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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过表达 miR⁃155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和机制。方法：利用 qRT⁃PCR 检测 miR⁃155 在斑马鱼胚胎发

育各阶段的表达；通过显微注射的方法将 miR⁃155 mimic 转入斑马鱼胚胎，实现基因的过表达；利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
法检测过表达 miR⁃155 后发育相关标志性基因的表达变化；利用 ETS1 的 mRNA 对过表达 miR⁃155 的胚胎进行补救实验。结

果：miR⁃155 在胚胎发育时期均有表达，在器官形成期表达量明显增高；过表达 miR⁃155 导致斑马鱼胚胎发育迟缓、褪膜延迟、
腹部及心包积液、尾部变短变粗，肝脏、小肠、心脏及肌肉发育相关标志性基因表达下调；ETS1 能缓解过表达 miR⁃155 所致发育
畸形。结论：
过表达 miR⁃155 可能通过负向调控 ETS1 而影响斑马鱼胚胎肝脏、小肠、心脏及肌肉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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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miR ⁃ 155 overexpre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embryos.

Methods：The expression of miR⁃155 during each stage of embryogenesis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T⁃PCR. miR⁃155 mimic was
microinjected to the 4 blastomeres of 4⁃cell stage embyos to overexpress the gene. The expressions of developmental related marker

genes were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T⁃PCR，and ETS1 mRNA was used to rescue embryos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miR⁃ 155.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 ⁃ 155 was found in the whole embryonic development period and obviously increased in the periods of

organogenesis. Overexpression of miR ⁃ 155 leads to retardation of embryo development，delayed membrane depletion，abdominal and
pericardial effusion，
tail shortening and thickening，
and down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related to liver，
intestine，
heart and muscle
development. ETS1 can reduce the developmental malformation caused by overexpression of miR⁃ 155. Conclusion：Overexpression of
miR⁃155 may affect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through negative regulation of ETS1.

［Key words］ miR⁃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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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onic development

自从第 1 个微小 RNA（microRNA）基因 Lin⁃4 在
线虫中被发现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microRNA 参
与增殖、
分化、
凋亡等多种细胞功能，
并与糖尿病、
心
［1］
血管疾病、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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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RNA 广泛存在于各种动植物中，在物种进化过程
中，其序列和基因位置具有高度同源性和保守性，
是一类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表达的 18~24 个核苷
酸的单链非编码 RNA 分子。microRNA 主要通过其
5′端第 2~8 个碱基所组成的“种子序列”与靶基因
mRNA 的 3′端非翻译区（3′UTR）互补配对，形成诱
导 沉 默 复 合 体（RNA 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从而诱导靶基因 mRNA 的降解或抑制其翻
译为蛋白而进行基因调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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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发育是一个复杂过程，主要依赖于对多种
基因时空特异性表达的精密调控，microRNA 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调控作用［1］。例如，miR⁃430 参与神经管
形成，对斑马鱼大脑发育起重要作用［4］；miR⁃1 参与
血管生成［5］；抑制 miR⁃214 可引起胚胎中慢肌细胞
的减少或缺失［6］；miR⁃375 参与胰岛素的分泌等［7］。
miR⁃155 具有多种调控功能，参与多种肿瘤性
疾病的发生，包括白血病、乳腺癌、肠癌、宫颈癌、胰
腺导管腺癌等［8-12］。miR⁃155 对骨髓细胞和红细胞
生成具有重要作用［13-14］，在 miR⁃155 缺失的小鼠中，
树突状细胞的抗原呈递功能缺失，影响 T 细胞的活
化，免疫功能明显受损［15-16］。而 miR⁃155 在胚胎发
育方面的功能尚知之甚少。斑马鱼作为脊椎动物
中的模式生物，具有产卵多、发育快、早期胚胎透明
以及完善的胚胎和遗传学操作技术等优点，已成为
miRNA 的功能研究、胚胎发育机制和生物进化等方
面的理想实验模型［17］。本文即以斑马鱼为模式动
物研究过表达 miR⁃155 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1

1.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斑马鱼（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院）；
DNase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T4 连接酶、T7 聚合酶
和 RevertAidTM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Ther⁃
mo Fermentas 公司，美国）；RNeasy Mini Kit（Qigen 公
司，德国）；RNA 合成试剂 SP6 mMessageTM Kit（Ambi⁃
on 公司，美国）；TaqDNA 聚合酶、Primer STAR HS
DNA 聚 合 酶 、SYBR Green Premix EX TaqTM 定 量
PCR 试 剂 盒（TaKaRa 公 司 ，日 本）。 β ⁃ tubulin（鼠
抗）、ETS1（兔抗）
（Santa Cruz 公司，美国）。Dre⁃miR⁃
155 mimic 序 列 ：5′ ⁃ UUAAUGCUAAUCGUGAU⁃
AGGGG⁃ 3′；NC mimic 序列：5′⁃UUCUCCGAACGU⁃
GUCACGU⁃3′（广州锐博公司）。
1.2 方法
1.2.1 斑马鱼的饲养
实验用斑马鱼均为野生型（TU 品系）。饲养繁
殖与交配取卵参照斑马鱼手册中的方法进行［18］，水
温保持为 28 ℃左右，明/暗光照周期为 14 h/10 h，胚
胎培养液为 Holtfreter buffer，用作观察及拍照的胚
胎在 24 hpf 后用 0.003%的 PTU（Sigma 公司，美国）
处理来阻止色素形成。
1.2.2 显微注射
将待注射 miR⁃155 mimic 或 mRNA 吸入毛细注
射针中，调好注射用量（1 nL /胚胎），在四细胞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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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利用琼脂糖注射板固定住胚胎进行显微注射。
将胚胎置于恒温培养箱培养，用于观察表型及分析
基因表达。每组注射胚胎 50 个，重复 3 次。
1.2.3 质粒构建与 mRNA 制备
根据 NCBI 提供的斑马鱼 ETS1 基因序列（NM＿
001017558.1）设计 PCR 引物，对 ETS1 的编码区进
行扩增，双酶切 PCR 产物并将其连接至 pCS2 + 质粒
上，命名为 pCS2+ ⁃ETS1，对其测序后进行序列比对。
pCS2+⁃ETS1 质粒用 XbaⅠ单酶切，然后用 SP6 mMes⁃
sageTM kit 体外转录为 mRNA，并用 RNeasy ＠ Mini kit
进行纯化用于显微注射。
1.2.4 qRT⁃PCR
收集相应阶段的胚胎并提取 RNA，取 1 μg 总
RNA 用 Revert AidTM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逆
转录为 cDNA。以逆转录好的 cDNA 1∶10 稀释后为
模板，采用日本 TaKaRa 公司的 SYBR Green PCR 试
剂盒进行实时定量 PCR。所用引物由上海捷瑞生
物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见表 1。
1.2.5 Western blot
收集目标胚胎，利用全蛋白试剂盒（南京凯基
公司）提取蛋白，10％SDS⁃PAGE 电泳，随后转移至
PVDF 膜上，依次孵育一抗和二抗，最后利用发光液
曝光。一抗分别为 ETS1（兔源）和β⁃tubulin（鼠源），
抗体稀释比例均为 1∶1 000。
1.3 统计学方法
Ct 值分析所得 2-ΔΔCt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 ± s）
表示，利用 GraphPad Prism7 软件进行配对 t 检验分
析并作图。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miR⁃155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表达
为研究 miR⁃155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的
表达，收集野生型斑马鱼发育至各个时期的胚胎，
包括原肠胚期（6 hpf）、体节期（12 hpf）、咽囊期（24
hpf）、孵化期（48 hpf）、早幼期（72 hpf），利用 qRT⁃
PCR 检测其表达情况。结果显示 miR⁃155 在胚胎发
育过程中均有表达，但在早期表达量较低，于体节
期至器官形成期表达量明显升高，至早幼期表达下
降（图 1）。
2.2 过表达 miR⁃155 影响斑马鱼胚胎发育
为研究过表达 miR⁃155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中的
作用，利用显微注射方法将 miR⁃155 mimic 注射入四
细胞期的胚胎以实现过表达。为验证过表达效果，
在胚胎发育 24 hpf 时，收集胚胎，检测 miR⁃155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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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时定量 PCR 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for real⁃time PCR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5′→3′)

18S

F：TCGCTAGTTGGCATCGTTTATG；R：
CGGAGGTTCGAAGACGATCA

Hex

F：GGTAAGCCTCTGCTGTGGTC；R：
TTTGACCTGTCTCTCGCTGA

Ets1

F：TCAGACAGCGGATCTTGTTG；R：
CTGTCGATGCTCTCAAACGA

Hnf4a

F：CCAGACGCCAAAGGTTTAAG；R：
GCGAGTCATACTGTCGGTCA

Prox1

F：TTCGCAAGCTGTTGAAGAGA；R：
GCATCTCTGAGCCGGTACTC

Cse1l

F：CAGGATACCAGACCGCTTTC；R：
AGGACTGAGCCAGGAGGATT

Fabp2

F：CAACGTGAAGGAAGTCAGCA；R：
TGTCCTTGCGTGTGAAAGTC

Mlt

F：CACAAGAGCCATTCTGACACC；R：
AGATGCACCCTGGCGTTT

Cmlc2

F：AGACCCAGAGGAAACCATCC；R：
TTGGGTCATTAGCAGCCTCT

Ins

F：GCTCTGTTGGTCCTGTTGGT；R：GGGCAGATTTAGGAGGAAGG

Try

F：CTTGCCTCCCTCCATAAAACC；R：
TCTGATGTGCCTGAATGCTCC

Myf5

F：CCTGCGGGAATGAGGAACAT；R：
TGAGGCATCTTCGTTCGCTT

Myod

F：ACTTCTACGACGACCCTTGC；R：
CTCGATGTGGTGATGCTCGT

U6

F：TTGGTCTGATCTGGCACATATAC；R：
AAAAATATGGAGCGCTTCACG

miR⁃155

F：CGCCGTTAATGCTAATCGTGATAG；R：
GCAGGGTCCGAGGTATT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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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T⁃PCR 检测 miR⁃155 在胚胎发育不同时期的表达

Figure 1

Temporal expression of ETS1 during develop⁃
ment of zebrafish embryos

达。结果显示（图 2A、B），miR⁃155 mimic 5 μmol/L
与 10 μmol/L 注射组的 miR⁃155 表达量明显升高，
且表达量随注射浓度升高而增加，胚胎致死率明
显升高（图 2C）。观察胚胎表型发现（图 2D），过表
达 miR⁃155 5 μmol/L 后斑马鱼胚胎从 30 hpf 开始出
现畸形，且一直持续到早幼期，主要表现为发育迟
缓、褪膜延迟、腹部及心包积液、尾部变短变粗。统
计结果显示，过表达 miR⁃155 组斑马鱼正常褪膜胚
胎数量明显减少（图 2E），畸形胚胎数量明显增加
（图 2F）。
2.3 过表达 miR⁃155 影响斑马鱼胚胎发育相关标
志基因的表达
由于过表达 miR⁃155 的斑马鱼胚胎出现明显腹
部及心包积液、尾部变短变粗等表型，进一步检测

了过表达 miR⁃155 是否对胚胎内脏器官以及体节产
生影响。利用 qRT⁃PCR 检测 48 hpf 时期肝脏标志基
因（Hex 、Hnf4a）、胃标志基因（Prox1、Cse1l）、小肠标
志基因（Fabp2、Mlt），胰腺标志基因（Ins、Try），心脏
标志基因（Cmlc2）及肌肉标志基因（Myod、
Myf5）的表
达量。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miR⁃155 过表达组
肝脏、
小肠、
心肌及肌肉标志基因表达量明显降低，
胰
腺标志基因有所降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胃标
志基因无明显变化，
提示过表达 miR⁃155 可能影响了
斑马鱼肝脏、
小肠、
心脏及肌肉的发育（图3）。
2.4 ETS1 可缓解 miR⁃155 过表达所致的胚胎发育
异常
文献报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及白塞病的
病理过程中，ETS1 是 miR⁃155 的靶基因之一［19- 20］。
且 ETS1 蛋白缺失的斑马鱼胚胎血液循环障碍，出
现腹部、心包积液、尾部变短变粗等表型，与过表
达 miR⁃155 的表型类似［21］。因此进一步探讨 miR⁃
155 的作用是否与 ETS1 相关。首先通过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miR⁃155 后斑马鱼胚胎
ETS1 的表达，结果显示 ETS1 表达量明显降低（图
4A、B）。进一步利用 ETS1 的 mRNA（25 ng/nL）进行
补救实验，发现与过表达 miR⁃155 组相比，补救组
ETS1 蛋白水平有所恢复（图 4B、C），胚胎死亡率、畸
形数量明显减少，腹部及心包积液等发育异常程度
明显减轻（图 4D）。提示在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
miR⁃155 可能通过调控 ETS1 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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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过表达 miR⁃155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miR⁃155 overexpre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embryos

NC
miR⁃155 mimic

基因表达量（相对于 18S）

1.5
1.0

0.0

图3

*

*

0.5

**
*

a 1 1l
x
2
He nf4 Prox Cse abp
H
F

** **
*

t 2
Ml mlc
C

*

In

s

**
*

y 5
d
Tr Myf yo
M

*
**
***
与 NC 组比较，
P＜0.05，
P＜0.01，
P＜0.001（n=3）。

qRT⁃PCR 检测 miR⁃155 过表达后斑马鱼胚胎不同组
织器官标志基因的表达

Figure 3

Expressions of developmental related marker
genes after miR ⁃ 155 overexpression of zebraf⁃
ish embryos

3

讨 论

miRNA 基因通常被转录为初级转录本，然后依
次通过细胞核和细胞质中的核酸内切酶剪切形成
多个独立的成熟 miRNA［22-23］。Dicer1 是 pri⁃miRNA
形成成熟 miRNA 过程中的必需酶。研究发现，在
Dicer1 缺失的纯合突变体斑马鱼中，不仅停止了

miRNA 的形成，并且斑马鱼发育十分缓慢，胚胎在
第 10 天发育停止［24］，这表明 miRNA 对于斑马鱼的
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发现 miR⁃155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表
达，于体节期至器官形成期明显升高，早幼期表达
下降，这一表达模式提示 miR⁃155 可能参与斑马鱼
胚胎发育过程。为探究其在胚胎发育中的作用，利
用显微注射将 miR⁃155 mimic 注射入胚胎以实现过
表达。在注射 miR⁃155 mimic 5 μmol/L 与 10 μmol/L
后，miR⁃155 表达量均明显升高，且随注射浓度升高
表达量呈增加趋势。过表达 miR⁃155 后胚胎致死率
明显升高，当浓度为 miR⁃155mimic 10 μmol/L 时，
致死率过高，因此后续试验中选用 miR⁃155mimic
5 μmol/L作为研究浓度。
miR⁃155 可促进细胞的增殖与分化［25］，但对于
其在发育中的作用报道甚少。有文献报道，miR⁃
155 的靶基因 OLFML3 可以影响猪胎儿骨骼肌的发
育 ，并 在 肾 上 皮 细 胞（PK15）与 髂 动 脉 内 皮 细 胞
（PIEC）中验证了 miR⁃155 对 OLFML3 的调控［26］，但
也未能给出 miR⁃155 调控肌肉发育的直接证据。本
研究通过对胚胎表型的分析发现，过表达 miR⁃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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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RT⁃PCR 检测过表达 miR⁃155 后 ETS1 mRNA 的表达，
与 NC 组比较，
P＜0.01（n=3）；B：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miR⁃155 后及 ETS1 补救实

*
验后的 ETS1 蛋白表达（n=3）；
C：
Western blot 图像的灰度值分析，
两组比较，
P＜0.05；
D：
ETS1 补救实验后斑马鱼胚胎不同时期的表型(箭头所示为

心包及腹部积液)。

图 4 ETS1 对过表达 miR⁃155 的补救实验
Figure 4

The rescue effects of miR⁃155 overexpression by ETS1

后斑马鱼胚胎出现明显畸形，主要表现为发育迟
缓、褪膜延迟、腹部及心包积液、尾部变短变粗等表
型。进一步检测发育相关的标志性基因表达发现，
肝脏标志基因、小肠标志基因、心脏标志基因及肌
肉标志基因的表达量明显降低，而胰腺、胃的标志
基因无明显改变。这些结果在整体水平及分子水
平上说明过表达 miR⁃155 影响了斑马鱼的胚胎发
育，
且主要影响肝脏、小肠、心脏、及肌肉的发育。
MicroRNA 主要是通过负向调控靶基因的表达
而发挥作用。miR⁃155 具有多种功能，
文献报道其可
通过调节多个靶基因而发挥作用，如 ETS1 等［19］。为
进一步探寻 miR⁃155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中的作用机
制，首先通过 miRBase 数据库寻找到人、小鼠及斑马
鱼的 miR⁃155 序列，发现人和小鼠的 miR⁃155 分为
miR⁃155⁃3p 和 miR⁃155⁃5p，而 miR⁃155⁃5p 保守性非
常高且研究广泛。对比发现，人及小鼠的 miR⁃155⁃
5p 的序列与斑马鱼 miR⁃155 的序列完全一致，其种
子序列也完全一致。在已知 miR ⁃ 155 靶基因中，
ETS1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广泛表达，与中胚层的发育
相关，可影响胚胎形态学发生如器官形成等［27］。并
且 ETS1 蛋白缺失的斑马鱼胚胎出现心包积液、体节

萎缩等表型［21］，
与过表达 miR⁃155 的表型类似。在人
与小鼠中，
miR⁃155 可与 ETS1 的 3′UTR 序列结合，
通
过直接调控 ETS1 而影响 Th17 细胞的活化与免疫反
应［16，19］。以上文献提示，在斑马鱼胚胎发育中，miR⁃
155 可能通过调控 ETS1 而发挥作用，而本文结果也
证实了这一推测。首先，过表达 miR⁃155 后 ETS1 的
表达量明显降低，而利用 ETS1 mRNA 进行补救后，
其蛋白量得到恢复。其次，ETS1 能够部分逆转过
表达 miR⁃155 所致的胚胎发育异常。但是，对于在
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miR⁃155 是否通过与 ETS1
的 3′UTR 区域直接结合而抑制 ETS1 的表达，本研
究未能做出明确回答。虽然在人、小鼠中，miR⁃
155 与 ETS1 的 3′UTR 区域存在完全配对，同时在
斑马鱼 ETS1 的 3′UTR 中也发现确实存在可能的结
合位点，但若要证明 miR⁃155 对 ETS1 的直接调控
作用，后续仍需要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方法给
出更直接的证据。
综上所述，过表达 miR⁃155 可能通过负向调控
ETS1 而影响斑马鱼胚胎肝脏、小肠、心脏及肌肉的
发育。研究 miRNAs 在胚胎发育中的作用可能为先
天性疾病或发育不全等提供有益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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