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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运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建立ATF4基因敲除的 HepG2细胞株。方法:针对ATF4基因作用的功能区

域,设计靶向ATF4基因Exon1(外显子1)和Exon2(外显子2)的两对gRNA。构建PX459-ATF4-gRNA重组质粒并转化

DH5α感受态细胞,筛选出重组子后进行测序,通过测序验证所设计的gRNA的有效性。将PX459-ATF4-gRNA质粒转染到

HepG2细胞中,挑选单克隆细胞,提取DNA,进行PCR检测与基因测序,获得敲除 ATF4基因的细胞株。通过 westernblot-
ting检测筛选出来的 HepG2细胞ATF4基因的敲除效果。结果:菌落PCR与菌液测序结果显示PX459-ATF4-gRNA载体构

建成功;PCR扩增电泳与基因测序检测显示成功构建成了ATF4基因敲除的HepG2细胞;western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单克

隆2号ATF4蛋白不表达,单克隆3号仍表达ATF4蛋白。结论:成功构建 ATF4基因敲除的 HepG2细胞,为后续 ATF4在

肝癌中的作用机制和功能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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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ATF4knockoutHepG2celllinebyCRSPR/Ca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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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constructATF4knockoutHepG2cellsbyusingCRSPR/Cas9genomeengineering
technology.Methods:TwopairsofgRNAstargetingtheATF4genesExon1and2weredesignedforthe
functionaldomainsoftheATF4gene.TherecombinantplasmidPX459-gRNAwasconstructedandtrans-
formedintocompetentcellsDH5α.Therecombinantplasmidwasscreenedandsequenced.Theeffectiveness
ofthedesignedgRNAwasconfirmedbysequencing.PX459-ATF4-gRNAwastransfectedintoHepG2cells.
Aftercloningandsequencing,TheATF4knockoutHepG2cellswereobtainedandtheexpressionofATF4
wasdetectedbywesternblotting.Results:Theknockoutplasmidwassuccessfullyconstructed.Compared
withnegativecontrolgroup,ATF4genewasnotexpressedinthetransfectedPX459-ATF4-gRNAplasmid
group.Conclusion:TheATF4knockoutHepG2celllinewassuccessfullyconstructedbyusingCRSPR/Cas9
system,whichlaysthefoundationforfurtherstudiesoftheeffectandmechanismsofATF4inlivercancer.
Keywords ATF4;CRISPR/Cas9system;geneknockdown;heptocellularcarcinoma

  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恶性

程度高、进展迅速、预后差的特点,使其成为人们谈

虎色变的“癌症之王”。目前肝癌的发病率仍呈逐年

升高的趋势。因此,研究肝癌的发病机制,寻找新的

分子靶点显得极其重要。转录激活因子4(activa-

tingtranscriptionfactor4,ATF4)是应激诱导的一

个转录因子[1],能够调控一系列应激相关基因的转

录表达,从而帮助细胞适应应激状态,包括氧缺乏、
内质网应激、氧化应激等[2],使细胞免受损害。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ATF4在肿瘤化疗的药物耐药性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据报道,ATF4能够降低肿

瘤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肿瘤细胞中上调的ATF4,
可以帮助肿瘤细胞防御应激或者抗肿瘤药物的干

扰[4]。然而,目前关于 ATF4在肝癌细胞以及肝癌

化疗中的作用及机制尚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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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利用CRSPR/Cas9系统构建了 ATF4基因敲除

的HepG2细胞株,为研究ATF4在肝癌以及肝癌化

疗中的功能及作用机制提供有效的细胞模型。

1 材料与方法

1.1 质粒、菌株及细胞株

  肝癌细胞系HepG2购自中科院细胞库,PX459
质 粒 购 自 http://www.addgene.org/(美 国 add-
gene公司),DH5α感受态细胞购自天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1.2 试剂

  FastDigestenzyme,FastDigestGreenBuffer,
T4Ligationbuffer均购自ThermoScientific公司,
T4PNK,QuickligationBuffer,QuickLigase均购

自NEB北京有限公司,TaqMasterMix,氨苄青霉

素,青链霉素混合液细胞培养专用,I型核酸染料,琼
脂糖均购自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琼脂凝胶

DNA回收试剂盒(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LB肉汤,LB琼脂均购自广州博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质粒小提试剂盒(Axygen公司),DNA提取

试剂盒(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TAE(生工生物工

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DNA分子量标准(BBI生命

有限公司),蛋白分子量标准mark(苏州爱玛特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lipofectamine2000转染试剂(In-
vitrogen公司),胎牛血清,胰蛋白酶均购自广州博

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MEM 培养基(Invitrogen
公司),无菌PBS(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ATF4抗体,β-actin抗体均购自abcam公司,化学发

光液(ThermoScientific公司)。
1.3 基因测序与引物序列合成

  基因测序工作、gRNA及其它引物序列由武汉

金凯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1.4 实验方法

1.4.1 gRNA的设计与合成 根据 ATF4的基因

序列(NC-000022.11),利用在线gRNA 设计工具

(http://chopchop.cbu.uib.no/)设 计 ATF4 的

gRNA,包括靶向 ATF4基因外显子1和外显子2
各1对gRNA,引物序列为:PX459-ATF4-1F:5’-
CACCGCGGAGCAGGAGGCTCTTAC-3’,R :5’-
AAACGTAAGAGCCTCCTGCTCCGC-3’;PX459-
ATF4-2F:5’-CACCGCCACTCACCCTTGCTGT-
TGT-3’,R:5’-AAACACAACAGCAAGGGT-
GAGTGGC-3’。为了增强基因敲除的效果,本实验

采用doublenickase策略,通过双切口酶使载体质

粒双链断裂,产生粘性末端,进行基因敲除,在序列

的正义链和反义链的5’端添加BbsI酶切位点。将

合成 好 的 gRNA 引 物,经 过 磷 酸 化、退 火,形 成

gRNA双链,待用。具体过程如下:将合成好的引物

离心,加灭菌双蒸水至浓度为50μm。配成如下体

系:上下游引物各2μL,T4Ligationbuffer1μL,
T4PNK0.5μL,ddH2O4.5μL,总体积10μL,按
37℃30min,95℃5min,退火(以5℃/min速度,
降至25℃)。
1.4.2 构建 PX459-ATF4-gRNA 的表达载体 
(1)gRNA与PX459载体连接实验:将PX459空质

粒载体用限制性内切酶BbsI酶进行酶切产生粘性

末端,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并回收酶切产物。通

过快速连接酶(quickLigase),将磷酸化及退火后的

gRNA和回收后的酶切产物连接,得到连接产物。
(2)转化实验:将连接产物转入DH5α感受态细胞进

行转化,在不含抗生素的LB肉汤中轻轻混匀,摇菌

1h,收集菌落。在5000r/min下离心3min,去除

部分上清,保留150~200μL菌落肉汤液,用巴氏滴

管混匀,涂布于氨苄抗性平板筛选,挑取5~6个单

克隆菌落,摇菌6~8h。(3)克隆鉴定实验:摇菌结

束后,取800μL菌液冻存,500μL菌液用于菌落

PCR检测,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gRNA是否正

确插入到PX459载体质粒上。具体过程:取500μL
菌液5000r/min,离心3min,去上清。加入1mL
PBS洗涤沉淀,5000r/min,离心3min,去上清。
再加入100μL 灭菌双蒸水重悬沉淀,100℃水浴

10min,12000r/min,离心5min,取上清作为菌落

PCR鉴定的模板,验证引物序列为:PX459-ATF4-1
F:5’-TGTAAACACAAAGATATTAGTACAA-3’,
R5’-AAACGTAAGAGCCTCCTGCTCCGC-3’;PX-
459-ATF4-2F:5’-TGTAAACACAAAGATATT-
AGTACA-3’,R:5’-AAACACAACAGCAAGGG-
TGAGTGGC-3’。(4)测序鉴定:将gRNA正确连

接到PX459载体上的菌液送公司测序,进一步验证

gRNA是否正确连接到PX459载体上,测序引物为

U6通 用 引 物。(5)摇 菌 提 质 粒:将 经 测 序 验 证

gRNA正确连接到PX459载体上的单克隆细菌进

行摇菌,提取质粒用于细胞转染(引导切割外显子1
的质粒标记为PX459-ATF4-gRNA-1,引导切割外

显子2的质粒标记为PX459-ATF4-gRNA-2)。
1.4.3 HepG2细胞培养及转染 HepG2细胞用含

10%FBS和1%青链霉素混合液的DMEM 培养基

进行常规培养。于6孔板中每孔接种2×105个细

胞,培养24h,以保证在转染时细胞的融合度达到

70%~75%。转染前1h换为无双抗的培养基,每
孔加1mL培养基(FBS+DMEM)。取1个1.5mL
Ep管标记为1号,加入100μL的opti-MEM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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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再加入质粒 PX459-ATF4-gRNA-1和 PX459-
ATF4-gRNA-2各2μg,并混匀。取另一个1.5mL
Ep管 标 记 为 2 号,加 入 opti-MEM 100μL 和

Lip20006μL并混匀,室温静置5min。将2号管中

混合物加入到1号管中,混匀,室温静置20min。从

6孔板中吸出200μL培养基,并加入200μL1号管

中混合物,轻轻摇匀,放进培养箱中继续培养,8h后

换回正常培养基,使细胞进行ATF4基因敲除,基因

敲除过程参照文献[5]。同时,用等量的PX459空

质粒载体转入作为阴性对照。
1.4.4 敲除ATF4的HepG2细胞单克隆的筛选及

鉴定 细胞转染8h后更换新鲜的培养基继续培

养,直至细胞融合度达90%。将转染的细胞通过稀

释至10~100个细胞/mL,然后接种到96孔板,每
孔100μL。显微镜下观察并标记只有一个细胞的

孔,每天观察细胞生长状态。在显微镜下观察96孔

板其中有27个孔长有单克隆,等长到肉眼可见,待
细胞融合度到80%~90%后,扩大至24孔板上培

养2~3d,至细胞融合度到80%~90%时,取部分

细胞进行提取DNA,然后按如下体系进行PCR扩

增验证,体系:TaqMasterMix20μL,ATF4验证-

F、ATF4验证-R各2μL,单克隆DNA(<0.4μg),
ddH2O,总 体 积 40μL。PCR 反 应 条 件:94 ℃
2min,94℃30s,60℃30s,72℃30s,共循环

34次,72℃2min。取5μLPCR产物进行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测,验证引物序列为:ATF4F:5’-GT-
TGGTGGGGGACTTGATGT-3’,R:5’-GCCTT-
GC-GGACCTCTTCTAT-3’。选取有 ATF4基因

敲除的单克隆细胞,将其剩余PCR产物送公司测

序。将验证敲除成功的细胞,转移到6孔板中培养,
待细胞融合度达90%时,取部分细胞提取蛋白,通
过westernbloting检测ATF4蛋白的表达量。

2 结 果

2.1 PX459-ATF4-gRNA载体构建后的验证

  当gRNA成功连接到PX459载体上才能扩增

出150bp目的条带。菌落 PCR 结果显示,出现

150bp大小的目的条带,扩增条带与预期设计相吻

合,见图1A;测序结果显示,ATF4-gRNA序列已经

成功连接到PX459表达载体中,证明PX459-ATF4-
gRNA表达载体已经构建成功,见图1B。

  A:菌落PCR结果:M:make,左边1~5为切割ATF4外显子1的gRNA(PX459-ATF4-gRNA-1)载体,C为阴性对照,NC
为空白对照;右边1~5为切割外显子2的gRNA(PX459-ATF4-gRNA-2)载体;C为阴性对照,NC为空白对照。B:编辑ATF4
基因的PX459-ATF4-gRNA载体测序结果:左边为切割外显子1的gRNA载体菌液测序结果;右边为切割外显子2的gRNA
载体菌液测序结果。

图1 PX459-ATF4-gRNA载体构建后的验证

2.2 敲除ATF4细胞克隆的筛选及PCR扩增电泳

检测

  ATF4 的 序 列 未 被 敲 除 时,扩 增 产 物 应 为

1101bp,当ATF4序列被敲除后,则扩增产物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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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bp。结果显示,2号单克隆扩增产物均集中在

292bp位置,为完全成功敲除的单克隆细胞,3号单

克隆 扩 增 产 物 主 要 集 中 在 292bp 位 置,但 在

1000bp位置仍有少部分扩增产物,未完全敲除,为
杂合子,见图2。

2.3 基因测序检测敲除ATF4基因碱基序列的变

化

  经过敲除切割后,2号单克隆细胞的 ATF4基

因碱基序列缺失了一段802bp的碱基序 列,即
ATF4未敲除的基因序列中打点省略的序列(下划

线部分为与未切割序列相同部分),于两个外显子处

切断双链DNA,从而造成两个外显子间的基因片段

缺失相吻合,证明我们成功构建成了ATF4基因敲

除的HepG2细胞,见图3,图4。

2.4 Westernblotting检测ATF4蛋白敲除效果

  与仅转染PX459载体质粒对比,单克隆2号

ATF4蛋白没有表达,说明 ATF4基因已经成功被

敲除,单克隆3号仍有ATF4蛋白表达,为杂合子,
见图5。

  M:make;C:阴性对照(只转染PX459载体质粒);2:单
克隆2号;3:单克隆3号;4:空白对照

图2 ATF4切割后单克隆电泳验证结果

图3 未经敲除的ATF4基因序列(方框1为外显子1,方框2为外显子2)

图4 ATF4基因敲除的单克隆2号细胞测序序列

  1:单克隆3号(杂合子);2:单克隆2号(完全敲除);C:
仅转染PX459载体质粒。

图5 Westernblotting检测细胞株中ATF4表达

3 讨 论

  ATF4是转录激活因子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应

激基因,它在细胞应激反应中扮演着中心调控者的

角色。当细胞内出现缺氧、氨基酸剥夺、内质网应激

等应激状态时,ATF4的表达上调[6],随后调控一系

列应激相关基因的转录表达,帮助细胞进行防御应

激。肿瘤细胞中通常伴随着缺氧、营养缺失等应激

状态[7],ATF4呈高表达,可通过基因转录调节来调

控氨基酸的摄取及生物合成、自噬、氧化平衡以及血

管的生成,从而促进代谢平衡,癌细胞得以存活[4]。
如果ATF4转录调控中的一个或多个途径受到干

扰,细胞将不能适应缺氧、营养缺失等应激状态,从
而导致细胞凋亡[8],提示 ATF4在肿瘤的发展中具

有重要作用。此外,有研究报道,ATF4能够降低肿

瘤细胞对顺铂以及硼替佐米的敏感性[9-10],表明

ATF4在肿瘤化疗耐药性中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关

于ATF4在肝癌中的作用及机制尚未见相关报道。
因此,构建 ATF4基因敲除的 HepG2细胞株,为
ATF4在肝癌以及肝癌化疗中的功能及作用机制提

供有效的细胞模型显得尤为重要。

  CRISPR/Cas9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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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技术,可以对人类基因组进行高效,精准地定点

敲除[11]。通过靶标序列对应的 RNA 序列与外源

DNA互补,Cas9内切酶对互补的靶序列进行双链切

割,从而对基因进行修饰。该技术具有操作简单,靶
向精准,价格低廉,修饰具有遗传性等特点,因而受

到了科研人员的青睐。目前CRISPR/Cas9技术在

基因编辑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故本研究选择

了CRISPR/Cas9系统来构建 ATF4基因敲除的细

胞株。

  本实验运用CRISPR/cas9技术,对 HepG2肝

癌细胞ATF4基因的两个外显子区进行切割,形成

双链断裂,使得ATF4缺失一段序列,从而达到敲除

ATF4基因的目的。通过菌落PCR和菌液测序结

果,可以看到菌落PCR出现预期条带,菌液测序结

果显示已将gRNA成功连接到PX459载体上,证明

我们成 功 构 建 了 PX459-ATF4-gRNA 载 体 质 粒。
通 过 对 转 染 PX459-ATF4-gRNA 载 体 质 粒 的

HepG2细胞提取DNA进行PCR琼脂糖凝胶电泳

及测序验证,PCR 结果显示,在电泳图上出现了

292bp大小的目的条带,测序验证结果显示2号单

克隆细胞碱基序列相比未敲除ATF4基因的细胞碱

基序列缺失了一段802bp的序列,表明2号单克隆

细胞已成功敲除 ATF4基因。通过 westernblot-
ting进一步验证敲除效果,结果显示单克隆2号细

胞中ATF4蛋白不再表达,进一步证明 ATF4基因

被成功敲除。另一株敲除的3号单克隆细胞仍有蛋

白的表达,电泳图也显示有未敲除的条带,认为是没

有完全敲除ATF4基因的杂合子。在本实验中运用

的CRISPR/cas9技术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挑

选敲除的克隆细胞时,由于载体质粒上没有带抗性

基因,如果带有抗性基因用抗生素来筛选,这样可以

提高挑选的效率和准确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CRISPR/Cas9技术,成
功构建ATF4基因敲除的 HepG2细胞株,为ATF4
在肝癌以及肿瘤耐药性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的研究

提供了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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