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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al 信号靶基因 dusp4 抑制斑马鱼中内胚层形成
刘昭廷, 魏 奭 , 王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酶-2(MKP-2/DUSP4)具有酪氨酸磷酸酶和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活性, 可以作
用于 MAPKs(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底物, 使其去磷酸化。但 dusp4 在脊椎动物胚胎发育中的功能还
所知甚少。为深入了解 dusp4 在发育中的作用, 文章首先检测了其在斑马鱼胚胎的表达。通过整胚原位杂交实
验, 发现 dusp4 是斑马鱼母源表达的基因, 并且随着发育的进行, 在原肠早期特异表达在中内胚层区域。进一
步的实验表明, Nodal 信号对 dusp4 的表达至关重要。过表达 Nodal 信号的配体 sqt、dusp4 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而在缺失 Nodal 信号的突变体 MZoep 中, 几乎检测不到 dusp4 的表达。此外, 文章利用反义核苷酸 Morpholino
(MO)敲降 dusp4 的表达, 中内胚层标识基因 gsc、sox17 和 sox32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而过表达 dusp4 对中内
胚层的形成没有明显的影响, 表明 dusp4 对中内胚层形成的抑制作用是必需的, 但不是充分的, 可能还有其他
未被鉴定的协同作用因子。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dusp4 基因的表达受到 Nodal 信号调控, 在原肠期具有抑制中内
胚层形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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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dal regulated dusp4 inhibits mesendoderm formation during
zebrafish gastr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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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P kinase phosphatase-2 (MKP-2/DUSP4), a dual specificity protein phosphatase with tyrosine/serine/

threonine phosphatase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cellular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but its functions during embryo
development are unclear.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al function of dusp4, we first examined the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pattern of this gene during zebrafish embryonic development by whole mount in situ hybridization. We found that dusp4
was maternally expressed since its transcripts were present from the one-cell to the 256-cell stages. At early gastrulation
stages, dusp4 transcripts specifically distributed at margin region, where the mesendodermal cells were located. Furthermore, Nodal signal was crucial for dusp4 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of dusp4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in Nodal li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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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expressed embryos, while its expression was almost lost in the Nodal signal-deficient MZoep mutants. In addition,
dusp4 MO was also designed to knock down its expression in embryos. The mesendoderm form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usp4 morphants, but not obviously changed in dusp4 overexpressed embryos, suggesting that dusp4 is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for the inhibitory of mesendoderm induction. Thu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Nodal regulated dusp4 plays a
repressive role in mesendoderm induction.
Keywords: dusp4; Nodal;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 mesendoderm

在脊椎动物发育过程中, 原肠期是体轴建立和

Dusp4 属于双特异性蛋白磷酸酶家族成员。双

中内胚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胚胎进入原肠期后,

特异性蛋白磷酸酶可以使激酶底物的丝氨酸/苏氨

细胞除了外包运动以外, 还要进行内卷和汇聚运

酸残基和酪氨酸残基去磷酸化, 使底物失去激酶活

动。内卷发生在胚盘的边缘, 导致了内部细胞层-下

性[11, 12]。双特异性蛋白磷酸酶是 MAPK 激酶家族的负

胚层的形成。下胚层将会衍生出中胚层和内胚层。

调控因子, 与特定细胞类型的分化和增殖密切相关。

而外层细胞构成上胚层, 将形成外胚层, 包括表皮

对于 Dusp4, 它可以负调控 MAPK 家族中的 ERK1、

外胚层和神经外胚层。Nodal 为 TGF-β 家族的成员,

ERK2 和 JNK, 参 与 细 胞 分 化 和 增 殖 过 程 [13~15] 。

[1]

在脊椎动物胚胎中内胚层诱导 、左右不对称性的
建立 [2, 3]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斑马鱼中, 有一
类非常关键的辅助受体 EGF-CFC 家族 Oep(Oneeyed pinhead)[4]。斑马鱼 MZoep 突变体胚胎, 缺少母
源和合子期表达的 Oep, 绝大部分的中胚层和全部
内胚层缺失 [4~6]。sqt 和 cyc 为激活 Nodal 信号通路的
配体基因, sqt;cyc 双突变体胚胎也有类似于 MZoep
的表型 [7]。
在 Nodal 信号通路中, Nodal 配体与 II 型受体
ActRIIA 或者 ActRIIB, 以及 I 型受体 ALK4(ActRIB)
或者 ALK7 结合形成复合体, 使 I 型受体被激活的
II 型受体磷酸化。活化的 I 型受体募集并磷酸化
Smad2, 从而导致其与 Smad4 结合形成复合体。Smad
复合体可以进入细胞核中, 并且与 FoxH1 或者 Mixer
等转录因子结合, 共同调节目标基因的转录 [8,

9]

Dusp4 在肿瘤组织里高表达, 参与调控肿瘤发生发
展 [12], 并且还与炎症反应相关 [16], 但是其在脊椎动
物胚胎发育中的作用却所知甚少。本文检测了 dusp4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表达图谱, 发现 dusp4
是一个母源表达的基因, 并且在原肠期先后表达于
中 内 胚 层 所 在 的 胚 盘 边 缘 (Margin zone)和 后 部 脊
索。在多个发育时期, dusp4 的表达受到 Nodal 信号
的调控。抑制斑马鱼内源性 dusp4, 中内胚层的形成
明显增加。因此, dusp4 作为 Nodal 信号的靶基因, 具
有抑制中内胚层诱导的功能。

1 材材材材材
1.1

材料

。

实验中所用到的野生型斑马鱼为 Tuebingen 品

Nodal/Smad2 信号主要通过在转录水平调控其下游

系。胚胎在 Holtfreter 液(0.05 g/L KCl, 0.1 g/L CaCl2,

靶基因表达来行使功能。我们实验室通过 ChIP-chip

0.2 g/L NaHCO3, 3.5 g/L NaCl, pH 值为 7.0)中, 28.5℃

技术, 在原肠胚早期系统鉴定了数百个 Nodal/Smad2

培养至所需时期。

的靶基因, 这些 Nodal/Smad2 的靶基因主要由转录
因子、发育相关基因及重要信号通路的调控因子组
成, 与 Nodal 信号在发育中的功能密切相关 [10]。丝

1.2
1.2.1

方法
dusp4 探针制备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酶-2, 也称作 dusp4, 是本研

Trizol 提 取 胚 盾 期 斑 马 鱼 总 RNA, 并 使 用

究鉴定的 Nodal/Smad2 靶基因之一。dusp4 在原肠早

Oligo-dT 引物将 mRNA 反转录为 cDNA。以斑马鱼

期特异的表达在中内胚层区域。加入 Nodal 信号的

cDNA 为模板, PCR 扩增 dusp4 cDNA(正向引物：

抑制剂 SB431542 处理胚胎, dusp4 在中内胚层的表

5′-GGACGATGAAGCGAGAAGCCG-3′; 反向引物：

达明显降低, 说明其表达受到 Nodal 信号调控

[10]

。

5′-GCAGATGGTGGCAGAGCGAGAG-3′), 然 后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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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 pEZ-T 载体。测序正确后体外合成带有地高辛

果表明, 在受精后单个细胞、8-细胞以及 256-细胞时

标记的反义 RNA。利用 RNA 回收纯化试剂盒(北京

期均可检测到 dusp4 基因转录本的存在, 说明 dusp4

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对 RNA 进行纯化。

是母源表达的基因(图 1：A, B, C)。中囊胚转换

1.2.2

dusp4 吗啉环修饰反义寡核苷酸(Morpholinos,
MO)合成
因 为 dusp4 为 母 源 表 达 的 基 因 , 本 研 究 根 据

dusp4 基 因 的 翻 译 起 始 位 点 的 序 列 , 设 计 了 抑 制
dusp4 翻译的 MO：5′-TAGCCCCCTGTAAAAGTGG
AAAAGG-3′(Gene Tools 公司合成)。
1.2.3

胚胎原位杂交

(Midblastula transition)后, dusp4 合子基因主要表达
于中内胚层细胞所在的胚盘边缘(Margin zone)(图
1D)。在胚胎进入原肠期后, 细胞除了外包运动以外,
还要进行内卷和汇聚运动。上胚层和下胚层的细胞
都向胚胎的背侧汇聚, 形成了躯体轴线的原基, 也
就是所谓的胚盾(Embryonic shield), 它是胚胎背部
的标志, 是斑马鱼发育的组织中心。在胚盾期, dusp4
除了在胚盘边缘表达, 还在胚盾区内卷的中内胚层

在发育至所需时期收集斑马鱼胚胎, 经 4%多

细胞表达(图 1E)。在原肠中期及尾芽期, dusp4 表达

聚甲醛固定过夜并复水, 随后在杂交液里进行预杂

于后部脊索(图 1：F, G, G’)。在体节期, dusp4 主要

交 2 h 以上, 再加入反义 RNA 探针, 65℃杂交过夜。

表达于前部预定神经管及后部脊索(图 1：H, H’), 而

第 2 d, 65℃杂交缓冲液洗涤胚胎, 然后杂交阻断液

在受精后 24 h, 主要在肾管表达。在原肠运动开始

室温封闭 1 h。SSCT 洗脱, anti-dig-AP 孵育过夜,

前后, dusp4 在中内胚层细胞特异表达, 预示着该基

PBST 洗脱, NBT/BCIP 显色。样品可 4℃保存于 70%

因可能对于中内胚层的诱导分化有重要作用。

的甘油中以待拍照。

2.2

2 结结结结结
2.1

dusp4 在胚盾期表达于中内胚层细胞

dusp4 的表达受 Nodal 信号调控
dusp4 是本实验室通过 ChIP-chip 技术, 在原肠

胚早期鉴定的数百个 Nodal 靶基因之一, Smad2 可以
与 dusp4 的启动子结合 [10]。为了鉴定 dusp4 的表达

基因在发育过程中的时空表达, 对于其功能研

是否受到 Nodal 信号调控, 本研究在斑马鱼胚胎受

究有重要的启示。由于 dusp4 在斑马鱼发育中的表

精后单细胞时期显微注射 Nodal 的 sqt 配体 mRNA,

达图谱还不清楚, 所以本研究首先通过原位杂交技

并在 30%外包、胚盾期和尾芽期收集胚胎, 原位杂

术分析了它在斑马鱼多个发育时期的表达情况。结

交检测 dusp4 的表达。结果表明, 过度激活 Nodal

图1

dusp4 在斑马鱼胚胎发育中的表达分析

A~H′：dusp4 胚胎原位杂交图, 胚胎发育时期如图中所示; A~E、G、H 为侧面观, 动物极在上; F、G′、H′为背面观, 动物极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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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后, 在 30%外包和胚盾期, dusp4 在胚胎背部区

修饰的反义寡核苷酸抑制内源 dusp4 的表达。然后

域的表达水平和表达区域明显增加(图 2：A, B, D, E);

在原肠中期, 原位杂交检测内胚层标识基因 sox17

在尾芽期, dusp4 在后部脊索的表达也随 Nodal 信号

和 sox32 及中胚层标识基因 gsc 的表达情况。结果

的激活而升高(图 2：G, H)。更为重要的是, 在 Nodal

表明, 抑制 dusp4 表达后, 会引起内胚层标记基因

信号完全失活的 MZoep 突变体中, 几乎检测不到

sox17 和 sox32 的表达明显上升, 而且 sox17 和 sox32

dusp4 的表达(图 2：C, F, I)。这些结果说明 dusp4 的

表达的增加与 dusp4 MO 注射量有剂量依赖效应(图

表达受 Nodal 信号调控, 并且 Nodal 信号的激活是

3A)。同样, 抑制 dusp4 表达, 中胚层标识基因 gsc

dusp4 表达所必需的。

的表达也显著增加(图 3A)。因此, dusp4 作为 Nodal

2.3

抑制 dusp4 的表达促进中内胚层的形成

信号的靶基因, 在发育过程中具有抑制中内胚层形
成的功能。随后, 在斑马鱼胚胎受精后单细胞时期

为了揭示 dusp4 在中内胚层形成中的功能, 通

显微注射 dusp4 mRNA, 发现过表达 dusp4 对中胚层

过在斑马鱼胚胎受精后单细胞时期显微注射吗啉环

及内胚层的形成没有明显的影响(图 3B)。这些结果表

图2

dusp4 的表达受 Nodal 信号调控

A、D、G: 野生型胚胎中 dusp4 的表达; B、E、H：注射 0.5 pg sqt mRNA 的胚胎中 dusp4 的表达; C、F、I: 突变体 MZoep 的胚胎中
dusp4 的表达。图中 A~F 的胚胎都是从侧面进行观察, 从左向右的顺序是腹部至背部; G~I 的胚胎是从背部进行观察。右下角显示数
字是该表型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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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dusp4 表达后, 促进中内胚层形成

A：原位杂交检测不同剂量 dusp4 MO 敲降内源 dusp4 后, 中内胚层标识基因 sox17、sox32 和 gsc 的表达水平的变化; B：原位杂交检
测过表达 dusp4 后, 中内胚层标识基因 sox32 和 gsc 的表达水平的变化。图中所有胚胎都处于原肠中期(75%外包)、背面观、动物极向
上。右下角显示数字是该表型所占的比例。

明, dusp4 对中内胚层的形成的抑制是必需的, 但不

dusp4 的表达, 会抑制斑马鱼内胚层组织的生成 [18]。

是充分的, 可能还有其他未被鉴定的协同作用因子。

在本研究中, 使用序列相同的 MO 抑制 dusp4 表达

3 讨论

后, 会引起内胚层标记基因 sox17 和 sox32 的表达明
显上升, 而且中胚层标识基因 gsc 的表达也显著增

Dusp4 属于双特异性蛋白磷酸酶家族成员, 参

加。本文重复进行了数次实验, 结果均是如此。因

与调控肿瘤发生发展, 以及免疫反应等主要生理过

此, dusp4 作为 Nodal 信号的靶基因, 在发育过程中

程。有研究报道, 在肝细胞和 B 淋巴细胞中, TGF-β

具有抑制中内胚层形成的功能。Nodal 信号在斑马鱼

通过下游的 Smad3 转录激活 Dusp4, 抑制 ERK 磷酸

原 肠 期 是 许 多 基 因 表 达 所 必 需 的 , 包 括 gata5 、

化, 调控细胞的凋亡 [17] 。本实验室的另一项研究表

sox32、ndr1、bambi、lefty1、lefty2 等 [10,

明, 在斑马鱼 dusp4 的启动子区域有潜在的 Smad2/4

gata5、sox32、ndr1 具有促进中内胚层形成的功能,

结合位点, Smad2/4 可以与 dusp4 启动子直接结合[10]。

而 bambi、lefty1、lefty2 却通过抑制 Nodal 信号干扰

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 在多

中内胚层诱导 [1, 20~22]。因此, Nodal 信号正向调控的

个发育时期, 过表达 Nodal 信号的配体 sqt、dusp4

基因在中内胚层形成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从而精确

的 表 达 均 有 明 显 上 升 , 而 在 Nodal 信 号 缺 失 的

调控中内胚层的诱导, 是胚胎正常发育所必需的。

MZoep 突变体中, dusp4 的表达受到明显的抑制。因
此, TGF-β 和 Nodal 信号在转录水平对 dusp4 的表达
调控具有类似的分子机制。
本研究发现 dusp4 是一个母源表达的基因, 在
原肠早期, 特异的表达在中内胚层区域, 提示 dusp4
可 能 参 与 了中 内 胚 层 的形 成 。 有 研究 报 道 , 敲 降

19]

。其中

本文发现 Nodal 信号正向调节 dusp4 表达, 而敲低
dusp4 促进中内胚层形成, 说明内源性 dusp4 可以平
衡 Nodal 信号对斑马鱼中内胚层的诱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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