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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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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方法：体外转录野生型 KLF7b mRNA、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体

mRNA；
设计合成特异性 KLF7b 反义吗啉代寡核苷酸（morpholino oligonueleitide，
MO）；
在 1~2 细胞期注射到斑马鱼胚胎体内以实
现 KLF7b 的过表达、
位点突变与敲降；
观察胚胎表型并利用定量 PCR 检测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变化，
钙黄绿素染色观察斑马鱼骨

骼发育情况。结果：
过表达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的发育无明显影响；
敲降 KLF7b 或注射乙酰化位点突变的 KLF7b 后，
斑马鱼胚胎
出现心包积液、
体轴和头部发育的异常，
肌肉发育标志基因表达下调。结论：
KLF7b可通过乙酰化修饰影响斑马鱼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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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KLF7b on embryo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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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KLF7b on embryo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Methods：Wild⁃type KLF7b mRNA and

KLF7b acetylated site mutant mRNA were transcripted in vitro. Specific mRNA and morpholino oligonueleitides（MOs）were used to
overexpress or site mutate or knockdown KLF7b by microinjection at 1~2 cells stage. The phenotypes of embryos were observed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expressions of marker genes were tested by quantitative RT ⁃ PCR. The bon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was

detected by calcein staining. Results：KLF7b overexpression had no effects on embryo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KLF7b knockdown or
acetylated site mutation caused embryonic abnormalities including pericardial effusion，the developmental malformations of somite and
head. The marker genes of muscle were down ⁃ regulated. Conclusion：KLF7b 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via its own
acet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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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üppel⁃like factor（KLFs）是一类锌指蛋白转录
因子家族，迄今为止，在哺乳动物中已经发现 17 个
KLFs 家族成员（KLF1~17）。该家族成员在细胞的
增殖、分化、迁移、凋亡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
参与胚胎的发育、
心肌的重塑和纤维化、
血管和神经
［1-8］
形成、骨代谢、糖代谢等病理生理过程 。1998 年，
Matsumoto 等［9］通过简并 PCR 技术在人血管内皮细
胞中发现一个未被报道过的 KLF 基因，并且发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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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在成人多种组织中，因此将其命名为广泛
表达的 Krüppel 样因子（ubiquitous KLF，UKLF），又
称为 KLF7。KLF7 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遗传相关
性分析表明 KLF7 是人类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的一个候
选基因，
可抑制脂肪前体细胞的分化，
并下调许多脂
肪分化相关基因如 PPARγ、C/EBPα 和 FABP4［10- 12］。
而在已经分化的脂肪细胞中过表达 KLF7，会抑制瘦
素（leptin）和脂联素（adiponectin）等脂肪细胞因子的
表达［12］。同时 KLF7 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参与 2
型糖尿病的调节［13］。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析
发现，KLF7 在心血管疾病血清标志物的调控中处于
核心地位，5′UTR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缺血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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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显著相关［14-15］。表观遗传学研究表明，
在弥漫
型胃腺癌患者中 KLF7 的甲基化程度明显升高［16］。
对 KLF7 生理功能的研究多集中在神经发育、
再生等方面，例如 KLF7 高表达于小鼠嗅球、大脑皮
层、海马、中脑等脑部区域［17］，KLF7 敲除小鼠由于神
经发育缺陷在 2 d 内死亡［18］，过表达 KLF7 促进成年
小鼠皮质脊髓束轴突的再生［19］，而对于其在胚胎发
育中作用的研究较少。斑马鱼中 KLFs 家族共有 24
个成员，KLF7 又分为 KLF7a 和 KLF7b［20］。斑马鱼
KLF7 基因通常指 KLF7b［21］，KLF7b 与 KLF6a 共同作
用促进斑马鱼视网膜神经元的再生［22］。本研究通
过过表达、敲降及乙酰化位点突变等方式，初步探
讨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及机制。
1

1.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实验用鱼为野生型 TU 品系和 Tg（fli1：GFP）转
基因品系，均购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
年斑马鱼饲养于 28.5 ℃恒温循环系统中（上海海
圣），雌雄分开饲养并给予 14 h 光照和 10 h 黑暗，以
保证斑马鱼的正常生物钟节律。
限制性内切酶、逆转录试剂盒、T4 DNA 连接酶
（Thermo Fermentas 公 司 ，美 国）；RNeasy Mini Kit
（QIGEN 公 司 ，德 国）；SP6 mMessageTM Kit、TRIzol
（Ambion 公司，美国）；2×Taq mix、Fast Mutagenesis
Kit V2 点突变试剂盒（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PrimeSTAR 高 保 真 DNA 聚 合 酶 、SYBR@
Green Premix EX TaqTM 定量 PCR 试剂盒（TaKaRa 公
司，
日本）；
钙黄绿素（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胚胎处理和显微注射
实验前 1 d 傍晚，将雌鱼和雄鱼按照 1∶2 的比例
放入交配盒中，置于 28.5 ℃的黑暗环境中过夜。第
2 天早上光照后抽板，
每隔 15 min 收集 1 次胚胎，
将胚
胎培养于 Holt 缓冲液（60 mmol/L NaCl，0.67 mmol/L
KCL，0.3 mmol/L NaHCO3，0.9 mmol/L CaCl2）中。在
斑马鱼胚胎 1~2 细胞期，进行显微注射（1 nL/胚胎）
并将注射后的胚胎培养在 28.5 ℃恒温箱中。
1.2.2 质粒构建及 mRNA 的制备
根据 GenBank 提供的 KLF7b 基因序列设计并
合成引物，PCR 扩增后经 T4 酶连接得到 pcs2 + 4HA⁃
KLF7b 质粒。以该质粒为模板，利用点突变试剂盒
进行定点突变，将赖氨酸突变为精氨酸后分别得到
KLF7b mut1、KLF7b mut2、KLF7b mut1&2 质粒。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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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序列见表 1。各质粒经 XbaⅠ单酶切过后，利用
SP6 体外转录试剂盒进行体外转录，制备 KLF7b 及
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体的 mRNA。
1.2.3 反义吗啉代寡核苷酸
根据 KLF7b 基因序列设计特异性的反义吗啉
代寡核苷酸（morpholino oligonueleitide，MO），命名
为 KLF7b MO。KLF7b MO 作用于 KLF7b 基因 3 号外
显子与内含子连接处，干扰 KLF7b 内含子的正常剪
接，从而达到下调 KLF7b 基因表达的目的。KLF7b
MO 序列为：5′⁃GTGCTTCTCTTACCTGTCGCAGTGG⁃
3′［22］，由美国 Gene Tools 公司合成。以 2 ng/nL 进行
显微注射，收取斑马鱼胚胎受精后 24 h（24 hpf）RNA
进行 PCR 扩增验证敲降效率。
1.2.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收集特定发育阶段的胚胎并利用 TRIzol 进行
RNA 提取，RNA 纯化后取 1 μg 作为模板并进行逆
转录。将逆转录得到的 cDNA 按 1∶10 稀释后，利
用定量 PCR 试剂盒进行荧光定量检测。引物序列
见 表 1。 反应条件为：95 ℃，10 min 预变性，95 ℃
15 s，60 ℃ 60 s，40 个循环。实验所得 Ct 值根据 2-ΔΔCt
计算。
1.2.5 钙黄绿素染色
配制 0.2%钙黄绿素，4 ℃避光保存。斑马鱼胚
胎发育至 72 hpf（受精后 72 h）时，用 0.2%钙黄绿素
避光染色 1 h，培养液中静置 2 h，然后将斑马鱼胚胎
麻醉后于荧光显微镜（Olympus 公司，
日本）下观察骨
骼发育情况并拍照。
1.3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利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t 检验分析，实验至少
重复 3 次。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KLF7 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通过比对斑马鱼 KLF7a 和 KLF7b 氨基酸序列
发 现 ，KLF7a、KLF7b 两 者 氨 基 酸 相 似 性 为 76% 。
KLF7a 与 人 KLF7 氨 基 酸 同 源 性 为 66% ，与 小 鼠
KLF7 氨 基 酸 同 源 性 为 67% ；KLF7b 与 人 和 小 鼠
KLF7 氨 基 酸 同 源 性 分 别 为 65% 和 66% 。 KLF7a、
KLF7b 羧基末端的锌指结构与人和小鼠的序列同源
性为 100%（图 1A）。提示作为转录因子，斑马鱼
KLF7 功能具有保守性。
2.2 过表达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为研究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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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基因名称

·607 ·

引物序列（5′→3′）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5′→3′）

正义

反义

KLF7b

ATGGACGTGTTGGCGAATTAC

GATATGTCGCTTCATGTGCAA

KLF7b mut2

GCTGTCGGAAGGTTTACACACGAAGCTCCCA

TGTAAACCTTCCGACAGCCATTAAACTGGCAG

KLF7b mut1
KLF7b mut1&2
desma
myod
myf5

TrkA

map2
18s

β⁃actin

TCGGCGGGTTTACACAAAAAGCTCCCACC

GTGTAAACCCGCCGACAGCCATTAAACTGGC

GGCGGGTTTACACACGAAGCTCCCACCTGAAGGCA
ACGAAATATTCAGCCTCCGC
ACTTCTACGACGACCCTTGC

TGAGGCATCTTCGTTCGCTT

GAGACCCGCTATGCCTACAC

CCATGAACTTGGCTCGGACT

CTACTTCCAATCCCACAAC

GAACGACCATCCTTTACAT

TCGCTAGTTGGCATCGTTTATG

CGGAGGTTCGAAGACGATCA

TACAGCTTCACCACCACAGC

Human⁃KLF7：
Mus⁃KLF7：
Xeno⁃KLF7：
Zero⁃KLF7a：
Zero⁃KLF7b：
Human⁃KLF7：
Mus⁃KLF7：
Xeno⁃KLF7：
Zero⁃KLF7a：
Zero⁃KLF7b：
Human⁃KLF7：
Mus⁃KLF7：
Xeno⁃KLF7：
Zero⁃KLF7a：
Zero⁃KLF7b：
Human⁃KLF7：
Mus⁃KLF7：
Xeno⁃KLF7：
Zero⁃KLF7a：
Zero⁃KLF7b：

B

GAGCTCTTGGTCACCTCGTA

CTCGATGTGGTGATGCTCGT

CCTGCGGGAATGAGGAACAT

A

TTCGTGTGTAAACCCGCCGACAGCCATTAAACT

AAGGAAGGCTGGAAGAGAGC

*

20

*

40

*

60

*

80

*

100

*

120

*

140

*

160

*

180

*

200

*

220

*

240

*

260

*

280

*

300

ZFNⅡ

ZFNⅢ

ZFNⅠ
：
302
：
301
：
293
：
286
：
295

：
80
：
80
：
80
：
75
：
75
：
159
：
159
：
156
：
142
：
155
：
236
：
235
：
227
：
220
：
229

Human⁃KLF7
Mus⁃KLF7
Xeno⁃KLF7
Zero⁃KLF7a
Zero⁃KLF7b

A：
不同物种 KLF7 氨基酸序列；
B：
KLF7 生物进化树。

图 1 不同物种中 KLF7 氨基酸序列比对

Figure 1 Alignment of KLF7 amino acids sequences in different species

先体外转录 KLF7b mRNA，然后利用显微注射技术
向 1~2 细 胞 期 斑 马 鱼 胚 胎 分 别 注 射 不 同 浓 度
KLF7b mRNA。 分 别 注 射 KLF7b mRNA 50、100、
200 pg 后，胚胎整个发育过程中均无明显的畸形出
现。收集 200 pg 注射组发育至 36 hpf 的胚胎并进行
RNA 提取，检测 KLF7b 过表达效率。定量结果显示
KLF7b 表达量明显升高（图 2A）。通过观察不同发
育时期的斑马鱼胚胎发现，发育至 72 hpf 仍无明显
发育异常出现（图 2B）。
2.3 敲降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通过敲降 KLF7b 来研究该基因的作用。根据

文献报道［22］，合成 KLF7b MO，通过封闭 KLF7b 的剪
接位点而抑制基因表达；注射后收集 24 hpf 胚胎，提
取 RNA 验证 MO 敲降效率。PCR 结果显示，注射
KLF7b MO（2 ng/nL）后，MO 组正常剪接型 KLF7b 条
带明显减弱，同时出现较强的异常剪接型 KLF7b 条
带（图 3A），提示 KLF7b MO 能够有效地抑制 KLF7b
基因的表达。
敲降 KLF7b 后，斑马鱼胚胎发育至 24 hpf 尚无
明显畸形；至 36 hpf 斑马鱼胚胎开始出现轻微的卵
黄囊水肿；胚胎发育至 48 hpf，卵黄囊水肿程度加重
并伴有心包积液，此外，部分胚胎还伴有体轴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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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0 hpf 斑马鱼胚胎心包积液和体轴萎缩程度比早
期加重，
出现头部的畸形；
72 hpf 胚胎的表型与 60 hpf
一致，主要为尾部发育萎缩和明显的心包水肿、头
部发育畸形（图 3B）。
针对体轴缩短的表型，收集 36 hpf 胚胎并检测
相关基因的表达。定量结果显示，敲降 KLF7b 后，
斑马鱼神经发育标志基因 map2、TrkA，肌肉相关基
因 desma、myod 表达量均下调（图 3C），myf5 基因表
达量也下调，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KLF7b 乙酰化修饰对斑马鱼发育的影响
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在 KLF7b 的第 1 个锌指结
构域中存在乙酰化修饰位点（第 221 位和 225 位）
A

*

15

36 hpf

48 hpf

60 hpf

72 hpf

对照组

KLF7b mRNA 相对表达

20

（图 4A）。为探讨 KLF7b 的乙酰化修饰是否影响斑
马鱼胚胎的发育，本研究构建了 3 种 KLF7b 乙酰化
位 点 突 变 的 质 粒 ，分 别 为 Lys221 突 变 的 KLF7b
mut1、Lys225 突变的 KLF7b mut2、Lys221 和 Lys225
同时突变的 KLF7b mut1&2（图 4B）。基因测序结果
显示这 3 种质粒构建成功（图 4C）。向斑马鱼胚胎
中 注 射 3 种 突 变 体 各 200 pg 后 ，发 现 在 24 hpf
KLF7b mut1 组、KLF7b mut1&2 组斑马鱼胚胎开始
出现畸形，主要表现为卵黄囊水肿、尾部发育萎缩、
体轴变短、头部发育畸形，这种畸形在发育的过程
中持续存在；胚胎发育至 72 hpf 表现为明显的尾部
畸 形 、心 包 积 液 和 卵 黄 囊 膨 大（图 4D、5C）。 而
24 hp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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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对照组

过表达组

5
过表达组

*
A：KLF7b 过表达效率验证（与对照组比较，
P＜0.001，
n=3）；B：
过表达 KLF7b（200 pg）斑马鱼胚胎不同时期表型（×40）。

图2

过表达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KLF7b overexpre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embryos

1 000 bp750 bp-

M

Con

MO 阴性参照

-正常剪接型 KLF7b
-异常剪接型 KLF7b

250 bp-

0.0

36 hpf

48 hpf

60 hpf

72 hpf

MO

*

*

desma myod

MO

1.0
0.5

24 hpf

Con

1.5

mRNA 相对表达

C

-β⁃actin

B

Con

A

**
myf5

**

TrkA map2

A：KLF7b MO 敲降效率验证；B：敲降 KLF7b 后斑马鱼胚胎不同时期表型，箭头所示为胚胎发育异常区域（×40）；C：荧光定量 PCR 检测敲降

KLF7b 后 36 hpf 肌肉、神经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n=3）。

图3

敲降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KLF7b knockdown on th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embr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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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F7b mut2 组至 72 hpf 胚胎发育仍基本正常，发育
过程中无明显畸形出现（图 4D、5C）。
针对胚胎发育中体轴发育畸形，利用钙黄绿素
染色观察 72 hpf 斑马鱼骨骼发育情况。染色结果显
示，KLF7b mut2 组斑马鱼骨骼发育与对照组相比无
明显差异（图 5A、C），而 KLF7b mut1、KLF7b mut1&2
组斑马鱼体轴发育不完整，斑马鱼骨骼发育畸形，
尾部发育萎缩，斑马鱼体轴变短（图 5A）。此外，还
利用 Tg（fli1：GFP）转基因品系斑马鱼观察 KLF7b 乙
A

NLS
N

23aa
PENKKRV

B
RVYTRS
mut1 mut2

mut1

23aa TGAKPFK

21aa

C

KVYTKS

mut2 GAAGGTTTACACACGAAGCTCCCACCTGAAGGCACACCAGAGGAC
*

Con GAAGGTTTACACAAAAAGCTCCCACCTGAAGGCACACCAGAGGAC

mut1&2 GCGGGTTTACACACGAAGCTCCCACCTGAAGGCACACCAGAGGAC
*
*

mut2

mut1&2

Con

mut1

mut2

mut1&2

72 hpf

24 hpf

48 hpf

12 hpf

6 hpf

36 hpf

Con

TGEKPYF

mut1 GCGGGTTTACACAAAAAGCTCCCACCTGAAGGCACACCAGAGGAC
*
Con GAAGGTTTACACAAAAAGCTCCCACCTGAAGGCACACCAGAGGAC

mut1&2

D

ZFNⅢ
ZFNⅢ

ZFNⅡ

Con GAAGGTTTACACAAAAAGCTCCCACCTGAAGGCACACCAGAGGAC

C
KVYTKS

酰 化 位 点 突 变 后 对 斑 马 鱼 血 管 发 育 的 影 响 。 Tg
（fli1：GFP）是一种血管内皮细胞标记的转基因斑马
鱼品系，可用以观察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血管生成情
况 。 发 现 KLF7b mut2 组 血 管 发 育 正 常（图 5B），
KLF7b mut1、KLF7b mut1&2 组无完整的斑马鱼血管
发育系统，斑马鱼血管网的发育受到破坏（图 5B）。
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 KLF7b mut1、KLF7b mut1&
2 组神经标志基因 TrkA、map2 下调，肌肉标志基因
desma、myod 有下调趋势（图 5D），与敲降 KLF7b 后

ZFNⅠ

Aci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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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LF7b 蛋白结构示意图，箭头所示为乙酰化位点；B：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示意图；C：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质粒测序结果，*所示

为碱基突变位点；
D：
注射 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体（200 pg）斑马鱼胚胎不同时期表型（×40）。

图 4 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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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相对表达

A

Effects of KLF7b acetylated sites mut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embryos
胚胎畸形率（%）

Figure 4

1.0

*

0.5

Con mut1 mut2 mut1&2

0.0

Con
mut1
mut1&2
**
***

desma myod TrkA map2

A：钙黄绿素染色观察 72hpf 斑马鱼骨骼发育；B：Tg（fli1：GFP）转基因品系观察斑马鱼 72 hpf 血管发育；C：48 hpf 后胚胎畸形率统计；D：荧

*
**
光定量 PCR 检测 24 hpf 后肌肉、神经相关基因表达量（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
n=3）。

图 5 KLF7b 乙酰化位点突变对斑马鱼发育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KLF7b acetylated sites mutation on zebrafis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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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变化的趋势一致。
3

讨 论

斑马鱼作为模式动物，产卵量大，发育迅速，易
于繁殖和饲养，可进行大规模筛选；同时斑马鱼体
外受精，胚胎透明，可利用转基因技术进行斑马鱼
特定组织的荧光标记从而进行活体追踪，是研究胚
胎发育理想的模型。
通过序列比对发现，KLF7b 羧基末端的 DNA 结
合域和氨基末端富含酸性氨基酸的功能域，在人、
小鼠、非洲爪蛙、斑马鱼中高度保守，这也提示了
KLF7 功能的保守性。
敲降 KLF7b 后，通过表型分析发现，在胚胎发
育的早期，敲降 KLF7b 对胚胎发育并无明显影响，
当胚胎发育至 36 hpf 开始出现轻微的卵黄囊水肿，
随着发育时间的不断推移，胚胎的畸形程度更加明
显，72 hpf 表现为心包水肿、头部和尾部发育畸形、
体轴变短。这些结果表明 KLF7b 在多个组织器官
的发育中起作用，提示了其功能的广泛性，也与文
献报道的其表达广泛［9］的特点相吻合。
有文献报道 KLF7 高表达于发育中的小鼠［17］和
斑马鱼的中枢神经系统（http：
//zfin.org），KLF7 突变
的小鼠会导致严重的嗅球、大脑皮质、海马体和视
网膜神经元等神经系统发育缺陷［18，20］。对成年斑马
鱼的研究发现，KLF7 在神经的发育与再生的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22］。本研究也观察到类似现象，如敲
降 KLF7b 导致头部发育异常、体轴变短等神经发育
异常的表型。针对体轴变短这一表型，还检测了神
经、肌肉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结果显示神经发育
相关基因 map2、TrkA 的表达确实与文献报道［23］一
致，呈下降趋势，而且肌肉相关标志基因的表达也
受到抑制。本研究中，定量 PCR 结果虽然在分子水
平上提示 KLF7b 影响神经、肌肉发育相关基因的表
达，但是明确哪些基因是受 KLF7b 调控的靶基因，
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作为转录因子，KLFs 可转录调控下游靶基因，
而其自身的转录活性也受到多种修饰作用的影响，
如乙酰化、磷酸化、泛素化和 sumo 化等。例如 KLF1
可通过乙酰化和磷酸化修饰增强对下游基因的转
录调控作用［24-25］，KLF4 通过泛素化作用降低对细胞
周期的抑制作用，细胞重新进行分裂［26］。有文献报
道 KLF7 也受到甲基化、乙酰化修饰调节［16，27］。为探
究 KLF7b 对胚胎发育的影响是否与 KLF7b 乙酰化
有关，本研究构建了 KLF7b 的乙酰化位点突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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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注射乙酰化位点突变的 KLF7b mRNA

后，与敲降 KLF7b 后胚胎畸形相似，胚胎也表现为
心包积液、头部和体轴发育的异常。Lys221 单点突

变 组（KLF7b mut1）、Lys221 和 Lys225 同 时 突 变 组

（KLF7b mut1&2）胚胎表型相似，畸形程度相当，而

Lys22 突变组（KLF7b mut2）对胚胎的整个发育过程
无明显影响。这一结果提示，KLF7b 的乙酰化修饰
影响了胚胎发育，而两个乙酰化修饰位点中，Lys221
可能起主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过表达
KLF7b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无影响，而敲降 KLF7b 或
第 221 位赖氨酸位点突变后造成斑马鱼胚胎出现心
包积液、
头部和体轴发育的畸形，
提示在斑马鱼胚胎
发育过程中，
KLF7b可通过乙酰化修饰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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