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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9 核酸酶在 CRISPR/Cas9 系统中执行切割靶标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DNA）的重要功

摘要

能，
研究其在体内的代谢行为对活体水平的基因编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工作采用 N-羟基琥珀酰亚胺酯
键将近红外荧光染料 Vivo TagS750 与 Cas9 蛋白偶联，
制备了标记率高达 99% 的 TagS750-Cas9 融合蛋白。采用
荧光强度监测以及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方法对 Cas9 蛋白在常见生理缓冲溶液中的稳定性及切割活性进行了鉴
定，
并将其尾静脉注射到 BALB/c 小鼠体内，
通过监测 TagS750-Cas9 蛋白荧光强度的变化对其在体内的代谢和
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TagS750-Cas9 蛋白的体外稳定性良好，
表面标记的 TagS750 并不影响 Cas9 蛋白的
切割活性。TagS750-Cas9 蛋白进入体内后，
平均血浆消除半衰期（t1/2β）为 55 h；
主要分布于肝、
肾、
肺、
脾脏中，
心
脏的分布较少；
72 h 可被机体完全代谢清除。研究结果为 CRISPR/Cas9 系统中 Cas9 核酸酶的体内应用奠定了
基础。
Cas9 核酸酶，制备，分布，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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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Cas9 nuclea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eavage of target DNA in the CRISPR/Cas9

(Clustered regulator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Cas9) system, 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metabolic behavior of Cas9 nuclease in vivo for gene editing at individual level.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 safe and efficient fluorescent labeling method for Cas9 nuclease and investigate its metabolism and
distribution after tail vein injection in BALB/c mice. [Methods] First of all, Cas9 protein was labeled with Vivo
TagS750 dye via N-hydroxysuccinimide esters, which formed fusion protein with imaging function.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imaging in vivo, we optimized the labeling conditions of Cas9 nuclease including TagS750/protein ratio,
reaction temperature, reaction time and reaction pH.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stability of TagS750-Cas9 protein in
different buffer solutions through long-tim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ed its activity through
incubating with PLK1-targeting sgRNA to cleavage the PCR-amplified PLK1 sequence. Finally, the metabolism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TagS750-Cas9 protein in vivo were further evaluated. To analyze the blood metabolism of
TagS750-Cas9 protein, we tracked fluorescence unit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via blood draws.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TagS750-Cas9 protein in the tissues, we tracked fluorescence units at 1 h, 4 h, 12 h, 24 h, 48 h, and
72 h by imaging of dissected organs. [Resul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s that the optimal conditions were TagS750/
protein molar ratio (2: 1), 37 ℃ , 2 h, and pH=7.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total labeling yield of TagS750-Cas9
protein was 99%. TagS750-Cas9 protein has good stability in vitro, and the fluorescence labeling did not affect its
cleavage activity. Blood metabolism data showed that the mean plasma elimination half-lives (t1/2β) of TagS750-Cas9
protein was 55 h, this suggests that Cas9 is a long-circulating protein. Organ metabolism and distribu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agS750-Cas9 protein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liver, kidney, lung, and spleen, but less in heart, and it
was nearly completely eliminated from animals by 72 h post-inject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gene editing of Cas9 nuclease at individual level in the CRISPR/Cas9 system.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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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Cas9（Clustered regulator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Cas9）系统是目前基因编辑
领域最受欢迎的新方法。CRISPR/Cas9 来源于细菌
的免疫系统，
经过人为改造后，
可以在真核细胞中实
现基因组高效特异的靶向编辑，
包括碱基序列的敲
除、插入、修复或替换等。目前，
该技术已成功应用
于微生物、植物、动物以及人的细胞系等基因的编
辑中［1−4］。
Cas9 核酸酶是 CRISPR/Cas9 系统中仅有的两
个关键组分之一 ，在基因编辑中发挥着切割双链
DNA 的重要作用［5］。它的作用形式可以是 DNA、
mRNA 和蛋白质，
DNA 表达载体可以高水平表达蛋
白质，
但需要时间进行转录翻译，
且持续的蛋白表达
［6−8］
会对细胞造成负面影响 ；Cas9 mRNA 不需要转
录可以直接翻译成蛋白质，
但转录本不稳定，
一旦降
解蛋白表达迅速下降；
Cas9 蛋白不需要转录和翻译
即可发挥作用，
而且与 DNA 载体相比脱靶几率显著
降低［9−10］。因此，
直接使用 Cas9 蛋白进行基因编辑
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近年来，
科学家们使用 Cas9 蛋白在细胞和动物
水平开展了大量的基因编辑研究工作［9，11−12］。Zuris
等［13］使用 Cas9 蛋白实现了对宫颈癌细胞以及小鼠
内耳毛细胞的基因编辑，
效率分别为 80% 及 20%；
他

们还实现了对贝多芬模型小鼠内耳 Tmc1 基因的编
辑 ，使 其 听 力 丧 失 状 况 得 到 真 正 的 改 善［14−15］。
Martin 等［15］将 Cas9 蛋白与 AAV6 介导的 DNA 修复
模 板 结 合 ，实 现 了 对 人 多 能 干 细 胞（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hPSC）的基因编辑 ，效率高
达 90%；
同时也实现了对于镰刀型细胞贫血患者纯
合突变细胞的人工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的基因修
复。Wu 等［16］利用 Cas9 蛋白使得 CD34+细胞在体外
的编辑效率达到了 98%，
编辑后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 4 个月后仍然保持着 90% 以上
的编辑效率，
并且能在小鼠骨髓中成功重建人源血
液系统，有望彻底根治由 β-globin 珠蛋白突变引发
的系列遗传疾病。诸多研究成果均显示了 Cas9 蛋
白良好的疾病治疗潜力。然而，
这些研究均聚焦于
Cas9 蛋白的基因编辑效应，
对于其在体内的代谢与
分布研究尚未见报道。
Cas9 蛋白作为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疗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体内的代谢与分布是影响其药
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 Cas9 蛋白的代谢研
究，
我们能从定性、
定量及动力学方面来了解其在体
内的代谢部位及代谢途径，
得到药代动力学的数据，
为维持血药浓度和发挥最大药效提供指导依据。目
前，
在蛋白质及多肽等生物大分子的代谢研究中，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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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或者荧光标记的方法进行
1.2 主要仪器
［17］
追踪或检测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具备灵敏度高、
HYL-C 小型组合式摇床：
强乐实验设备有限公
检测方便等优势，
但存在对人体伤害大及产生的放
司；
超声破碎仪（Q800R2）：
美国 QSonica 公司；
高速
射性废物不易处理等缺点，
使得其大规模应用受到
离心机（5417R）：德国 Eppendorf 公司 ；超速离心机
限制；
而荧光标记则因价格低廉、方法简单、环境友
（CP80WX）：日本 Hitachi 公司 ；纳米粒度及 Zeta 电
好、灵敏度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18−19］。近红外荧
位分析仪（Nano-ZS90）：英国 Malvern 公司 ；电泳仪
光染料因其高特异性和灵敏度，
特别适合于代替放
（PowerPac）：美国 Bio-rad 公司 ；凝胶成像系统（G：
射性元素在活体小动物体内进行标记成像［20］，
其中
BOX）：美 国 Syngene 公 司 ；二 氧 化 碳 细 胞 培 养 箱
N-羟基琥珀酰亚胺酯用于标记荧光染料，
具有较强
（3423）：
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小动物
的活性，
可与氨基、
羧基、
巯基等蛋白质官能团作用，
活 体 成 像 仪（LB 983 NC100）：德 国 Berthold
而不影响它们的生物活性［21−22］，
已被广泛应用于蛋
Technologies 公司。
白质标记、
DNA 检测和环境检测等领域。
基 于 此 ，我 们 选 用 近 红 外 荧 光 染 料 Vivo
2 实验方法
TagS750 对 Cas9 蛋白进行荧光标记，
通过 N-羟基琥
珀酰亚胺酯键与 Cas9 蛋白偶联，
形成 TagS750-Cas9
2.1 Cas9 蛋白的表达纯化
融合蛋白。将融合蛋白尾静脉注射到 BALB/c 小鼠
将 pET-Cas9-NLS-6xHis 质粒转化大肠杆菌感
体内，
通过监测荧光强度的变化，
研究复合物的血液
受态 BL21（DE3）细胞，
42 °C 热击 90 s，
加入 LB 液体
循环时间，
体内的脏器分布、代谢及消除的情况，
为
−1
培养基，
37 °C、
150 r∙min 培养 1.5 h，
将菌液涂布在
Cas9 核酸酶进一步应用于体内基因编辑提供了新
−1
含氨苄青霉素（100 μg∙mL ）的 LB 固体培养基上，
的基础。
37 °C 培养过夜。挑取单克隆，
接种在 2 mL LB 液体
培养基中继续培养，
待菌液光密度（Optical Density，
1 实验材料
OD600）值 达 到 0.6~0.8，加 入 1 mmol ∙ L−1 IPTG，
18 °C 培养 16 h 以诱导 Cas9 蛋白的表达［23］。4 °C、
1.1 实验试剂
6 000 g 离心 15 min，
收集细菌沉淀，
重悬于 10 mL 裂
大肠杆菌 BL21（DE3）和 DH5α 感受态，
天根生
−1
解缓冲液中，
加入 1 mL 10 mg∙mL 溶菌酶和 2.5 μL
化 科 技 北 京 有 限 公 司 ；pET-Cas9-NLS-6xHis 质 粒
−1
250 U∙mL 核酸酶 4 °C 裂解细胞 30 min；
使用超声
（Addgene plasmid # 62933）由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
［24］
破碎仪冰浴超声使菌体充分裂解 。4 °C、
30 000 g
生物系教授 David R.Liu 赠与 ；氨苄青霉素 ，SDS离心 45 min 分离可溶性组分，
将上清液使用 Ni-NTA
PAGE 凝胶电泳试剂盒，
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亲 和 树 脂 纯 化 Cas9 蛋 白 。 使 用 咪 唑 浓 度 为
蛋 白 酶 抑 制 剂 混 合 物（cOmplete Tablets EDTA20 mmol∙L−1 的缓冲洗脱液来洗脱上样柱，
使用咪唑
free）、异 丙 基 硫 代 半 乳 糖 苷（Isopropyl- β -D−1
浓度为 80 mmol∙L 的缓冲液洗脱蛋白并超滤浓缩，
Thiogalactoside，
IPTG）、
咪唑、
溶菌酶，
Sigma-Aldrich
通过 SDS-PAGE 凝胶电泳和 Western Blot 检测 Cas9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质粒小提试剂盒，
天根生化科技
融合蛋白的表达［25］。
北京有限公司；
Ni-NTA 亲和树脂，
德国 Qiagen 公司；
2.2 Cas9 蛋白的荧光标记及条件优化
LB Broth Base 粉末 ，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 ；Vivo
将 Cas9 蛋 白 置 于 NaHCO3 缓 冲 溶 液 中 ，浓 度
TagS750，
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
正 向 引 物 （Forward primer， 5′-3′ ） F： 1 mg ∙ mL−1 ，加 入 30 μL Vivo TagS750，37 ° C 孵 育
2 h，
形成 TagS750-Cas9 蛋白，
30 kDa 超滤管超滤，
TGAATTCGGGGAGGAGCGGA， 反 向 引 物
3
000
g
离心
10
min，
洗去多余的染料，
重复超滤、离
（Reverse
primer，
5′-3′
）
R：
心、洗涤过程三次，将蛋白终浓度定为 1 mg∙mL−1。
CCAGCACCCTTCTCTAGCAGCT，生 工 生 物 工 程
使用 SDS-PAGE 凝胶电泳检测 TagS750-Cas9 蛋白条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Q5 热启动超保真 2×预混液
带，
并通过小动物活体成像仪及考马斯亮蓝染色的
（M0494L），NEB 北京有限公司。PCR 产物回收试
方法直观检测蛋白是否被成功标记。同时将标记好
剂盒（TaKaRa MiniBEST DNA Fragment Purification
的 Cas9 蛋白与标记时使用的等量 Vivo TagS750 染
Kit Ver.4.0），
日本 TaKaRa 公司。
料置于小动物成像仪中成像，
并读取荧光强度值，
并
8 周 龄 SPF 级 BALB/c 小 鼠 ，雄 性 ，体 重
（20±2）g，
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将二者商的百分数定义为标记效率。为了提高标记
11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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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我们对反应中蛋白与染料比例、反应温度、时
间及 pH 等条件进行优化。

3

2.3

3.1

TagS750-Cas9 蛋白的稳定性及活性检测

实验结果
Cas9 蛋白的表达及纯化

我们选择 CRISPR 系统中常用的酿脓链球菌
将 TagS750-Cas9 蛋白分别加入 MilliQ 水、磷酸
（Streptococcus pyogenes）核酸内切酶 Cas9，通过在
盐缓冲液（Phosphate-buffered Saline，PBS）、生理盐
大肠杆菌中表达纯化，
获得了 N 端包含核定位序列
水（Normal Saline，NS）及 胎 牛 血 清（Fetal Bovine
的重组
Cas9
蛋白，
分子量
160 kDa。经 Ni-NTA 亲和
Serum，
FBS）中，
于 37 °C 培养箱中孵育，
分别于 0 h、
树脂层析纯化，
得到纯化的 Cas9 蛋白。考马斯亮蓝
6 h、
12 h、
24 h、
48 h、
72 h 取 10 μL 在小动物成像仪中
染色结果显示 160 kDa 处有单一蛋白条带，
Western
检测荧光强度，
确定蛋白的稳定性。选用在多种肿
瘤中过表达的 Polo 样激酶 1（PLK1）作为靶标序列， Blot 结果证明其就是纯化的 Cas9 蛋白（图 1）。
通过 PCR 扩增出 PLK1 基因片段，
并将其用作 Cas9
活性检测的底物。将 Cas9（300 nmol∙L−1 ，330 ng）
和 sgRNA（360 nmol∙L−1 ，
150 ng）在 10 μL Cas9 蛋白
缓 冲 液（pH 7.4 的 50 mmol ∙ L−1 NaH2PO4·H2O，
1 mol∙L−1 NaCl，1 mmol ∙ L−1 MgCl2·6 H2O，30% 甘
油，
1 mmol∙L−1 DTT）中 25 °C，
预孵育 10 min，
之后
向 其 中 加 入 从 基 因 组 中 扩 增 的 PLK1 基 因 片 段 ，
37 °C 酶切 90 min，加入 1 μL RNA 酶 ，37 °C 孵育
30 min，
加入 1 μL 蛋白酶 K，
37 °C 孵育 30 min，
使用
图 1 Cas9 蛋白的表达和纯化
2%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DNA 酶切片段。
(a) SDS-PAGE 电泳分析（泳道 M、
1、
2、
3、
4 分别代表 Marker、
细菌裂解液、
穿透液、
洗涤液和洗脱液），
(b) Western Blot 分
2.4 TagS750-Cas9 蛋白在血液中的代谢
析（对照和 Cas9 蛋白分别是商业化 Cas9 蛋白和本工作中纯
随机挑选 10 只 BALB/c 小鼠，
分成两组，
第一组
−1
每 只 尾 静 脉 注 射 200 μL（125 μg ∙ mL ）TagS750Cas9 蛋白 ，第二组每只尾静脉注射标记率相当的
200 μL TagS750，于 注 射 后 0.5 min、2 min、4 min、
6 min、8 min、10 min、15 min、20 min、25 min、
30 min、45 min、60 min 通过眼眶取血 10 μL，
使用小
动物活体成像仪检测荧光强度，
确定 Cas9 蛋白在血
液中的代谢行为。
2.5

TagS750-Cas9 蛋白的脏器分布及消除

随机挑选 18 只 BALB/c 小鼠，
取 15 只作为实验
组，
每只尾静脉注射 200 μL（125 μg∙mL−1）TagS750Cas9 蛋白 ，分别于注射后 1 h、4 h、12 h、24 h、48 h、
72 h 处死 3 只小鼠，
取心、
肝、
脾、
肺、
肾脏器，
用滤纸
吸净脏器表面和腔内残留血液，
使用小动物活体成
像仪检测荧光强度。另外 3 只 ，每只尾静脉注射
200 μL 生理盐水，
于注射后 1 h 处死，
取心、肝、脾、
肺、
肾进行成像，
测得的荧光值作为各主要脏器的本
底荧光值。通过各时间点脏器的荧光强度以及与脏
器 本 底 值 的 区 别 研 究 Cas9 蛋 白 在 体 内 的 分 布 及
清除。

化的 Cas9 蛋白），
(c) pET-Cas9-NLS-6xHis 质粒图谱
Fig.1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Cas9 protein
(a) SDS-PAGE analysis (Lane M, 1, 2, 3, 4 are MW marker,
bacterial lysate, flow-through solution, wash solution and
eluant solution, respectively), (b) Western blot analysis
(Control and Cas9 are commercial Cas9 protein and purified
Cas9 protein in this work), (c) Plasmid map of pET-Cas9NLS-6xHis

3.2

Cas9 蛋白的荧光标记

近红外荧光染料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较小的
血红蛋白干扰、
较高的组织穿透能力等优势，
越来越
［26−27］
受到科研人员的认可
。因此，
我们选用近红外
荧光染料（Vivo TagS750）标记 Cas9 蛋白，
该染料可
以通过 N-羟基琥珀酰亚胺酯键与蛋白偶联 ，形成
TagS750-Cas9 融合蛋白。通过琥珀酰亚胺酯键进行
标记的荧光染料广泛用于蛋白、
抗体、
核酸及其他生
物分子的标记和检测，
特别适合活体小动物体内成
像。为了证实 Cas9 蛋白修饰荧光成功，
我们首先使
用小动物活体成像仪对 TagS750-Cas9 蛋白溶液进
行成像，
发现溶液显示较强的红色荧光。为了进一
步证实上述结果，
我们对 Cas9 蛋白及 TagS750-Cas9
蛋白进行 SDS-PAGE 凝胶电泳检测，
小动物活体成
像及考马斯亮蓝成像结果发现 TagS750-Cas9 蛋白
只有一条区带，
且与 Cas9 蛋白条带位置完全一致，
由此充分证明蛋白被成功标记（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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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 2 TagS750 标记 Cas9 protein
(a) TagS750-Cas9 蛋白的荧光成像，
(b) Western Blot 分析（左：
Cas9 蛋白的考马斯蓝染色，
右：
TagS750-Cas9 蛋白的荧光成
像；
泳道 1、
3 分别是 TagS750 染料，
泳道 2、
4 分别是 TagS750Cas9 蛋白，
泳道 M 是 Marker）
Fig.2 Fluorescence labeling of TagS750-Cas9 protein
(a)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TagS750-Cas9 protein, (b) SDSPAGE analysis (Left: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staining of
Cas9 protein, right: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TagS750-Cas9
protein; Lane 1 and 3 are TagS750 dye, Lane 2 and 4 are
TagS750-Cas9 protein, Lane M is Marker)

Cas9 蛋白荧光标记条件的优化

为了达到更好的体内成像效果，
我们对 Cas9 蛋
白的标记条件进行了优化。通过调整蛋白与染料比
例、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及溶液 pH，
我们发现：
随着
染料与蛋白相对摩尔比例的增加，
标记率逐渐增加；
当染料与蛋白摩尔比大于等于 2 时，
标记率增加不
明显，
因此把染料与蛋白的摩尔比定为 2：
1。随着
温度的升高 ，标记率逐渐升高 ；
为了保证蛋白的活
性，
我们把反应温度设定为 37 ℃。同样的，
随着反
应时间的延长，
标记率逐渐增加，
反应 2 h 后，
标记率
达到最高值，
我们把反应时间定设为 2 h。另外，
pH
也是决定反应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在不同
pH 条件下进行标记反应，
我们发现接近生理环境的
pH 条件对标记率影响不大，
而 pH 较低或较高标记
率显著下降，
我们把反应 pH 定为 8.5。在上述优化
好的条件下，
测得标记率高达 99%（图 3）。

图 3 TagS750-Cas9 蛋白在不同反应条件下的标记效率
(a) TagS750/Cas9 蛋白比率，
(b) 反应温度，
(c) 反应时间，
(d) 反应 pH
Fig.3 Labeling yield of TagS750-Cas9 protein in different reaction conditions
(a) TagS750/Cas9 protein ratio, (b) Reaction temperature, (c) Reaction time, (d) Reaction pH

3.4

TagS750-Cas9 蛋白的稳定性及活性鉴定
在 TagS750-Cas9 蛋白体内应用之前，
我们需要

对其在体外的稳定性和活性进行进一步考察，
从而
确保其可以用于体内的研究。我们对 TagS750-Cas9

通过切割 PCR 扩增的 PLK1 序列来鉴定其活性。琼
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
荧光修饰并不影响 Cas9 蛋
白的功能，
切割活性与未经修饰的 Cas9 蛋白相比，
无明显区别（图 4）。

蛋白在常见生理环境中的稳定性进行了考察，
发现

3.5

其在 MilliQ 水、NS、PBS 及 FBS 中均具有较好的稳
定性，
可稳定存在 72 h。为了明确荧光标记是否影

及消除

响 Cas9 蛋白的活性 ，我们选用肿瘤治疗中常用的
PLK1 作为切割靶点，
通过切割靶标序列效率的高低
来衡量其活性。将 TagS750-Cas9 蛋白与靶向 PLK1
的 sgRNA 孵育，
形成 TagS750-Cas9/sgRNA 复合物，

TagS750-Cas9 蛋白在小鼠体内的代谢、分布

用 DAS 2.0 药代动力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得
到 TagS750 染料和 TagS750-Cas9 蛋白静脉注射后荧
光强度-时间曲线。由图 5 可见 ，代谢呈二房室模
型 ，并 由 此 拟 合 得 到 相 关 的 药 代 动 力 学 参 数 。
TagS750 染料和 TagS750-Cas9 蛋白体内的分布半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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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agS750-Cas9 蛋白的体外稳定性及活性，TagS750/
Cas9 在不同生理溶液中的荧光强度
(a) 超纯水，
(b) 生理盐水，
(c) 磷酸缓存液，
(d) 胎牛血清，
(e) TagS750-Cas9 对 PLK1 基因剪切的活性
Fig.4 In vitro stability and activity of TagS750-Cas9 protei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agS750-Cas9 protein in various
buffer solutions
(a) Milli-Q water, (b) NS, (c) PBS, (d) FBS, (e) TagS750-Cas9
protein activity assessment using the PLK1 gene as substrate

期（t1/2α）和消除半衰期（t1/2β）分别为 t1/2α=1.2 min、t1/2β=
51.5 min 以 及 t1/2α =1.6 min、t1/2β =3 291.8 min。
TagS750-Cas9 蛋白的血浆半衰期长达约 55 h，
是一
种长循环蛋白；
而 TagS750 染料的血浆消除半衰期
不到 1 h，
代谢很快（图 5）。由此可见，
一旦 TagS750Cas9 蛋白被降解，
小分子染料 TagS750 随即脱落，
就
会通过代谢排出体外。TagS750-Cas9 蛋白的代谢时
间远长于 TagS750 染料的代谢时间，
因此小鼠体内
的荧光强度可以即时的反映出 Cas9 蛋白代谢的真
实情况。
主要脏器荧光成像结果显示：
TagS750-Cas9 蛋
白尾静脉注射后，
主要分布于肝脏和肾脏，
脾脏和肺
脏分布次之，
心脏中的分布最少。我们对各脏器的
荧光强度进行了定量，
发现 Cas9 蛋白主要通过肝脏
代谢，
流经肝区的 Cas9 蛋白在静脉注射后 4 h 达到
峰值，
24 h 含量约为峰值剂量的 95%，
48 h 仍有峰值
剂量的 80%，
72 h 时 95% 的 Cas9 蛋白被代谢清除 ；
肺脏也有较强的荧光，
这可能与肺部血流量大，
毛细
血管丛丰富，
肺内血管残留血液较多有关；
肾脏和脾
脏荧光强度均在 1 h 达到峰值，
之后随时间延长逐渐

图 5 TagS750-Cas9 蛋白在小鼠体内的代谢、
分布和清除
(a) TagS750-Cas9 蛋白与 TagS750 染料的荧光强度-时间曲线
(n=5)，
(b) TagS750-Cas9 蛋白与 TagS750 染料的半衰期(n=5)，
(c) 脏器不同时间点的荧光成像（n=5)，
(d) 不同时间点脏器荧
光强度分析(n=5)
Fig.5 Metabolism, distribution and clearance of TagS750Cas9 protein in mice
(a) Fluorescence intensity-time curve of TagS750-Cas9 protein
and TagS750 dye (n=5), (b) Half-life (t1/2) of TagS750-Cas9
protein and TagS750 dye (n=5), (c)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organs at different points (n=5), (d) Fluorescence arbitrary units
of organs at different points (n=5)

降低，
所有脏器荧光强度 72 h 均与背景值相当。以
上结果提示，
Cas9 蛋白进入体内后，
4 h 内主要通过
肝、
肾代谢，
4 h 之后则主要通过肝脏代谢，
72 h 可被
机体完全代谢清除（图 5）。

4

讨论

本研究成功表达纯化了 Cas9 蛋白，
开发了简单
高效的 Cas9 蛋白荧光标记方法，
标记率达 99%，
且
TagS750-Cas9 蛋白在常见的生理缓冲体系中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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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稳定性，
更重要的是荧光标记并不影响 Cas9 蛋
白本身的切割活性。采用荧光示踪技术对 Cas9 蛋
白在小鼠体内的代谢分布及清除进行了研究，
得到
了 Cas9 蛋白的消除半衰期为 55 h。注射到体内后，
主要分布于肝、肾、肺、脾器官，
在心脏的分布较少，
证明 Cas9 蛋白对这些器官具有良好的靶向性；
注射
后 4 h 主要通过肝、肾代谢 ；4 h 之后则通过肝脏代
谢；
72 h 则被机体完全代谢排出体外。针对 Cas9 蛋
白大量分布到肝脏这一现象，
我们可以设计相应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
实现其对肝癌或肝脏
病变的靶向治疗。
另外，
在活体水平的基因编辑研究中，
通常需将
Cas9 蛋 白 与 sgRNA 结 合 ，形 成 Cas9 核 糖 核 蛋 白
（Cas9 RNP），以 Cas9 RNP 的方式对目标蛋白进行
基因编辑，
同时由于 sgRNA 极不稳定，
需要借助脂
质体等载运工具对其进行包裹，
以期达到最大的编
辑效率。后期将在本研究基础上对 Cas9 RNP 修饰
包裹后的体内代谢开展进一步研究，
从而对其活体
水平的基因编辑提供更有价值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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