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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h 信号通路对小鼠胚胎肺发育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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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经典 Shh 信号通路对小鼠胚胎肺发育过程中上皮、
间质（支气管软骨、
平滑肌）发育的调控作用。方法 利用免
疫组化检测 Shh 通路受体 Smo（Smoothened）以及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Pdgfr-α）的表达；
利用 Pdgfr-α间质特异性表达的特
点构建 Pdgfr-α-cre，通过他莫昔芬的诱导，在 E12.5-E16.5（E, embryo）天转基因小鼠肺间质中特异性敲除 Shh 关键信号分子
Smo；
利用免疫荧光观察E12.5-E16.5小鼠胚胎肺间质特异性敲除Shh信号通路之后，
小鼠胚胎肺发育过程中上皮、
间质（支气管
软骨、
平滑肌）发育的改变，
探讨Shh信号通路在小鼠胚胎肺发育过程中对上皮-间质转化的作用。结果 Smo在假腺期早期的肺
上皮与间质中显著表达，
后表达量逐渐下调，
主要集中在肺间质，
Pdgfr-α在假腺期早期胚胎肺中集中在远端肺上皮及间质，
后期
逐渐往近端间质发展，
直至集中在主支气管周围的近端间质；首次利用 Pdgfr-α-Cre 系统在间质中特异性敲除 Smo，
成功制备了
Smo缺失小鼠模型；
与对照组肺相比，
E12.5-E16.5基因敲除组小鼠的肺体积缩小，
支气管分支形成减少；
近端上皮指标 P63的表
达量下降（P<0.05）；
平滑肌标志物表达水平发生改变；
支气管软骨发育滞后，
黏蛋白表达量下降。结论 Shh 信号通路的时空特
异表达在小鼠胚胎肺上皮、
间质（支气管软骨、
平滑肌）发育的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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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role of Shh signaling pathway in lung development in fetal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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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classical Shh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ithelium
and mesenchyme (bronchial cartilage and smooth muscles) during lung development in fetal mice.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hh signaling pathway receptor Smo and Pdgfr-α in
murine fetal lung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expression. Based on the interstitial specificity of
Pdgfr-α expression, we constructed a Pdgfr-α-cre to establish a E12.5 - E16.5 transgenic mice with specific knockout of the key
Shh signaling molecule Smo in the pulmonary interstitium with tamoxifen induction. 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epithelium and mesenchyme (bronchial cartilage and smooth muscle) during fetal lung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genic mice to assess the role of Shh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EMT) transition during the
lung development. Results Smo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the epithelial and stromal lung tissues in the pseudoglandular stage
and was gradually lowered over time with its distribution mainly in the interstitial tissues. Pdgfr-α was enriched in the distal
lung epithelial and mesenchy tissues in early embryonic lungs and gradually migrated to the proximal stroma until becoming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main bronchial proximal stroma. We successfully specific established mouse models of specific
mesenchymal Smo knockou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ansgenic mice during E12.5-E16.5 show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lung the volume and bronchial branching with also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the proximal epithelial P63 (P<0.05). The
transgenic mice exhibited alterations in the expression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with delayed bronchial cartilage development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mucoprotein. Conclusion The temporospatial specific expression of Shh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of mouse embryonic lung epithelium and mesenchyme (bronchial cartilage and
smooth muscle).
Keywords: Shh signaling pathway; gene knockdown; lung development; immunofluo- rescence

胎肺的形态和功能发育依赖源于内胚层的上皮细
胞和中胚层的间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1-3］，
受到不同信
号通路的调控，
这些信号分子有着各自的时空表达特异
性，
有些分子仅表达与上皮细胞，
有些仅表达于间质细
胞，
有些分子在上皮细胞及间质细胞均有表达，
有些分
子仅表达于特定的时期，
有些分子在某一时期表达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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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与间质细胞，
而随时间发展仅表达于间质细胞。信号
分子在不同时期的上皮与间质之间的作用对呼吸系统
的正常发育非常关键，
不同表达部位基因的异常激活或
缺失，
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包括引起肺发育异常的
［4-6］
疾病，
甚至死亡 。正确认识肺发育过程中不同信号通
路之间的关系，
了解其作用机制，
对理解导致人类肺先
天发育异常相关疾病有帮助。
Hedgehog（Hh）信号通路在胚胎时期的细胞分化、
组织与器官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主要由3种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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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蛋白配体 Shh、Ihh 和 Dhh，两个跨膜蛋白受体
Ptch1、
Smo，
3个核转录因子Gli1、
Gli2、
Gli3及下游的靶
基因等组成［7-9］。在 Shh 存在的情况下，
Shh 与 Ptch1 结
合，解除了 Ptch1 对 Smo 的抑制，Smo 进入细胞内，使
Gli1 和 Gli2 入核激活下游靶基因的表达。Shh 在胎肺
中表达于上皮细胞，
不但促进间质增殖分化以及气道的
形成，
还起到联系气道上皮和间质细胞之间起通讯的作
用，
而 Shh 下游两种受体 Ptch1 和 Smo 大多在气道周围
间质细胞膜上表达［8-9］。一些保守的信号通路被证明参
与胎肺的发育过程之中，其中，FGF、BMP、hedgehog/
Gli、
EGF和WNT家族在胎肺的形态发生及上皮分化中
的作用被部分阐明。研究表明，
Hh 信号通路中任何成
分的突变都会导致肺的先天性缺陷和疾病［6］。其中，
Smo表达模式在间质中的作用仍未知，
Smo缺失小鼠模
型研究较少，
因此，
本研究通过建立基因敲除小鼠模型来
探索肺发育过程中Shh通路在上皮间质细胞中的作用。
Pdgf最初发现于血小板的α颗粒，
目前已发现的亚
型有 4 种，Pdgfr 分为 Pdgfr-α和 Pdgfr-β，Pdgfr-α可与所
有Pdgf相结合。文献报道，
Pdgfr-α主要在肺间质（如成
［10-11］
纤维细胞）中表达 ，
根据Pdgfr-α间质表达的特点，
我
们利用cre重组酶原理，
在Pdgfr-α表达的肺间质中敲除
Shh 通路关键信号分子 Smo，
达到在间质中失活 Shh 通
路的目的，
从而观察不同发育时间上皮细胞中Shh信号分
子对间质细胞的作用特点。尽管鼠与人类的肺的发育有
所不同，
但肺发育早期的分子信号通路是相对保守的。
胚胎肺的发育可以分为结构差异明显的 5 个时期［12-13］，
其 中 发 育 最 明 显 的 时 期 是 假 腺 期（pseudoglandular
Stage，
E12.5-E16.5），
该时期支气管进一步分支，
在左边
形成1个次级芽，
右边形成4个，
同时在间充质中形成软
［14-16］
骨和血管 ，
因此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个时期。
综上，
本文利用基因敲除小鼠模型来探索假腺期经
典 Shh 信号通路对小鼠胚胎肺发育过程中上皮、间质
（支气管软骨、
平滑肌）发育的调控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动物 实验中所用到的转基因小鼠由美国南
加州大学/洛杉矶县儿童医院馈赠，
其余普通实验动物
为无特定病原体（SPF）级雄性和雌性 Balb/c 小鼠（体质
量21~28 g，
6周龄，
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动
物许可证号：
SCXK（粤）2011-0015）。动物均饲养在南
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环境温度为22+1 ℃，
12 h明
暗交替（光照自8:00-20:00），
自由饮水摄食。
1.1.2 试剂与仪器 免疫组化试剂盒 SP- 9000/9001/
9002 SPlink Detection Kits（Biotin- Streptavidin HRP
Detection Systems），
生物素-链霉卵白素免疫组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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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中杉金桥公司）；
免疫荧光染色试剂盒－抗兔
Alexa Fluor 488（碧云天）；
免疫荧光染色试剂盒－抗兔
Alexa Fluor 594（碧云天公司）；
标准阿利新蓝染色液试
剂盒（Solarbio）；
脱水机、
包埋机、
切片机(卡仪器)；
光学
显微镜、
正置显微镜(欧林巴斯)。
1.2 方法
1.2.1 组织收集 在 E12.5、
E14.5、
E16.5，
利用颈椎脱臼
法处死孕鼠，
从子宫中剥离胎盘，
用PBS清洗，
10%中性
福尔马林固定，
4 ℃过夜。常规石蜡包埋切片，
连续切片
（4 μm/片）备用。
1.2.2 免疫组化 切片经脱蜡、
水化，
高压抗原修复，
3%
H2O2室温孵育10 min，
PBS浸洗3 min×3次；
5%~10%正
常山羊血清封闭，
室温孵育 10 min，
滴加 1∶100 Smo 一
抗（Santa Cruz，
Sc-13943）、
1∶150 Pdgfr-α一抗（Abcam，
Ab3174），
4 ℃孵育过夜；
次日孵育完后，
吸水纸吸去多
余一抗，
PBS浸洗3 min×3次；
滴加第2代生物素标记二
抗工作液，
室温孵育20 min；
PBS浸洗3 min×3次；
第二代
辣根酶标记链霉卵白素工作液，
37 ℃或室温孵育20 min；
PBS 浸洗 3 min×3 次；
DAB 显色剂显色；
苏木精轻度复
染，
脱水，
透明，
封片，
阴性对照以PBS替代 一抗，
余步骤
相同。每例随机抽取切片5张，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
判定以细胞浆有棕黄色颗粒沉着为阳性细胞。
1.2.3 免疫荧光 切片经脱蜡、
水化，
高压抗原修复，
用
固定液固定10 min；
去固定液，
洗涤液洗3次；
封闭液封
闭60 min，
在摇床上轻轻摇动；
去封闭液，
兔抗鼠P63单
克隆抗体（SAB-202059）体积比 1∶150 稀释，兔抗鼠αSma单克隆抗体（Sigma，
A-5228），
体积比1∶500稀释，
4
C 过夜，
FITC 荧光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中山生物技术
公司）体积比 1∶75 稀释，37 ℃孵育 30 min，碘化丙啶
（Sigma）染核，
甘油封片，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每次实验
均设PBS 代替一抗的阴性对照组。
1.2.4 阿利新蓝染色 切片经脱蜡、
水化；Alcian酸化液
浸泡 3 min；Alcian 染色液染色 30 min；
流水冲洗；
核固
红染色液复染5 min；
流水冲洗1 min；
梯度乙醇脱水，
二
甲苯透明，
中性树胶封片。酸性黏蛋白（硫酸黏蛋白和
唾液黏蛋白）显示蓝色，
蛋白多糖和透明质酸显示蓝色，
细胞核显示红色。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
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两间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t检验，
P<0.05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小鼠胚胎肺假腺期Shh信号通路、
Pdgfr-α的表达特点
Smo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1）在小鼠胚胎肺的假腺
期早期 E12.5 左右，
近端及远端气道上皮，
以及肺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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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达 Smo，阴性对照（-）；
（2）随着假腺期的发展，在
E14.5时，
Smo的表达主要集中在肺间质，
而上皮的表达
量明显下调；
（3）在微管期，Smo 的表达量迅速下降，
E16.5 几乎没有检测到 Smo 的表达。Pdgfr-α免疫组化
结果显示：
（1）在小鼠胚胎发育的 E12.5，
Pdgfr-α在远端

肺上皮细胞，
以及部分包绕着气管、
支气管、
细支气管周
围的间质细胞表达；
（2）E14.5，
Pdgfr-α的表达严格限制
在大支气管周围，
与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毗邻的间质细胞
表达Pdgfr-α，
但在远端肺中未被发现有Pdgfr-α的表达；
（3）微管期，
Pdgfr-α出现在更近端的肺间质（图1）。

E10.5

E14.5

E14.5

SMO

E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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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mo、
Pdgfr-α在小鼠胚胎肺发育过程中的表达特点
Fig.1 Expressions of Smo and Pdgfr-α during fetal lung development in mice (A, B, E, F: ×100，C, D, G, H: ×200). A, B:
E9.5; C, D: E10.5; E、F、G、H: E14.5.

2.2 基因敲除小鼠的制备
我们首次利用Pdgfr-α-Cre系统在间质细胞中特异
性敲除Smo。Smoko/ko mTmG（+）；
Cre（+）；
GFP（+）代表
实验组，
为表达Cre重组酶，
GFP阳性的基因敲除小鼠；
fl/fl
Smo mTmG（+）；
Cre（-）；
GFP（-）代表对照组，
为不表
达Cre重组酶，
GFP阴性的对照小鼠。
2.3 小鼠及肺的大体形态缩小，
支气管分支形成减少
从大体形态上观察，
E12.5-E15.5 实验组与对照组
小鼠胚胎相比，
小鼠胚胎体积及质量均减小，
胚胎轻度
水肿，
E16.5d实验组与对照组胎肺，
支气管直径变小，
双
侧肺叶横径减少（图2）。E12.5对照组可见右肺四芽结
构，而实验组仅有两个肺芽发育，
肺芽发育明显滞后；
E13.5实验组远端支气管囊泡的形态大小明显小于对照
组，提示发育不良；E14.5 实验组肺泡远端分子数目较
少，
远端支气管囊发育不全，
间质比例较大；
E15.5 形态
观察发现，
实验组远端支气管数目较对照组减少，
间质
比例较对照组增多；
E16.5实验组管状支气管分支较少，
分支数目大多为两个及以下，
对照组可见更多较为成熟
的管状结构，
分支数可达5个（图3）。
2.4 支气管软骨发育滞后，
黏蛋白表达量下降
E12.5-E16.5，
实验组的气管长度较对照组明显缩
小。E12.5，
气管已初具雏形，
对照组气管已较多表达硫
酸软骨素，而实验组较对照组的软骨素含量明显减少
（图4A）；
E13.5，
对照组可见清晰的气管环状结构，
环状

结构的发育较实验组更成熟（图 4B）；
E14.5，
两组之间
硫酸软骨素的表达未见明显差异（图 4C）；
E15.5，
实验
组与对照组均有完整的气管软骨环存在，
但与对照组相
比气管官腔较窄，
AB染色黏蛋白含量下降（图5）。在间
质中特异性敲除Smo基因之后，
间质产生软骨基质硫酸
软骨素的量下调，
直接引起气管发育的异常，
气管环形
成滞后，
气管狭窄。随着支气管的发育，
在假腺晚期实
验组仍能形成完整的气管软骨环，
但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
其气道周径明显变小。
2.5 近端上皮指标P63的表达量下降
E12.5未观察到P63的阳性表达。E13.5-E15.5，实
验组呼吸道上皮 P63 的表达量较对照组的 E16.5，
实验
组与对照组呼吸道上皮 P63 的表达量下降改变不明显
（图6）。
2.6 平滑肌标志物表达水平的变化
α-Sma 是平滑肌特异性标志物，
E12.5-E13.5，
实验
组近端及远端α-Sma的表达量较对照组上调（图7A、
B）；
E14.5实验组近端α-Sma的表达量上调，
远端α-Sma的表
达量未见明显变化（图8A）；
E15.5-E16.5，
实验组与对照
组近端及远端α-Sma的表达未见明显差异（图8B、
C）。
3 讨论
Shh通路信号分子Smo及Pdgfr-α在小鼠胚胎肺发
育过程的不同时期的表达部位及表达量有着明显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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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实验组与对照组大体形态比较
Fig.2 Gross observation of normal and transgenic mouse fetuses. A, B: E12.5; C, D:
E16.5.

E13.5

E14.5

E15.5

E16.5

SMOko/ko

SMOfl/fl

E12.5

图3 实验组与对照组肺分支发育的差异
Fig.3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branches in normal and transgenic mice. (E12.5, E13.5: ×100; E14.5, E15.5, E16.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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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4 E12.5-E14.5支气管阿利新蓝染色
Fig.4 AB staining of E12.5-E14.5 mouse bronchus (A, B: ×100, C, D, E, F: ×200). A, B: E12.5; C, D: E13.5; E, F:
E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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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15.5支气管阿利新蓝染色
Fig.5 AB staining of E15.5 mouse bronchus (×400). A, B, C, D: E15.5.

异［11, 17］。本研究发现，
Smo在假腺期早期的肺上皮与间
质中显著表达，
随后表达量逐渐下调，
主要集中在肺间
质，
而在上皮的表达量明显下降。说明Smo在假腺早期
对上皮及细胞起着较为直接的作用，
此时，
支气管进一
步形成，
在左边形成一个次级芽，
右边形成四个，
同时在
间充质中形成软骨和血管，
随着胚胎肺的发育，
其作用
部位主要在间质，说明 Shh 在气管分支形成中是必须
的，
但其对上皮细胞是否有间接影响，
有待后续实验结
果。在假腺期早期胚胎肺中Pdgfr-α集中在远端肺上皮
及间质，
后期逐渐往近端发展，
远端的表达下降，
直至集
中在主支气管周围的近端间质，
说明 Pdgfr-α以间质表
达为主，
且有着从远处转移至近处的特点。选用Pdgfrα-cre 有着较高的空间与时间的选择性，
可以达到在假
腺期肺间质中特异敲除Shh通路的目的，
从而探讨间质
及上皮的相互作用。
我们利用Cre-Loxp技术制备间质特异性敲除Smo
转基因小鼠模型（该转基因小鼠由美国南加州大学/洛
杉矶县儿童医院馈赠）。Smof/f表示floxed smo基因纯合
子，
无野生型Smo。PDGFR-α-creERT2 与 ROSA26mTmG
报告小鼠交配，
产生PDGFR-α-creERT2；
Rosa26mTmG
后代；
鼠尾检测发现其基因组DNA均可经PCR扩增得到
重组后的300 bp条带。PDGFR-α-creERT2；
Rosa26mTmG
f/f
母鼠与Smo 公鼠交配，
在怀孕第E8.5，
腹腔内注射溶解
在葵花籽油的他莫昔芬 8 mg，
在肺中胚层祖细胞中特
异性敲除 Smo。同窝出生的是有 Smo 基因及 cre 缺失
基因的对照小鼠。
研究报道，
Shh缺陷小鼠表现为气管食管和肺形态
发生的异常，
包括肺芽的发育不全，
肺不对称性的缺失
以及单一的气管食管管道。Ptch1 缺失小鼠在 E9-E10

死亡［18］。Gli1-/-突变小鼠可以存活，
在大体形态上是正常
［19］
的 。Gli2缺失小鼠出生时即死亡，
Gli3缺陷小鼠可以
存活，但它们的肺叶变小，肺叶的形状也不正常［20- 21］。
TTF-1 是对气道上皮分化及其重要的分子。本研究发
现，
在假腺期特异性失活 Shh 信号通路之后，
小鼠胚胎
体积及重量均缩小，
胚胎轻度水肿，
支气管直径变小，
双
侧肺叶横径减少，
间质产生软骨基质硫酸软骨素的量下
调，引起气管环形成滞后，气管狭窄［24- 25］。说明 E12.5E16.5 胚胎肺间质中表达的 Shh 信号通路，
可以作用于
支气管上皮的发育，
影响到支气管分支的形成，
提高支
气管分支的数量以及呼吸管道占肺总量的比例，
降低间质
比例，
若缺乏势必对出生后肺通气功能产生影响［22-23］。
但 Shh 信号通路是通过何种分子作用于上皮的仍需进
一步探讨。
后续实验发现，
E12.5 并未在肺上皮中发现 P63 的
表达，
E13.5-E15.5 实验组 P63 表达量下降，
而 E16.5 实
验组P63表达量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说明Smo可
能在E13.5-E15.5期间通过促进P63的表达以促进上皮
的发育，而 E12.5 Smo 对上皮的作用并未开启，E16.5
Smo 的表达基本无法测出，
因而对 P63 的表达无影响。
在E12.5-E13.5 Smo可通过抑制α-Sma的表达抑制近端
及远端的平滑肌发育，
而E14.5 Pdgfr-α的表达主要集中
在近端间质，
因此Smo在此时可抑制近端平滑肌发育，
而对远端平滑肌无明显作用，
E15.5-E16.5 随 Pdgfr-α的
表达，Smo 通路对气道远端平滑肌的发育均无显著影
响，说明此刻 Smo 通过α- Sma 对间质的作用主要在
E12.5-E13.5，
而在E15.5关闭。
在小鼠胎肺发育过程中，
Shh、
FGF10、
BMP4、
Wnt
通路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对于肺分支的发育起到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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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13.5-E16.5 P63免疫荧光染色对比图
Fig.6 P63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E13.5- E16.5 mouse bronchial epithelium. A:
E13.5; B: E14.5; C: E15.5; D: E16.5. (A: ×100; C: ×400; B, 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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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12.5-E13.5 α-sma免疫荧光染色对比图
Fig.7 α-SMA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E12.5-E13.5 mouse mesenchyme. A:
E12.5; B: E13.5. (A: ×100, B: ×200).

调控作用，
参与上皮、
间质之间的作用。Shh 通路不仅
仅影响该通路本身的基因分子的表达，
研究报道FGF信
号通路在远端二级肺芽尖被激活，
与正常肺相比，
Shh
缺失小鼠肺中 FGF10 的表达下调。Shh 抑制了 FGF10
在肺远端肺芽尖间质中的表达，
并抑制 FGF10 在肺芽
之间的表达，以利于新肺芽的定位生长。相反的是，
FGF10提高了Shh在上皮中的表达，
于是Shh可以反过
来调控间质的形成［7, 22］。BMP4蛋白主要表达于胎肺气
道上皮细胞以及气道外周的尖端部位，
起到抑制上皮细
胞增殖、
对抗FGF10的作用，
扮演者抑制过度分支或产
生新分支点信号蛋白的作用［23- 25］。然而，Shh 通路和
FGF、BMP、EGF 和 WNT 家族之间在胚胎肺发育过程
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尚有待实验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本研究发现Shh信号通路在小鼠肺发育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影响上皮与间质的相关作用，
促
进支气管分支、
气管环、
肺叶的形成，
促进远端上皮的发
育，
而抑制近端上皮的发育，
促进假腺晚期近端平滑肌
的发育，
而抑制假腺早期平滑肌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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