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9 卷第 2 期
2019 年 2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171 ·

·基础研究·

m6A 识别蛋白 Ythdf1 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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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构建 YTH N6 甲基腺苷 RNA 结合蛋白 1（YTH N6⁃methyladenosine RNA binding protein 1，Ythdf1）的基因敲除

小鼠，研究其在小鼠精子发生中的作用。方法：利用 CRISPR/Cas9 敲除技术及原核注射技术构建 Ythdf1 基因敲除小鼠模型，
通过免疫荧光、HE 染色对敲除小鼠睾丸及附睾进行形态学分析，通过交配实验进行生殖力测试，研究 Ythdf1 基因对雄性小鼠
精子发生的影响。结果：RT⁃PCR 结果显示，Ythdf1 在 1~8 周龄雄鼠睾丸中均有表达；成功构建 Ythdf1 基因敲除小鼠；成年敲
除小鼠精子发生、附睾及生育力均无异常。结论：
在正常饲养情况下，
敲除 Ythdf1 基因对雄性小鼠精子发生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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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6A reader Ythdf1 during spermat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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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Construct YTH N6⁃methyladenosine RNA binding protein 1（Ythdf1）knockout mice and study its role

during mouse spermatogenesis. Methods：Ythdf1 knockout mice were generated by microinjection of CRISPR/Cas9 into zygote

successfully. The role of Ythdf1 in mouse spermatogenesis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HE and fertility test. Results：The
results of RT ⁃ PCR showed that Ythdf1 was expressed in the testis of 1 to 8 ⁃ week ⁃ old male mice. Ythdf1 knockout mice wer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These knockout mice showed normal spermatogenesis，epididymis morphology and fertility. Conclusion：This
study found that deletion of Ythdf1 gene had no effect on spermatogenesis under normal breed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CRISPR/Ca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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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DNA 和蛋白质一样，RNA 上也存在大量转
录后修饰。其中 mRNA 上腺苷 N6 位甲基化（m6A）
修 饰 分 布 最 为 丰 富 ，在 哺 乳 动 物 RNA 中 0.1％ ~
0.4％的腺嘌呤含有 m6A 修饰，在人类细胞和小鼠
组织的 mRNA 中，m6A 修饰通常富集在 RRACH 序
列基序中（其中 R 是指 G 或 A，H 指 U、A 或 C），并且
平均每个 mRNA 包含 3~5 个 m6A 修饰位点。研究
发现 m6A 修饰在基因表达调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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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影响胚胎干细胞的分化和干性维持、体细胞重编
程、母型到合子转变（maternal ⁃ to ⁃ zygotic transi⁃
tion，
MZT）、
神经元分化、
性别分化等［1］。
精子发生包括精原细胞的自我更新、分化及精
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形成成熟精子等复杂过程，是
雄性繁殖后代的基础生物学事件［2］，并且此过程受
成千上万基因及修饰的调节。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m6A 修饰由甲基转移酶 3（methyltransferase like
3，METTL3）和 甲 基 转 移 酶 14（methyltransferase
like 14，METTL14）、WT1 相关蛋白（WT1 associat⁃
ed protein，WTAP）组成的甲基转移酶“Writers”复
合物使 RRACH 中的 A 发生 m6A 修饰［3］。已有研究
表明在小鼠睾丸中敲除 Mettl3，
或者同时敲除 Mett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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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ettl14 可引起精原细胞自我更新、分化，以及减
数分裂异常［4- 5］。去甲基化酶 alkB 同源蛋白 5（al⁃
kB homolog 5，RNA demethylase，ALKBH5）是
［6］
m6A 的“Erasers”
，小鼠中敲除 Alkbh5 影响减数
分裂，精子发生异常［7］。这些证据都表明 m6A 修饰
在精子发生中具有重要调控作用。m6A“Readers”
是 m6A 生物学功能的执行者，通过研究这些“Read⁃
ers”可以解析 m6A 的作用机制。本实验室发现敲
除 m6A 识别蛋白 YTH 结构域蛋白 2（YTH domain
containing 1，Ythdc2）导致雄鼠减数分裂阻滞，小
鼠不育［8］，其他实验室也报道了相似工作［9］。利用
Ddx4 ⁃ Cre 特异性敲除生殖细胞中 m6A 识别蛋白
YTH 结构域蛋白 1（YTH domain ining 1，Ythdc1），
雄性小鼠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分化以及其减数分
裂异常［10］。综上所述，m6A 作为 mRNA 上最丰富的
一种化学修饰，转录后调控 mRNA 的代谢水平并对
精子发生过程起着重要调控作用。Ythdc1 和 Yth⁃
dc2 作为 m6A 识别蛋白对精子发生如此重要，那么
YTH 家族的其他蛋白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如何。
为探究 m6A 识别蛋白 Ythdf1 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
本课题组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构建敲除小鼠模
型，利用免疫荧光染色等技术研究 Ythdf1 在精子发
生中的作用。
1

1.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实验小鼠品系选取 C57BL/6J 背景（SPF 级），利
用 CRISPR/Cas9 技术构建敲除小鼠模型，并通过合
笼获得纯合敲除小鼠。RT⁃PCR 所采用的 1~8 周龄
小鼠均为野生型 C57BL/6J 小鼠。TRIzol（TaKaRa
公司，日本）；琼脂糖（南京擎科公司）；Rabbit anti
YTHDF1 Polyclonal antibody（Proteintech 公司，美
国）；Alexa Fluor 555 Donkey anti ⁃ mouse、Alexa
Fluor 488 Donkey anti ⁃ rabbit（Life Tech 公司，美
国）；DAB kit（北京中杉金桥公司）；粉剂型抗原修
复液（福州迈新公司）；Goat anti Rabbit IgG（HRP）
（Biosharp 公司，美国）。
1.2 方法
1.2.1 构建敲除小鼠模型
构 建 sgRNA 的 oligo 序 列 如 下 ：sgRNA1_up：
５′ ⁃ TAGGATAGTAACTGGAC ⁃ AGGTA ⁃ ３′ ；
sgRNA1_down：５′ ⁃ AAACTACCTGTCCAGTTAC⁃
TAT ⁃３′；sgRNA2_up：５′ ⁃ TAGGCACCATGGTC⁃
CACTGCAG ⁃ ３′；sgRNA2_down：５′ ⁃ AAACC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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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TGGACCATGGTG⁃３′。
Cas9 ⁃ D10A 利 用 Age Ⅰ 线 性 化 后 用 T7 Ultra
Kit 试剂盒（Ambion 公司，美国）转录，RNeasy Mini
Kit 试剂盒进行纯化（Qiagen 公司，德国）。sgRNA
载体通过 DraⅠ线性化，并使用 MEGA short script
Kit 试 剂 盒（Ambion 公 司 ，美 国）进 行 体 外 转 录 ，
MEGA clear 试 剂 盒（Ambion 公 司 ，美 国）纯 化
sgRNA。最后将 Cas9⁃D10A mRNA（20 ng/μＬ）和
两种 sgRNA（各 5 ng/μL）的混合物注射到一细胞期
受精卵的细胞质中，选择具有突变等位基因的杂合
小鼠与 C57BL/6J 回交。
RT⁃PCR 检测 Ythdf1 基因表达谱：TRIzol 法提
取 1~8 周龄小鼠睾丸 RNA，并逆转成 cDNA，获得的
cDNA 稀释到适当浓度进行 RT⁃PCR：
94 ℃ 5 min 预
变性；94 ℃ 30 s 变性，60 ℃ 30 s 退火，72 ℃ 30 s 延
伸，
重复 30 个循环；
72 ℃ 7 min 终延伸；
4 ℃保存。
扩 增 Ythdf1 的 基 因 RT ⁃ PCR 引 物 如 下 ：M ⁃
Ythdf1 F：
５′⁃ACAGTTACCCCTCGATGAGTG⁃３′；
M⁃Ythdf1 R：５′⁃GGTAGTGAGATACGGGA⁃TGG⁃
GA⁃３′。
1.2.2 敲除小鼠基因型鉴定
酸碱法提取小鼠组织 DNA，
组织加 100 μL A 液
（25 mmol/L NaOH，0.2 mmol/L EDTA，pH12.0），
95 ℃金属浴孵育30 min，
再加100 μL B液（40 mmol/L
Tris ⁃ HCl，pH 5.0）后 涡 旋 震 荡 ，并 12 000 g 离 心
10 min，取 1 μL 进行 PCR，条件为：94 ℃ 5 min 预变
性；94 ℃ 30 s 变性；62 ℃ 30 s 退火，每个循环降低
0.2 ℃，
72 ℃ 30 s延伸，
重复30个循环；
72 ℃ 7 min 终
延伸；4 ℃保存。
扩增 Ythdf1 的基因 PCR 引物如下：ms Ythdf1⁃
E4 C9 F：５′⁃CACCTGAGTTCAGATCATTAC⁃３′；
ms Ythdf1 ⁃ E4 C9 R：５′ ⁃ GCTCCAGACTGTT ⁃
CATCC⁃３′。
1.2.3 敲除小鼠睾丸 HE 染色
石蜡包埋切片，
脱蜡水化后染色，
苏木素 30 s，
流
水冲洗 10 min，1% HCl 荡 1 次，流水冲洗 10 min，伊
红染色 2 min，梯度酒精脱水后二甲苯 5 min 处理两
次，树脂封片。
1.2.4 敲除小鼠睾丸免疫组化及荧光染色
石蜡包埋并切片同上，脱蜡水化后，36 mL 甲醇
加 4 mL 30% H 2 O 2，37 ℃水浴锅煮 10 min 去除内源
性过氧化氢酶，清洗后微波炉酸性修复高火 3 min，
低火 7 min，晾至室温后 5% BSA 封闭 2 h，一抗 4 ℃
孵育过夜，次日洗去一抗，室温孵育二抗或免疫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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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选择荧光二抗 2 h，清洗后甘油封片。
2

结

果

2.1

Ythdf1 基因表达情况
RT⁃PCR 结果显示，Ythdf1 在各周龄睾丸中均
有表达（图 1A）。免疫组化及荧光染色观察 Ythdf1
基因在小鼠睾丸生殖细胞中的定位，结果显示在精
原细胞（Sg）、细线期（L）、偶线期（Z）以及粗线期（P）
的细胞质中均有表达（图 1B），同时我们对已发表文
章的 RNA ⁃ seq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Ythdf1 mRNA
在各级生精细胞中的趋势与免疫组化定位趋势一
A
Ythdf1

1周 2周 3周 4周5周 6周 7周 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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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致（图 1C）
，
提示 Ythdf1 可能调控精子发生。其中
免疫组化最高表达细胞类型为粗线期细胞（图 1B），
与 RNA⁃seq 数据（图 1C）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蛋白
质表达需要一定时间导致。
2.2 构建 Ythdf1 敲除小鼠
为了降低 CRISPR/Cas9 的脱靶效应，在 Ythdf1
基因的 4 号外显子设计了 2 条 sgRNA（图 2A），体外
转录后和 Cas9⁃D10A mRNA 共同注射到一细胞期
受精卵中，移植到受体鼠之后，获得了删除 179 bp
的 Ythdf1 突变首建鼠（图 2B）。由于缺失碱基不是
3 的整数倍，会导致 Ythdf1 蛋白的翻译提前终止，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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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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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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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PCR 检测 1~8 周龄小鼠睾丸中 Ythdf1 表达量；
B：
免疫组化检测各级生精细胞中 Ythdf1 蛋白表达情况（光镜，
×63）；
C：
Ythdf1 mRNA

在分选的生精细胞中的表达情况。Rs：
圆形精子；
Sg：
精原细胞；
P：
粗线期精母细胞；
St：
精子；
L：
细线期精母细胞；
Z：
偶线期精母细胞；
Di：
粗线期精
母细胞；
M：
终变期减数分裂细胞；
RPKM：
每百万reads中来自于某基因每千碱基长度的reads数；
2C：
二倍体细胞。

图1

Figure 1

Ythdf1 基因表达情况

Expression of Ythdf1

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染色结果也证明 Ythdf1
被成功敲除（图 2C~D）。
2.3 Ythdf1 敲除小鼠表型分析
首先对 Ythdf1 敲除小鼠的出生比例进行了统
计，杂合小鼠的 94 只后代中，3 种基因型的比例为
Ythdf1 +/+∶Ythdf1 +/-∶Ythdf1 -/- =22∶45∶27，符合孟德
尔遗传定律；同时对 1~6 周龄的 Ythdf1 敲除小鼠进
行称重，和对照组相比，敲除小鼠体重未存在显著
差异（图 3A），以上结果显示 Ythdf1 敲除小鼠的发
育正常。继而对敲除及对照小鼠睾丸和附睾尾进
行形态学分析，结果显示小鼠睾丸中各级生精时相
正常（图 3C），
附睾尾中精子也未见异常（图 3B）。
2.4 Ythdf1 敲除小鼠生育能力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 Ythdf1 敲除小鼠的精子发生
是否异常，对雄性敲除小鼠的生育能力进行了检
测，杂合子的 Ythdf1 敲除雄鼠作为对照，其平均每

窝产仔量为 7 只，纯合的 Ythdf1 敲除雄鼠平均每窝
产仔为 7.4 只，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 4A）；同时
对 Ythdf1 敲除小鼠后代的性别比例进行了统计，和
对照组相比，Ythdf1 敲除小鼠后代的性别比例并无
异常（图 4B），说明纯合的 Ythdf1 敲除雄鼠小鼠生
育力没有问题，也提示 Ythdf1 敲除并不影响小鼠的
精子发生。
3

讨

论

前期数据表明，Ythdf1 在小鼠睾丸各周龄小鼠
睾丸中均能表达，与已发表文献中 RNA⁃seq 结果相
一致，其是否会对精子发生产生影响是本文的研究
重点。免疫组化实验结果显示小鼠睾丸中 Ythdf1
在生精细胞的细胞核中表达，在精原细胞（Sg）、细
线期（L）、偶线期（Z）、粗线期（P）的细胞质中均有表
达。提示 Ythdf1 可能影响精子发生，因此对 Yth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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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hdf1

A

sgRNA2

sgRNA1

GATCCTTACCTGTCCAGTTACTATCCACCATCCATTGGATTTCCTTACTCCCTCAGCGA GGCACCATGGTCCACTGCAGGGGACC （WT）
GATCCTTACCTGTCCAGTTACTATCCACCATCCATTGGATTTCCTTACTCC：：：：：：：：：：：：：：：：：：：：：：：：：：：：：：：：：： （-179）

+/+

+/⁃

⁃/⁃
650 bp
471 bp

C

Ythdf1

+/+

⁃/⁃

⁃/⁃

Tublin

61 kDa
55 kDa

Ythdf1

Merge

Ythdf1 - / -

B

Hoechst

Ythdf1 + / +

D

A：在 Ythdf1 基因的 4 号外显子上设计 2 条 sgRNA，下划线标注为 sgRNA 的识别位点；B：PCR 琼脂糖胶电泳检测敲除小鼠基因型；C：

Western blot 检测 Ythdf1 蛋白表达情况；
D：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Ythdf1 蛋白表达情况（×20）。

图2

Figure 2
A

15
10

5
0

Wild type

Ythdf1 - / -

1周 2周 3周 4周 5周 6周

Ythdf1 - / -

Ythdf1 + / +

C

B

Ythdf1 - / Ythdf1 + / Ythdf1 + / +

20

Generation of Ythdf1 KO mice

体重

体重（g）

25

构建 Ythdf1 基因敲除小鼠

A：1~6 周龄小鼠体重（P > 0.05，n=3）；B：8 周龄小鼠附睾尾 HE 染色（光镜，×40）；C：石蜡组织荧光染色分析 8 周龄小鼠睾丸精子发生不

同时相（荧光 confoclal，
×40）。

图3
Figure 3

Ythdf1 敲除小鼠表型分析

Phenotypic analysis of Ythdf1 KO mice

敲除小鼠的出生比例及各周龄体重进行统计，并未
发现纯合敲除对小鼠的发育产生影响，通过免疫荧
光实验对成年敲除小鼠的睾丸及附睾石蜡切片进
行形态学分析，Ythdf1 敲除成年小鼠生精时相正

常，附睾染色也未见异常。由于之前研究表明果蝇
中 m6A 水平可调节性别分化［12］，因此也对 Ythdf1 敲
除小鼠的后代出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对照组相
比，Ythdf1 的缺失并未对其后代数量及性别比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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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敲除小鼠及对照后代生育情况统计（n ≥ 3，P > 0.05）；B：敲

除小鼠及对照后代性别比例统计（n > 3，
P > 0.05）。

图4

Figure 4

Ythdf1 敲除小鼠生育力分析

Fertility analysis of Ythdf1 KO mice

生明显影响。之前文章研究发现 Ythdf1、Ythdf2、
Ythdf3 超 过 65％ 的 蛋 白 质 序 列 具 有 同 源 性［13］，
Ythdf1 与 Ythdf3 在翻译过程中产生协同作用，共同
调控靶向调控 mRNA 的翻译［14］。在本研究中，单独
敲除 Ythdf1 并未对雄性小鼠的精子发生和生育功
能产生影响，那么 Ythdf1 和 Ythdf3 在精子发生过程
中是否也存在协同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同时，已
有研究表明 m6A 与应激反应相关［15］，那么，Ythdf1
基因缺失的雄鼠睾丸在高温、药物等应激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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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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