�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

常温放置：~�20h

⸻⸻⸻⸻⸻⸻⸻⸻⸻⸻⸻⸻⸻⸻⸻⸻

2020.07.30

涂板（�）

7.28冻⼲涂板，使⽤1000�μL�LB溶解，涡旋，取25�μL（10e7�cell）。各1板。

（另外测试⼀下⽔冻⼲，10e7、6、5细胞涂板后的克隆数⽬）

�

涂板（YYX）� ��

7.29冻⼲涂板，使⽤1000�μL�LB溶解。分别取10e7，10e6和10e5，各⼀板

�

昨⽇尿酸检测结果（susan）：

�

尿酸检测（susan）：

�

⸻⸻⸻⸻⸻⸻⸻⸻⸻⸻⸻⸻⸻⸻⸻⸻

2020.07.31

昨⽇涂板结果：

@杨逸仙

@杨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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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起到保护作⽤，因此需要重新考虑07.29看到的涂板结果，葡萄糖效果好

⸻⸻⸻⸻⸻⸻⸻⸻⸻⸻⸻⸻⸻⸻⸻⸻

⸻⸻⸻⸻⸻⸻⸻⸻⸻⸻⸻⸻⸻⸻⸻⸻

2020.08.03

接种（操作⼈：�）

⸻⸻⸻⸻⸻⸻⸻⸻⸻⸻⸻⸻⸻⸻⸻⸻

2020.08.04

冻⼲（�）

菌名：BL21

质粒：pet28a-94205预-1（+�1�mM�IPTG），pet28a-sfGFP（+�1�mM�IPTG）

数量：4e8/管

【菌液OD值稀释4倍后分别为0.66，0.55（分别对应1�OD菌液浓度为1e9计算的4e8个细胞）】

管数：每个菌、每个条件3管，共12管

冻⼲液：10%葡糖（⽔），2%葡萄糖（⽔）【使⽤前冰上预冷】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

菌名 pet28a-94205预-1（+�1�mM�IPTG），pet28a-sfGFP（+�1�mM�IPTG）

菌株名 BL21(DE3)【天根】

来源 上⽉冻存

抗性 Kan

体积 4�mL�in�15�mL摇菌管

数⽬ 1*2=2



常温放置：~20�h

（注：使⽤15�ml摇菌管，盖⼦向上拔⾄卡住）

左侧是GFP，亮了，说明蛋⽩成功被诱导表达。

⸻⸻⸻⸻⸻⸻⸻⸻⸻⸻⸻⸻⸻⸻⸻⸻

2020.08.05

涂板（��YYX�WXY�DSZ）

8.4冻⼲涂板，取2%葡萄糖的94205和GFP各⼀管，使⽤4000�μL�⽆菌⽔溶解，涡旋，10倍的梯度稀

释。

取1e7�1e6�1e5分别涂板（Kan）各⼀板。

�

⼆次冻⼲（�）

8.4冻⼲的2%葡萄糖、10%葡萄糖各2管（共四管），由于8.4冻⼲感觉没完全冻⼲，进⾏⼆次冻⼲，

条件同前。

�

冻⼲（纯练习）（��WXY�DSZ）

菌名：BL21

质粒：pet28a-94205预-1，pet28a-sfGFP（没加诱导剂）

数量：1e8/管�2e8/管�5e8/管

管数：每个菌、每个条件1管，共6管

冻⼲液：10%葡糖（⽔）【使⽤前冰上预冷】

冻结时间：3�h

真空抽⽔时间：5�h

常温放置：~15�h

⸻⸻⸻⸻⸻⸻⸻⸻⸻⸻⸻⸻⸻⸻⸻⸻

2020.08.06

昨⽇涂板结果：



结果：（1）1e6细胞数量较好，但仍略多，下次可以试⼀下5e5个细胞（2）1e7组，94205略多于

GFP组，显⽰94205可能有⼀定的抗冻⼲效果，但需要重复实验验证。

�

涂板（WXY�DSZ）

8.5冻⼲涂板，所有6管，使⽤⽆菌⽔溶解⾄1e8/ml，涡旋，10倍的梯度稀释。

取5e5分别涂板（Kan）各⼀板。※板⼦在37℃�预热⼲燥1�h。

�

摇菌（��yyx）

预摇�+iptg（pet28a-sfGFP�94205；puc57-sfGFP�106094�107838）

预摇�Susan-1�Susan-2（尿酸检测）

�

⸻⸻⸻⸻⸻⸻⸻⸻⸻⸻⸻⸻⸻⸻⸻⸻



2020.08.07

昨⽇涂板结果：

由于未加iptg，不观察gfp与94205的区别，5e5涂板克隆数略少。

�

昨⽇摇菌结果：

两个sfGFP均变绿，说明两载体均可⽤。106094和107838没摇起来，今⽇重摇。今⽇⽤pet28a两个菌

做冻⼲。

⾃左向右：puc57-sfGFP�pet28a-sfGFP�pet28a-94205

�

冻⼲（WXY�DSZ）

�

三次冻⼲（�）

8.4冻⼲的2%葡萄糖、10%葡萄糖各1管（共四管），8.5进⾏⼆次冻⼲，今⽇进⾏三次冻⼲，条件同

前。

�

涂板（�）

8.5⼆次冻⼲涂板，2管，使⽤⽆菌⽔溶解⾄1e8/ml，涡旋。

取1e7分别涂板（Kan）各⼀板。



�

转化（WXY�DSZ）

PUC57-OTSBA�BL21

�

⸻⸻⸻⸻⸻⸻⸻⸻⸻⸻⸻⸻⸻⸻⸻⸻

2020.08.08

昨⽇涂板结果：

OtsBA转化效果不错，今⽇挑克隆

左是GFP�右是94205，结果显⽰94205对冻⼲有副作⽤，可能实验有问题，需要进⼀步验证。

�

涂板（��YYX）

8.7三次冻⼲涂板，2管，使⽤⽆菌⽔溶解⾄1e8/ml，涡旋。

取1e7分别涂板（Kan）各⼀板。

�

摇菌+iptg

puc57-sfGFP�106094�107838

�

⸻⸻⸻⸻⸻⸻⸻⸻⸻⸻⸻⸻⸻⸻⸻⸻

2020.08.09

昨⽇涂板结果：



仍是94205对冻⼲有副作⽤，需进⼀步验证。

�

冻⼲（WXY�DSZ）

3%�葡萄糖�100ul

+iptg�GFP绿了

puc57-sfGFP�106094�107838

�

转化（WXY）

BL21

PUC57-sfGFP�89226�33020

�

⸻⸻⸻⸻⸻⸻⸻⸻⸻⸻⸻⸻⸻⸻⸻⸻

2020.08.10

接种（DSZ�WXY）



昨⽇涂板，挑克隆，4*3=12个

摇起来

然后1:1000稀释，加1�mM�iPTG

�

昨⽇冻⼲涂板，1e6（WXY�DSZ）

�

转化（WXY）

BL21

PUC57-sfGFP�94205�OtsBA�LEA

�

PCR（WXY�DSZ）

鉴定puc-GFP�106�107�（BL21）菌中（昨⽇冻⼲⽤菌）是否有正确质粒

�

⸻⸻⸻⸻⸻⸻⸻⸻⸻⸻⸻⸻⸻⸻⸻⸻

2020.08.11

昨⽇涂板结果：

⽆克隆

�

冻⼲（WXY�DSZ）

3%�葡萄糖�100ul

+iptg�GFP绿了

puc57-sfGFP�89226�33020

�

转化（yyx）

将pet28a-sfGFP�pet28a改-94205�106094�107838转⾄BL21菌中，涂板

�

接种（yyx）

复苏冻存的puc-sfGFP�106094�107838的BL21菌

�

接种（段偲哲、王信元）

昨⽇转化，仅sfGFP和OtsBA⻓菌了，挑出摇动培养~5h，然后1:1000稀释，+iptg（1mM）过夜培

养。3�ml体系。

⸻⸻⸻⸻⸻⸻⸻⸻⸻⸻⸻⸻⸻⸻⸻⸻

2020.08.12

冻⼲（yyx��）

+iptg�GFP绿了

菌名：BL21



质粒：puc-sfGFP�puc-OtsBA-1�puc-OtsBA-2

数量：1e9/管

管数：每个菌、每个条件1管，共6管（3个克隆，每个克隆DSZ和WXY各摇了⼀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ul

冻结时间：2.5�h

真空抽⽔时间：5.5�h

常温放置：~20�h

其他：稀释五倍后OD值在0.35~0.4左右

�

接种（yyx）

昨天转化的菌挑克隆、复苏的菌稀释培养~5h。再稀释1:1000,3ml体系，+iptg�1mM过夜培养。包

括：

puc-sfGFP�106�107（A）

pet28a-sfGFP�pet28a改-94205�106�107（K）

共7个菌BL21株系

�

保菌（yyx）

pet28a-sfGFP�pet28a改-94205�106�107（K）�BL21株系各⼀管

�

⸻⸻⸻⸻⸻⸻⸻⸻⸻⸻⸻⸻⸻⸻⸻⸻

2020.08.13

冻⼲（WXY）

笔记

�

昨天+iptg的GFP没有亮，今⽇冻⼲取消。

�

接种（DSZ�WXY）

DH5a�J100-106�107等6个菌，从平板上挑下来；下午稀释+iptg（请相应同学详细描述）

由于下午稀释时⽤错抗性，次⽇菌没有摇起来；冻⼲取消。



�

涂板（WXY�DSZ）

昨⽇冻⼲涂板，涂1e7/板，各⼀板

�

⸻⸻⸻⸻⸻⸻⸻⸻⸻⸻⸻⸻⸻⸻⸻⸻

2020.08.14

�

昨⽇涂板结果：

�

�





海藻糖似乎有微弱的效果

�

接种（DSZ�WXY）

DH5a�J100-106�107等6个菌，从平板上挑下来；下午稀释+iptg（请相应同学详细描述）

�

⸻⸻⸻⸻⸻⸻⸻⸻⸻⸻⸻⸻⸻⸻⸻⸻

2020.08.15

保菌

�

冻⼲（WXY�DSZ）

DH5a�J100-106�107等6个菌

�

接种（WXY�DSZ）

BL21�PUC-GFP�106�107�otsBA�89226

�

SDS�page（YYX）



�

结果：25kDa处的条带可能是⽬标蛋⽩，显⽰DH5a载体可能可以进⾏表达，但是不通启动⼦没有明显

的基因表达量改变效果。也有可能这条带不是⽬的条带，后⾯继续尝试。

�

⸻⸻⸻⸻⸻⸻⸻⸻⸻⸻⸻⸻⸻⸻⸻⸻

2020.08.16

冻⼲（WXY�DSZ）

Puc�GFP�106�107等6个菌

3.5⼩时冻

4.5⼩时⼲

�



转化（WXY�DSZ）

puc-LEA�94205�⾄BL21中

�

昨⽇冻⼲涂板：仅涂⼀个对照组，看看存活率再决定明天将剩余的什么密度涂

�

⸻⸻⸻⸻⸻⸻⸻⸻⸻⸻⸻⸻⸻⸻⸻⸻

2020.08.17

昨⽇涂板：⽤GFP测试菌量，左为1e6，右为1e7

结论：今天涂板涂5e6吧

�

前天和昨⽇冻⼲涂板：5e6

�

⸻⸻⸻⸻⸻⸻⸻⸻⸻⸻⸻⸻⸻⸻⸻⸻

2020.08.18

o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昨⽇涂板结果：





106094在DH5a中似乎有极好的效果。

成功地保存了⼯程菌

�

接种+诱导（WXY）

�

转化（Marco�Susan）

pet28a改-空载体，pet改-106-J100、107、109

⾄Trans5a中

�

⸻⸻⸻⸻⸻⸻⸻⸻⸻⸻⸻⸻⸻⸻⸻⸻

2020.08.19

冻⼲

1e9

3%�葡萄糖�100ul



+iptg�GFP绿了

puc57-sfGFP�LEA�94205

⸻⸻⸻⸻⸻⸻⸻⸻⸻⸻⸻⸻⸻⸻⸻⸻

2020.08.20

冻⼲

1e9

重复J100~109-106

⸻⸻⸻⸻⸻⸻⸻⸻⸻⸻⸻⸻⸻⸻⸻⸻

2020.08.21

前两⽇冻⼲涂板，1e7�1e8各涂⼀板（Jon�Bert）

�

�

⸻⸻⸻⸻⸻⸻⸻⸻⸻⸻⸻⸻⸻⸻⸻⸻

以下实验为基于以上预实验，进⾏实验

⸻⸻⸻⸻⸻⸻⸻⸻⸻⸻⸻⸻⸻⸻⸻⸻

2020.08.21

转化（操作⼈：susan，Bill）

质粒：puc57-T7-sfGFP�SAHS33020�CAHS89226�CAHS94205�CAHS106094�CAHS107838�LEA�OtsBA

抗性：Amp

菌：BL21（DE3）[天根]

其他细节：50�μL菌，1�μL（100�ng）�质粒，60�s热激，500�μL�LB复苏�60min，涂板。37℃倒置培

养。

�

接种（操作⼈：Bill，YYX）

�

⸻⸻⸻⸻⸻⸻⸻⸻⸻⸻⸻⸻⸻⸻⸻⸻

菌名 puc57-T7-sfGFP�SAHS33020�CAHS89226�CAHS94205�CAHS106094

CAHS107838�LEA�OtsBA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冻存菌液（8.15�8.18）

抗性 Amp

体积 4�mL�in�15�mL�摇菌管（接100�μL菌）

数⽬ 各⼀管



2020.08.22

收蛋⽩：8.20冻⼲的4个菌，重测OD，收1e10个细胞pallet于-80℃。

�

昨⽇涂板结果（YYX）【1e8太密了，冻⼲均选⽤1e7】

（1）昨⽇转化：完全⼀致的条件（⻅昨⽇记录），LEA、94205等就是不爱⽣⻓，特别是LEA，多次

转化均失败，提⽰LEA可能对细菌正常⽣活有影响⸺由于有没转出来的，我们决定使⽤冻存的菌液复

苏进⾏此轮冻⼲实验：



�

（2）LEA在冻⼲过程中对细胞有保护作⽤：



�



（3）重复实验证明，106094对Trans5a菌的冻⼲有保护作⽤。此实验可算为上次实验的独⽴重复：

�

涂板（Bill，YYX）

昨天复苏的冻存菌液，在平板上划线复苏。

名：puc57-T7-sfGFP�SAHS33020�CAHS89226�CAHS94205�CAHS106094�CAHS107838�LEA�OtsBA

菌株：E.�coli�BL21（DE3）

�

质粒⼩提（操作⼈：YYX,�Bill）

质粒名：puc57-T7-sfGFP�SAHS33020�CAHS89226�CAHS94205�CAHS106094�CAHS107838�LEA

OtsBA

洗脱液及体积:����TB�()�����H2O(√�)��60�µL

质粒浓度：?�ng/µL

�

测序（操作⼈：YYX）

样品：puc57-T7-sfGFP�SAHS33020�CAHS89226�CAHS94205�CAHS106094�CAHS107838�LEA�OtsBA

菌液�/质粒�√/PCR产物（纯化）/PCR产物（未纯化）

引物：M13F

结果：106是乱峰，⽤M13R加测，其余均正确。



106的测序结果

� �

106加测结果，仍错，推测这个均有严重问题。本次冻⼲意义不⼤。

�

接种（操作⼈：�）

�

转化（操作⼈：�）

质粒：pet改-33020-1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其他细节：100�μL菌，2�μL（100�ng）�质粒，60�s热激，900�μL�LB复苏�60min，涂板。37℃倒置培

养。

⸻⸻⸻⸻⸻⸻⸻⸻⸻⸻⸻⸻⸻⸻⸻⸻

2020.08.23

2020.8.23�puc冻⼲前确认�106可能有问题�80-503797225.zip

菌名 pet-T7-GFP，pet改-T7-94205/106094/107838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冻存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4�mL�in�15�mL�摇菌管（接50~100�μL菌）

数⽬ 各⼀管

javascript:void(0);


昨⽇涂板结果

※由于106094测序失败，puc系列载体的冻⼲暂缓进⾏。

�

接种（操作⼈：Bill）

涂板（Bill）

昨天复苏的冻存菌液，在平板上划线复苏。

菌名：pet-T7-GFP，pet改-T7-94205/106094/107838/33020

菌株：E.�coli�BL21（DE3）

细节：33020为昨天图的板，先挑⼀些克隆，摇起来，浑浊后⼀起划线。

�

转化（操作⼈：Bill）

质粒：pet-GFP，pet改-94205,�106094,�107838，33020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菌名 pet-T7-GFP，pet改-T7-94205/106094/107838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划线平板

抗性 Amp

体积 4�mL�in�15�mL�摇菌管（接100�μL菌）

数⽬ 各⼀管，



其他细节：100�μL菌，50（GFP）~100�ng（其余）�质粒，60�s热激，500�μL�LB复苏�60min，涂板。

37℃倒置培养。

�

⸻⸻⸻⸻⸻⸻⸻⸻⸻⸻⸻⸻⸻⸻⸻⸻

2020.08.24

昨⽇涂板结果：

⸻⸻⸻⸻⸻⸻⸻⸻⸻⸻⸻⸻⸻⸻⸻⸻

2020.08.25

⸻⸻⸻⸻⸻⸻⸻⸻⸻⸻⸻⸻⸻⸻⸻⸻

2020.08.26

接种（操作⼈：Bill�YYX）



�37℃摇约7�h.�

�

接种（操作⼈：Bill�YYX）

�37℃摇过夜.�

�

接种（操作⼈：Bill�YYX）

菌名 pet-T7-GFP，pet改-T7-94205/106094/107838/33020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8.23转化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2个克隆）

数⽬ 各1管

菌名 pet-T7-GFP，pet改-T7-94205/106094/107838/33020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接2个克隆）

数⽬ 各1管，共5管

菌名 pet改空载体

诱导剂 -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放于4℃的平板

抗性 Kan



�37℃摇过夜.�⽤于上⾯菌液做SDS�page时的平板。

�

⸻⸻⸻⸻⸻⸻⸻⸻⸻⸻⸻⸻⸻⸻⸻⸻

2020.08.27

冻⼲（yyx）

+iptg�GFP绿了

（左侧是空载体，右侧是pet-GFP）

菌名：BL21

质粒：pet-T7-GFP，pet改-T7-94205/106094/107838/33020

数量：1e9/管

管数：GFP两管，其余1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u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0�h

其他：另各取3e9个细胞，冻于-80℃，⽤于SDS�PAGE；pet改空载体的菌取1e10.�

�

转化（操作⼈：Bert�YYX�Bill）（阳转）

质粒：puc-33020/89226/94205/LEA/OtsBA/106094/107838/GFP

抗性：Amp

菌：BL21（DE3）[天根]

�

⸻⸻⸻⸻⸻⸻⸻⸻⸻⸻⸻⸻⸻⸻⸻⸻

2020.08.28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接2个克隆）

数⽬ 1



昨⽇涂板（转化）结果：

⻓很多的可以使⽤，⻓很少的或没⻓的⽤之前的板⼦上的菌。

�

转化（操作⼈：WXY�DSZ）（阳转）

质粒：pet改-GFP/33020/94205/106/107/OtsBA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

涂板（YYX�Bill）

8.27�冻⼲涂板，仅涂⼀管GFP，涂1e6、1e7、1e8各⼀管，看本次涂板最佳细菌数。

⸻⸻⸻⸻⸻⸻⸻⸻⸻⸻⸻⸻⸻⸻⸻⸻

2020.08.29

昨⽇转化涂板结果：

阳转均成功



�

冻⼲1e6仍较密，考虑按照1e5涂8.27冻⼲的各管

�

接种（操作⼈：Bill）

�37℃摇约7�h.�

�

接种（操作⼈：DSZ�WXY）

菌名 puc-33020/89226/94205/LEA/OtsBA/106094/107838/GFP；

pet改-GFP、33020、106、107、OtsBA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8.27、8.28转化的平板，对于转化失败的板，⽤8.22划线的平板

抗性 Amp；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3个克隆）

数⽬ 各1管

菌名 puc-33020/89226/94205/LEA/OtsBA/106094/107838/GFP；

pet改-GFP、33020、106、107、OtsBA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DE3）



�37℃摇过夜.�

�

涂板（YYX�Bill）

8.27�冻⼲涂板，按1e5、1e6、1e7涂板。

�

转化（操作⼈：Bill�YYX）（阳转）

质粒：pet改-33020-106094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

质粒：pet改-J100~109-GFP/106/107

抗性：Kan

菌：trans5a

⸻⸻⸻⸻⸻⸻⸻⸻⸻⸻⸻⸻⸻⸻⸻⸻

2020.08.30

8.27冻⼲涂板结果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共14管



以上是对1e5细胞涂板的统计，106效果很明显。



结果和结论：

1e5较好，106等效果⾮常明显

1e6�1e7趋势与1e5⼀致

�

昨⽇阳转的都⻓了，⽤于近⽇冻⼲等实验

�

冻⼲（yyx）

puc：GFP没亮，弃



pet：GFP亮了，做冻⼲

+iptg�GFP绿了

（旋转180℃，左侧是⾮GFP的菌，右侧是pet改-GFP）



（数据在8.31实验记录中，4个CTRL都是pet改-各种蛋⽩，但忘了具体对应）

菌名：BL21

质粒：pet改-T7-GFP/94205/106094/107838/33020/OtsBA

数量：1e9/管

管数：GFP两管，其余1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0�h

其他：另33020、94205、106、107各取2e9个细胞，冻于-80℃，⽤于SDS�PAGE.�

�

接种（操作⼈：Bill）

菌名 pet改-GFP、33020、106、330-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8.28左右转化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接单克隆）



�37℃摇过夜.�

⸻⸻⸻⸻⸻⸻⸻⸻⸻⸻⸻⸻⸻⸻⸻⸻

2020.08.31

昨天GFP荧光符合预期

数⽬ 各1管，共4管

菌名 pet改-J100、107、109-GFP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Tran5a

来源 8.28左右转化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接单克隆）

数⽬ 各1管，共4管



⾃左向右：空载体、J109、107、100-GFP



但pet改-GFP、33020等⼀组没摇起来。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GFP、33020、106、330-106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8.28左右转化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个克隆）

数⽬ 各1管

菌名 pYB1a，pYB1a-106

菌株名 Tran5a

来源 8.28左右转化的平板

抗性 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个克隆）

数⽬ 各1管



�37℃摇约5�h.�

�

�37℃摇约过夜.�

�

涂板（�）

8.30�冻⼲涂板，仅涂⼀管GFP，涂1e6、1e8各⼀板，看本次涂板最佳细菌数。

⸻⸻⸻⸻⸻⸻⸻⸻⸻⸻⸻⸻⸻⸻⸻⸻

2020.09.01

昨天涂板结果

菌名 pet改-GFP、33020、106、330-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今⽇摇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1:1000接菌）

数⽬ 各1管，共4管

菌名 pYB1a-GFP�pYB1a-106094

诱导剂 L-Ara�0.2%�（10%�储液，加60�μL）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今⽇摇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1:1000接菌）

数⽬ 各1管，共2管



1e6已经过密，今⽇涂1e5和1e4两个梯度

�

冻⼲（�）pet+pYB1a两组

（1）绿⾊荧光均有，以下是⽐较：

从左到右是：pe改-GFP、33020-106-330-106，GFP⾮常亮；



�

该图是上图前两个的重新拍摄（调换顺序）

�

左侧是pYB1a-GFP，右侧是pYB1a-106



�

该图是上图的重新拍摄（调换顺序）

两个GFP都很亮，但感觉pYB1a（右侧）更亮，需要⽤酶标仪看。

�



菌名：BL21

质粒：pet改-T7-GFP/33020/106094/330-106

�

菌名：Trans5a

质粒：pYB1a-GFP，pYB1a-106094

数量：1e9/管

管数：两个GFP各两管，其余1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0�h

其他：另pet-33020、106、330-106各取5e9个细胞，冻于-80℃，⽤于SDS�PAGE.�

�

接种（操作⼈：�）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菌名 puc-33020/89226/94205/LEA/OtsBA/106094/107838/GFP；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8.27、8.28转化的平板，对于转化失败的板，⽤8.22划线的平板

抗性 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

数⽬ 各1管



�37℃摇过夜.�

涂板（�）

8.31�冻⼲涂板，按1e4、1e5涂板。

⸻⸻⸻⸻⸻⸻⸻⸻⸻⸻⸻⸻⸻⸻⸻⸻

2020.09.02

�

昨天接种的PUC，⼜没有亮。初步证实PUC载体做表达不稳定，后续还是尽⼒构建pet-89226和LEA。

在pet载体上做⼤筛查。

�

昨天涂板结果

菌名 puc-33020/89226/94205/LEA/OtsBA/106094/107838/GFP；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DE3）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本次结果显⽰各组冻⼲后存活率差不多甚⾄⽐对照组更差，有问题：其他组诱导失效？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J100、107、109-GFP、106、107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8.28左右的涂板

抗性 Kan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涂板（�）

9.1�冻⼲涂板，两组的对照（GFP），按1e5、1e8涂板。

⸻⸻⸻⸻⸻⸻⸻⸻⸻⸻⸻⸻⸻⸻⸻⸻

2020.09.03

昨天涂板结果：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

数⽬ 各1管，共9管

菌名 pet改-J100、107、109-GFP、106、107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pYB1a可按1e5涂板，pet按1e5和1e4分别涂板。

�

冻⼲（�）

绿⾊荧光有：

从左到右是：pet改，J109、107、100-GFP

�

菌名：Trans5a



质粒：pet改-J100~109-GFP\106、107

数量：1e9/管（稀释10倍�OD~0.2，取~500�μL）

管数：J109-GFP�2管，其余1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4+24+20�h

其他：另各取3e9（GFP）/4e9（106、107）/4e9*5（空载-iPTG）个细胞，冻于-80℃，⽤于SDS

PAGE.�

�

接种（操作⼈：�）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T7-GFP、106；pYB1a-GFP、106

菌株名 BL21；trans5a

来源 pet为最近次YYX冻⼲1e5的涂板；pYB1a为8.28左右的涂板

抗性 Kan；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

数⽬ 各1管，共9管

菌名 pet改-T7-GFP、106；pYB1a-GFP、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L-Ara�0.2%

菌株名 BL21；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37℃摇过夜.

�

涂板（�）

9.1�冻⼲涂板，pYB1a按1e5涂板，pet按1e5和1e4分别涂板。

⸻⸻⸻⸻⸻⸻⸻⸻⸻⸻⸻⸻⸻⸻⸻⸻

2020.09.04

昨⽇接种，阿拉伯糖的亮了⸺今⽇⽤此菌再接种；pet没亮，弃。

�

昨⽇涂板结果

（1）330-106反⽽更差，考虑到冻⼲前取1e9细胞时，这个菌就明显少，需要重复实验看⼀下。



�

（2）pYB1a-106似乎有⼀定效果。



�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

涂板（�）

9.3�冻⼲涂板，对照（J109-GFP），按1e5、1e6、1e8涂板。

⸻⸻⸻⸻⸻⸻⸻⸻⸻⸻⸻⸻⸻⸻⸻—

2020.09.05

昨⽇涂板结果：

�

1e5较好。9.7按1e5涂板。

菌名 pYB1a-GFP、106

诱导剂 L-Ara�0.2%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天的菌液

抗性 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

冻⼲（YYX）

绿⾊荧光有：

从左到右是：pYB1a-GFP、-106094

�

菌名：Trans5a

质粒：pYB1a-GFP、106094

数量：1e9/管（稀释10倍�OD~0.7，取~150�μL）

管数：各6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4+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其他：另各取1e10各2管细胞，冻于-80℃，⽤于SDS�PAGE.�

�

另取1e9各3管，⽤100�μL⽔重悬；放于硅胶（室温）中，进⾏⼲燥实验，为其10天。

⸻⸻⸻⸻⸻⸻⸻⸻⸻⸻⸻⸻⸻⸻⸻—

2020.09.06

⸻⸻⸻⸻⸻⸻⸻⸻⸻⸻⸻⸻⸻⸻⸻—

2020.09.07

涂板（�）

9.3�冻⼲涂板，按1e5涂板。共9板。

�

转化（操作⼈：�）（阳转）

质粒：pet改-33020-106094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

2020.09.08



昨⽇涂板结果

本次冻⼲效果不明显

330-106⻓势良好，未来⽤这个板挑菌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T7-GFP、330、106、330-106

菌株名 BL21

来源 近期平板

抗性 Kan；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

涂板（�）

9.5�冻⼲（两组的1号）涂板，按1e5、6、7、8涂板。共4*2=8板。（Amp）

注：冻⼲然后放硅胶⾥⼲燥，冻⼲产物就会⼀直如刚冻⼲好的样⼦，说明塌陷是因为残留⽔

数⽬ 各1管，共4管

菌名 pet改-T7-GFP、330、106、330-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

2020.09.09

昨⽇涂板结果





可⻅1e8组106094明显存活率更⾼，但是1e7开始则存活率反转，出现问题。对1e5的两个平板挑菌，

加Ara诱导，显⽰GFP组可产⽣荧光，106不可以，说明细胞没有弄反。推测是梯度稀释，从1e9稀释

⾄1e8时候有⼀管没有摇匀。本次实验作废，今⽇将这批冻⼲的pYB1a-GFP、106的2号按照1e8、7、

6涂板。

�

冻⼲（�）

绿⾊荧光有



�

菌名：BL21

质粒：pet改-GFP、330、106、330-106

数量：1e9/管（稀释4倍�OD~0.4~0.6，取~300~600�μL）

管数：各2管，外加⼀管⽤于摸梯度的CTRL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4+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涂板（YYX）

9.5�冻⼲（两组的2号）涂板，按1e6、7、8涂板。共3*2=6板。（Amp）

⸻⸻⸻⸻⸻⸻⸻⸻⸻⸻⸻⸻⸻⸻⸻—

2020.09.10

昨⽇涂板结果



这次是GFP更多，结果与预期不符。

⸻⸻⸻⸻⸻⸻⸻⸻⸻⸻⸻⸻⸻⸻⸻—

2020.09.11

转化（操作⼈：�）（阳转）

质粒：pet改-J100-GFP、J100/107/109-106

抗性：Kan

菌：BL21（DE3）[天根]

备注：应该转DH5a的，但转了BL21，应该也⾏，就这样吧，哈哈哈。

�

涂板（�）

9.9�冻⼲�⽤于摸梯度的的�CTRL�组涂板，按1e5、6、8涂板。共3板。（Kan）

⸻⸻⸻⸻⸻⸻⸻⸻⸻⸻⸻⸻⸻⸻⸻—

2020.09.12

昨⽇涂板结果



1e5较好，今⽇按此梯度图实验组各⼀管。

�

�

涂板（YYX）

9.9�冻⼲�实验组�各⼀管�涂板，按1e5涂板。共4板。（Kan）

接种（操作⼈：YYX）

菌名 pet改-J100-GFPJ100、107、109-106

菌株名 BL21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37℃摇过夜.

⸻⸻⸻⸻⸻⸻⸻⸻⸻⸻⸻⸻⸻⸻⸻—

2020.09.13

昨⽇涂板结果

来源 昨⽇涂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1�mL�in�15�mL�摇菌管（接2克隆）

数⽬ 各1管，共4管

菌名 pet改-J100-GFPJ100、107、109-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本次提⽰330和106有效果，但两个的叠加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么本次冻⼲另⼀管10天之后涂，观察

多天常温保存的效果）

�

冻⼲（�）

绿⾊荧光有

菌名：BL21



质粒：pet改-J100-GFP；J100、107、109-106

数量：1e9/管（稀释2倍�OD~0.2，取~500�μL）

管数：各2管，外加⼀管⽤于摸梯度的GFP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4+24+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另取1e9各1管，⽤100�μL⽔重悬；放于硅胶（室温）中，进⾏⼲燥实验，为其10天。

�

SDS�page（YYX）

将冻于-80℃的细菌样本取出，加2xSDS�室温5�min，95℃�10min制样；加⼊5×�蛋⽩上样缓冲液室温

稍放，浓度为80�μL（上样体积）内含有细胞3e9个。使⽤预制胶按说明书电泳，4℃考染过夜。9.15

清洗。

25kDa位置的条带似乎是⽬的条带，但由于有杂带，不能100%确定。

⸻⸻⸻⸻⸻⸻⸻⸻⸻⸻⸻⸻⸻⸻⸻—

2020.09.14



⸻⸻⸻⸻⸻⸻⸻⸻⸻⸻⸻⸻⸻⸻⸻—

2020.09.15

涂板（�）

9.5�⼲燥�pYB1a-GFP和106�各⼀管�涂板，按1e8、7、6涂板。共6板。（Amp）

9.13�冻⼲�GFP-2�摸条件�⼀管�涂板，按1e7、6、5涂板。共3板。（Kan）

⸻⸻⸻⸻⸻⸻⸻⸻⸻⸻⸻⸻⸻⸻⸻—

2020.09.16

昨⽇涂板结果

⼲燥实验结果也不对，怀疑这批菌状态不好。



9.13冻⼲，摸条件的⼀组，1e5即可。

�

涂板（�）

9.13�冻⼲�各⼀管（1号）�涂板，按1e5涂板。共4板。（Kan）

�

转化（�）

质粒：pet改-J107-GFP、J109-GFP、pet改-4（空载体）

抗性：Kan

菌：trans5a�1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质粒：吉林⼤学Jilin�2020给的�Arac-Pad-sfGFP

抗性：Cm

菌：trans5a�4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质粒：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106

抗性：Kan

菌：BL21�5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37℃倒置培养。

⸻⸻⸻⸻⸻⸻⸻⸻⸻⸻⸻⸻⸻⸻⸻—

2020.09.17



昨⽇涂板结果



转化均OK，LEA仍然较少。



冻⼲结果极好，随着106表达增加，抗冻⼲效果增加。

�

接种（操作⼈：�）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J100-GFP、J107-GFP、J109-GFP、pet改-4（空载体）；sHYa-dsRed、

sHYa-dsRed-J100-106094-15；Jilin-Arac-sfGFP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今⽇涂的平板

抗性 Kan；Amp；Cm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Jilin的Cm接单克隆）

数⽬ Jilin接2管；其余各1管，共11管

菌名 pet改-J100-GFP、J107-GFP、J109-GFP、pet改-4（空载体）；sHYa-dsRed、

sHYa-dsRed-J100-106094-15；Jilin-Arac-sfGFP-1、-2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100μM�UA�Vs.�⽆（对照组）；0�0.2、

0.4、0.6、0.8、1.0%�L-Arac

菌株名 BL21；Trans5a；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37℃摇过夜.

�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rans5a��pet改-J100-GFP、J107-GFP、J109-GFP、pet改-4（空载体）；sHYa-

dsRed、sHYa-dsRed-J100-106094-15；Jilin-Arac-sfGFP（2管，2个克隆；其余是多克隆）

保菌命名：pet改-J100-GFP、J107-GFP、J109-GFP、pet改-4（空载体）；sHYa-dsRed、sHYa-

dsRed-J100-106094-15；Jilin-Arac-sfGFP-1、-2

抗性：Kan、Amp、Cm

管数：各1管

�

以下是做冻⼲

接种（操作⼈：�）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抗性 Kan；Amp；Cm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2�mL�in�15�mL�摇菌管（2�μL菌液）；1�mL

in�15�mL�摇菌管（1�μL菌液）【加⼊Arac不同体积，⽤⽔补⻬⾄100，LB加

100】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

106

菌株名 BL21

来源 昨⽇涂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

数⽬ 各1管，共10管

菌名 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

106



�37℃摇过夜.

⸻⸻⸻⸻⸻⸻⸻⸻⸻⸻⸻⸻⸻⸻⸻—

2020.09.18

冻⼲（�）

绿⾊荧光有

左侧是pet改-空载体（+�2�mM�iPTG）；右侧是pet改-T7-sfGFP（+�2�mM�iPTG）

�

菌名：BL21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质粒：pet改-空，pet改-T7-sfGFP、330、89226、94205、106、107、330-106、LEA、OtsBA

数量：1e9/管（稀释10倍�OD~0.15~0.30，取~500�μL）

管数：各1管，外加1管空⽩对照，外加⽤于摸梯度的对照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冻结OK，真空3h后发现没把管⼦从冷阱中提上来⼲燥，所以停掉，将菌快速转⼊-80℃过夜，明天

重新进⾏6h抽真空⼲燥）

常温放置：~24+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另取5e9各1管，弃上清，冻于-80℃准备做SDS-PAGE/WB。

另取各100μL*2，使⽤酶标仪检测荧光

�

昨天的其他检测（外加8.31的阿拉伯糖和iPTG诱导效果⽐较）：

（1）尿酸检测：SHYa-dsRed加上106后本底表达过⾼。



⾃左向右：SHYa-dsRed�0、100�μM�UA；sHYa-dsRed-106�0、100�μM�UA

（2）J109、7、0检测：本次J109也很亮，昨天冻存的J109和J107-GFP有可能反了，下次复苏使⽤

时需要测序验证，本次实验有时间最好也重复⼀下。有可能诱导时间过⻓了。

⾃左向右：pet改-空，pet改-J109、7、0-sfGFP（+�2�mM�iPTG）

（3）Jilin-Arac-sfGFP-1：阿拉伯糖诱导效果很好，该元件⼤约在0.4%�L-AraC达到诱导峰值



⾃左向右：Jilin-Arac-sfGFP-1�+�L-Ara：0,�0.2%,�0.4%,�0.6%,�0.8%,�1%

�

以下是酶标仪检测结果：



增益：50

增益：100



增益：100

⸻⸻⸻⸻⸻⸻⸻⸻⸻⸻⸻⸻⸻⸻⸻—

2020.09.19

接种（操作⼈：�）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YYX）

�37℃摇过夜.

�

转化（YYX）

质粒：pet改-J100-GFP、J107-GFP、J109-GFP、pet改-4（空载体）

抗性：Kan

菌名 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

106

菌株名 BL21

来源 9.16涂的平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多克隆）

数⽬ 各1管，共10管

菌名 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

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trans5a�10�μL�/�BL21�25�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常温倒置培养过夜后放于37℃继续培养。

⸻⸻⸻⸻⸻⸻⸻⸻⸻⸻⸻⸻⸻⸻⸻—

2020.09.20

冻⼲（YYX）

绿⾊荧光有

�

菌名：BL21

质粒：pet改-空，pet改-T7-sfGFP、330、89226、94205、106、107、330-106、LEA、OtsBA

数量：1e9/管（稀释10倍�OD~0.15~0.30，取~500�μL）

�

管数：各1管，外加1管空⽩对照，外加⽤于摸梯度的对照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

常温放置：~24+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另取4e9各1管，弃上清，准备做SDS-PAGE/WB。

�

SDS�page（YYX）

将今⽇细菌样本取出，加2xSDS�室温5�min，95℃�10min制样；加⼊5×�蛋⽩上样缓冲液室温稍放，

浓度为120�μL内含有细胞4e9个（上样体积60�μL）。使⽤预制胶按说明书电泳，考染1�h，清洗过夜。



�

本次实验结果不明确，尝试⽤Western�blot鉴定。

�

接种（操作⼈：YYX）

菌名 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

106

菌株名 BL21

来源 9.16涂的平板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YYX）

�37℃摇过夜.

�

涂板（YYX）

9.18�冻⼲�摸条件管�涂板，按1e7�1e5涂板。（Kan）

⸻⸻⸻⸻⸻⸻⸻⸻⸻⸻⸻⸻⸻⸻⸻—

2020.09.21

昨⽇涂板结果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接2克隆）

数⽬ 各1管，共10管

菌名 pet改-4、pet改-sfGFP、330、89226、94205、106、107、LEA、OtsBA、330-

106

诱导剂 iPTG�2mM�（200�mM储液，加30�μL）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1e5和1e7没啥差别，猜测稀释时候操作有问题，根据经验，今⽇按1e5涂板。

�

冻⼲（�）

绿⾊荧光有

菌名：BL21

质粒：pet改-空，pet改-T7-sfGFP、330、89226、94205、106、107、330-106、LEA、OtsBA

数量：1e8/管（稀释4倍�OD~0.5，取50~100�μL）

�

管数：各1管，外加1管空⽩对照，外加⽤于摸梯度的对照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5�h

�

常温放置：~24+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另取5e9各1管，弃上清，准备做SDS-PAGE/WB。



�

涂板（�）

9.18�冻⼲�涂板，按1e5涂板。（Kan）

9.20�冻⼲�摸条件管�按1e7�1e5涂板。（Kan）

⸻⸻⸻⸻⸻⸻⸻⸻⸻⸻⸻⸻⸻⸻⸻—

2020.09.22

昨⽇涂板结果

9.20�冻⼲存活率较⾼，多⼲⼏天再考虑涂板。

�





9.18冻⼲，106有效果，其余的LEA有明显效果。

�

涂板（�）

9.9�冻⼲→⼲燥10天后�涂板，按1e5、6、7、8涂板。（Kan）

⸻⸻⸻⸻⸻⸻⸻⸻⸻⸻⸻⸻⸻⸻⸻—

2020.09.23

昨⽇涂板结果



1e5可计数，效果⾮常好。

⸻⸻⸻⸻⸻⸻⸻⸻⸻⸻⸻⸻⸻⸻⸻—

2020.09.24

⸻⸻⸻⸻⸻⸻⸻⸻⸻⸻⸻⸻⸻⸻⸻—

2020.09.25

保菌（操作⼈：��）

菌名：E.coli��TDPs+GFP（K+S）；TDPs+lux（K+A）

保菌命名：TDPs+GFP（K+S）；TDPs+lux（K+A）



抗性：K+S；K+A

管数：各1管，共2管。

备注：菌种未知，⼤概率是DH5a

�

接种（操作⼈：�）

�37℃摇约7�h.�由于没有链霉素，没加S。

�

接种（操作⼈：YYX）

�37℃摇过夜.

⸻⸻⸻⸻⸻⸻⸻⸻⸻⸻⸻⸻⸻⸻⸻—

2020.09.26

冻⼲（YYX）

菌名 TDPs+GFP（K+S）【实际未加S】

TDPs+lux（K+A）

菌株名 ？

来源 NEFU寄来的菌液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10�ul）

数⽬ 各1管，共2管

菌名 TDPs+GFP（K+S）【实际未加S】

TDPs+lux（K+A）

诱导剂 2�mM�iPTG

菌株名 ？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15�mL�in�50�mL�摇菌管（15�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E.�Coli�菌种未知�NEFU-China寄来的两个菌�TDPs+GFP；TDPs+lux

质粒：TDPs+GFP；TDPs+lux

数量：1e8、9、10/管（稀释10倍�OD~0.15~0.30）

�

管数：1e8和9各3管；1e10各1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常温放置：~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邮寄回NEFU，测试复苏后能否sense�TNT

�

转化（YYX）

质粒：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改-J100-106-

pdtA�+�pYB1a-GFP

抗性：Amp�+�Kan

菌：trans5a�30�μL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常温倒置培养过夜后放于37℃继续培养。

⸻⸻⸻⸻⸻⸻⸻⸻⸻⸻⸻⸻⸻⸻⸻—

2020.09.27

昨⽇涂板结果

昨⽇冻⼲



陆运寄给NEFU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空,�pet改-J100-sfGFP,�pet改-J100-106094,�pet改-J100-106094-AAV;�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

改-J100-106-pdtA�+�pYB1a-GFP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近⽇涂板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10�ul）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

�

数⽬ 各1管，共7管

菌名 pet改-空,�pet改-J100-sfGFP,�pet改-J100-106094,�pet改-J100-106094-AAV;�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

改-J100-106-pdtA�+�pYB1a-GFP

诱导剂 -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空,�pet改-J100-sfGFP,�pet改-J100-106094,�pet改-J100-106094-AAV;�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

改-J100-106-pdtA�+�pYB1a-GFP

诱导剂 2�mM�iPTG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



�37℃摇过夜.

⸻⸻⸻⸻⸻⸻⸻⸻⸻⸻⸻⸻⸻⸻⸻—

2020.09.28

昨⽇摇菌

绿⾊荧光有

改-J100-106-pdtA�+�pYB1a-GFP

诱导剂 2�mM�iPTG�+�0.2%�L-Ara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左向右是：pet改-空载体�-iPTG、+iPTG；pet改-sfGFP�-iPTG、+iPTG；pet改-106-pdtA�+�pYB1a-

GFP�+iPTG�-Ara、+Ara

稀释6倍测OD，前14个（-Ara）各取2管3e9；后三个（+Ara）各取3管3e9。离⼼弃上清，放于-80℃

保存。⽤于WB。

⸻⸻⸻⸻⸻⸻⸻⸻⸻⸻⸻⸻⸻⸻⸻—

2020.10.10

SDS-Page�

9.21收的样，5e9/管，+200μL�2xSDS裂解，再加6x上样缓冲液。取20μL上样。12%的胶。



⾃左向右：空、sfGFP、330、892、942、106、107、LEA、OtsBA、330-106。均+iPTG

⸻⸻⸻⸻⸻⸻⸻⸻⸻⸻⸻⸻⸻⸻⸻—

2020.10.12

SDS-Page

9.28收的样，3e9/管，+120μL�2xSDS裂解，再加6x上样缓冲液。取20μL上样。12%的胶。

�

⾃左向右：空、sfGFP、106、106AAV；空、sfGFP、106、106pdt+GFP（-Ara）、106+mfLon（-

Ara）、106pdt+mfLon（-Ara）、106pdt+GFP（+Ara）、106+mfLon（+Ara）、

106pdt+mfLon（+Ara）。均+iPTG。

�

结果：所有条带模糊，怀疑样品细胞数量不⾜，重新制样。

⸻⸻⸻⸻⸻⸻⸻⸻⸻⸻⸻⸻⸻⸻⸻—

2020.10.13

转化（�）

质粒：pet改-空、sfGFP、106094、106-AAV、106-pdtA。均为J100启动⼦。



抗性：Kan

菌：trans5a�5�μL

�

质粒：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改-J100-106-

pdtA�+�pYB1a-GFP；pet改-J100-106�+�pYB1a-GFP

抗性：Amp�+�Kan

菌：trans5a�15�μL

�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常温倒置培养过夜后放于37℃继续培养。

⸻⸻⸻⸻⸻⸻⸻⸻⸻⸻⸻⸻⸻⸻⸻—

2020.10.14

昨⽇涂板结果



接种（操作⼈：�）

�37℃摇约5�h.�

�

接种（操作⼈：�）

菌名 pet改-空、sfGFP、106094、106-AAV、106-pdtA；pet改-J100-106-pdtA�+

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改-J100-106-pdtA�+

pYB1a-GFP；pet改-J100-106�+�pYB1a-GFP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多克隆）

数⽬ 各1管，共9管

菌名 pet改-空、sfGFP、106094、106-AAV、106-pdtA

诱导剂 iPTG�2�mM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

�

�37℃摇过夜.

⸻⸻⸻⸻⸻⸻⸻⸻⸻⸻⸻⸻⸻⸻⸻—

2020.10.15

昨天摇的细菌，收样。

抗性 Kan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

改-J100-106-pdtA�+�pYB1a-GFP；pet改-J100-106�+�pYB1a-GFP

诱导剂 2�mM�iPTG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pet

改-J100-106-pdtA�+�pYB1a-GFP；pet改-J100-106�+�pYB1a-GFP

诱导剂 2�mM�iPTG�+�0.2%�L-Ara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上午的菌液

抗性 Kan+Amp

体积 5�mL�in�15�mL�摇菌管（5�μL菌液）

数⽬ 各1管



绿⾊荧光有：



收4e9/管，各1管。



跑SDSpage，两块胶。



效果不理想，106的条带就不明显，⽆法考证降解有⽆发⽣。可能是J100在DH5a中表达太弱，SDS看

不到。

�

接种（操作⼈：yyx）

�37℃摇过夜.�

菌名 pet改-sfGFP、106094、106-pdtA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Kan；Kan+Amp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多克隆）

数⽬ 各1管，共9管



⸻⸻⸻⸻⸻⸻⸻⸻⸻⸻⸻⸻⸻⸻⸻—

2020.10.16

接种（操作⼈：�）

�37℃摇约4�h.�

�

接种（操作⼈：�）

转化（�）

粒：pet改-J100-sfGFP、T7-106094、J100-106

抗性：Kan

菌：trans5a�30�μL

�

粒：pet改-空、J100-sfGFP、J100-106094、J100-106-AAV、J100-106-pdtA

抗性：Kan

菌：BL21�40μL

菌名 pet改-sfGFP、106094、106-pdtA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摇的菌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

数⽬ 各1管，共3管

菌名 pet改-sfGFP、106094、106-pdtA

诱导剂 iPTG�2�mM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中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

质粒：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

抗性：Amp�+�Kan

菌：BL21�50�μL

�

其他细节：复苏1�h，涂板。常温倒置培养过夜后放于37℃继续培养。

⸻⸻⸻⸻⸻⸻⸻⸻⸻⸻⸻⸻⸻⸻⸻—

2020.10.17

昨⽇涂板

冻⼲（�）

绿⾊荧光有



菌名：trans5a

质粒：pet改-J100-sfGFP、106、106-pdtA

数量：1e9/管（稀释4倍�OD~0.5，取~500�μL）

�

管数：各3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

常温放置：~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接种（操作⼈：��YYX）

菌名 pet改-J100-sfGFP、T7-106094、J100-106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多克隆）

数⽬ 各1管，共3管

菌名 pet改-空、J100-sfGFP、J100-106094、J100-106-AAV、J100-106-pdtA

菌株名 BL21



�37℃摇约6�h.�

�

接种（操作⼈：YYX）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多克隆）

数⽬ 各1管，共5管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

菌株名 BL21

来源 昨⽇涂板

抗性 Amp�+�Kan

体积 0.5�mL�in�15�mL�摇菌管（多克隆）

数⽬ 各1管，共2管

菌名 pet改-J100-sfGFP、T7-106094、J100-106

诱导剂 iPTG�2�mM

菌株名 trans5a

来源 中午的菌液

抗性 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空、J100-sfGFP、J100-106094、J100-106-AAV、J100-106-pdtA；pet

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

诱导剂 iPTG�2�mM



37℃诱导过夜

⸻⸻⸻⸻⸻⸻⸻⸻⸻⸻⸻⸻⸻⸻⸻—

2020.10.18

冻⼲（�）

绿⾊荧光有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中午的菌液

抗性 Kan；Amp+Kan

体积 4�mL�in�15�mL�摇菌管（4�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 pet改-J100-106-pdtA�+�pYB1a-mf-Lon;�pet改-J100-106�+�pYB1a-mf-Lon

诱导剂 iPTG�2�mM�+�L-Ara�0.2%

菌株名 BL21

来源 中午的菌液

抗性 Amp+Kan

体积 3�mL�in�15�mL�摇菌管（3�μL菌液）

数⽬ 各1管



菌名：trans5a

质粒：pet改-J100-GFP、T7-106、J100-GFP

数量：1e9/管（稀释4倍�OD~0.5，取~500�μL）

�

菌名：BL21

质粒：pet改-J100-GFP、J100-106、J100-106-pdtA

数量：5e8/管（稀释4倍�OD~0.5，取~500�μL）

�

管数：各2管

冻⼲液：3%葡糖（⽔）【使⽤前冰上预冷】�100�μl

冻结时间：2�h

真空抽⽔时间：6�h

�

常温放置：~20�h（松盖放于硅胶桶中）

�

SDS-PAGE

昨天的菌BL21�9个，各收3e9。150�μL�2�X�SDS裂解。取20�μL跑胶。12%.�

pet改-空、J100-sfGFP、J100-106、J100-106-AAV、J100-106-pdtA：以上均加iPTG；

J100-106�+�mf-Lon，-pdt�+�mf-Lon：加oPTG，-和+�Ara。



昨天冻⼲3个涂板，按1e5涂板。

⸻⸻⸻⸻⸻⸻⸻⸻⸻⸻⸻⸻⸻⸻⸻—

2020.10.19

昨⽇涂板结果



pdt保护效果不明显，看今⽇BL21中的效果。

�

昨天冻⼲6个涂板，按1e5涂板。

⸻⸻⸻⸻⸻⸻⸻⸻⸻⸻⸻⸻⸻⸻⸻—

2020.10.20

昨⽇涂板结果

�





pdt的确实表达不好，J100-106有⼀定促进DH5a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